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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叫你們不犯罪。若有

人犯罪，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他

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

的罪。我們若遵守他的誡命，就曉得是認識他。人若說「我認

識他」，卻不遵守他的誡命，便是說謊話的，真理也不在他心

裡了。凡遵守主道的，愛神的心在他裡面實在是完全的。從

此，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主裡面。人若說他住在主裡面，就該自

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約壹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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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單元	 	 第一天

真實的認識主

中保耶穌基督

【中保在舊約中的預表】

@我─耶和華憑_____召你，必攙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作眾民的
_______（中保：原文是____），作外邦人的____。（賽四十二6）

[注]：從上文而言，這「中保」是預表耶穌基督的「中保」職務。

【更美之約的中保】

@既是______立的，耶穌就作了______________的_______。（來七22）
耶穌是為了什麼而成為中保？r 約；r 自己；r 救贖；r 復活

從這節經文啓示出「約」的哪兩個特徵？（複選）

r 祭物；r 起誓；r 血；r 更美

【聖靈保惠師】 (約十四16, 25, 十五26, 十六7, 約壹二1)

@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_____，就是那義者__________。 
(約壹二1)

[注]： 耶穌是保惠師，因此稱聖靈為另一位保惠師。新約聖經中除了(約壹
二1)外，這個字都是指聖靈。意思是「代求者, 中保, 帮助者」。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_____，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約
十四16）

【中保耶穌基督】

@这样说来，_____是为甚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
的子孙来到，并且是藉天使经_____之手设立的。但_____本不是为一
面作的；　神却是一位。(加三19－20)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_____，乃是降世为人的
__________；(提前二5)

@如今_____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__________的_____；这约
原是凭_______________立的。(來八6)

@为此，他作了新约的_____，既然_____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
__________，便叫蒙召之人得著所应许永远的产业。（來九15）

@并新约的__________，以及所洒的_____；这_____所说的比亚伯的血
所说的_____。（來十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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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單元	 	 第二天

真實的認識主

義者耶穌基督

「義者耶穌基督」，可能是我們對耶穌的稱呼中，較少使用的稱呼。

也可能很少將「義人」與耶穌基督的救贖相提並論，讓我們藉著這篇默想

提示，認識這個稱呼。

【初代教會的信息】

@你們棄絕了那聖潔______，反求著釋放一個兇手給你們。（徒三14）

哪一個先知不是你們祖宗逼迫呢？他們也把預先傳說那______要來的
人殺了；如今你們又把那______賣了，殺了。(徒七52)

「預先傳說『那義者』要來的人(複數)」是指哪些人呢？

r 摩西；r 亞伯拉罕；r 眾先知；r 耶穌基督

@他又說：『我們祖宗的神揀選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見那

______，聽他口中所出的聲音。（徒廿14）

【世上的人】

@時常______而____________的______，世上實在沒有。（傳七20）

@ 他們都______，一同變為污穢；並沒有______的，連一個也沒有。
（詩十四3） 

就如經上所記：沒有______，連一個也沒有。；(羅三10)
從這三節經文中，我們可以確認「義人」的特徵是：（複選）

r 稱義的人；r 行善的人；r 不犯罪的人；r 沒有明白的人

這個世界上有義人嗎？r 有；r 一個也沒有；r很少；r 沒有

【中保與義者】

@...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______就是那______耶穌基督...(約壹二1)
「中保耶穌基督」是處於父神與誰中間？（複選）

r 義人；r 行善的人；r 犯罪的人；r 基督徒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_____，乃是降世为人的
__________；(提前二5)

為什麼說「只有一位中保」呢？因為...（複選）
r 只有耶穌是義人；r 世人都犯了罪；r 沒有辯護律師；

r 基督徒也會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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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單元	 	 第三天

真實的認識主

耶穌基督的挽回祭

【挽回祭與施恩座】

@神設立耶穌作________，是憑著耶穌的____，藉著人的____，要顯明
________；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_____________。（羅三25）

神憑藉著什麼而設立耶穌作挽回祭？（複選）

r 耶穌的十字架；r 耶穌的血；r 耶穌的復活；r 人的信

@櫃上面有榮耀基路伯的影罩著________________。這幾件我現在不能
一一細說。（來九5）

[注]：原意為「贖罪」, 後來成為專有名詞「施恩座」。

@也要取些公牛的____，用指頭彈在________的東面，又在施恩座的前
面彈血七次。隨後他要宰那為百姓作贖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____帶
入幔子內，彈在________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彈公牛的____一樣。
（利十六14-15）

舊約中贖罪的儀式中使用「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乃是預表什

麼？r 耶穌的十字架；r 耶穌的血；r 耶穌的復活；r 人的信

【挽回祭與神的憐憫】

@所以，他凡事該與他的弟兄相同，為要在神的事上成為慈悲忠信（信

實）的________，為百姓的罪獻上________。(來二17)

耶穌作為大祭司，要為百姓的罪獻上「挽回祭」，這節經文用什麼描

述耶穌？r 慈悲；r 嚴厲；r 審判；r 忠信

那稅吏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只捶著胸說：『神啊，開恩

________我這個罪人！』（路十八13）

[注]：「挽回祭」也有「憐憫」、「使之和好」的意思。

【挽回祭與神的愛】

@他為我們的____作了________，不是單為________________，也是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約壹二2)

不是我們________，乃是________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
________，這就是________。（約壹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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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單元	 	 第四天

真實的認識主

遵守誡命

@我們若遵守他的______，就曉得是______他。人若說「我________
他」，卻不遵守他的_____，便是___________，________也不在他心
裡了。（約壹二3－4）

【神的誡命】

十	 誡—第二誡命

@...愛我、守我________的，我必向他們________，直到千代...。（出廿
6；申五10）

你們若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________，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們的，
就必________。你們若不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________，偏離我今
日所吩咐你們的道，去事奉你們素來所不認識的別神，就必

________。（申十一27－28）
以色列人的「蒙福」或「受禍」是關鍵在於他們聽從：

r 神的誡命；r 官長的話；r 審判官的審判；r 祭司的指示

耶穌對誡命的詮釋

@你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愛主─你的神。這是誡命中的
________，且是________。其次也________，就是要________。這兩
條誡命是________和________一切道理的________。（太廿二37-40）

耶穌對誡命的解釋，將誡命歸納為哪兩個重點：（複選）

r 守安息日；r 愛神；r 愛人如己；r 愛妻子

【認識神】

@所以，你要______耶和華─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實的神；向愛他、
守他______的人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申七9）

@我喜愛______，不喜愛______；喜愛______神，勝於______。（何六
6）

@______你─獨一的真神，並且______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
______。（約十七3）

「永生」的功能是什麼？（複選）

r 守誡命；r 認識神；r 認識自己；r 認識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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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單元	 	 第五天

真實的認識主

愛神的心

@凡______主道的，___神的心在他裡面實在是______的。從此，我們知
道我們是____________。（約壹二5）

【舊約的啓示】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______、
______、______愛耶和華─你的神。（申六4-5）

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______耶
和華─你的神，______他的道，___他，______、______事奉他，遵守
他的______、______，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為要叫你______。
（申十12-13）
舊約中如何要求以色列人愛神呢？（複選）

r 盡財；r 盡力；r 盡心；r 儘性

【 耶穌的教導】

@你們若___我，就必遵守我的______。（約十四15）

有了我的命令又______的，這人就是___我的；___我的必蒙我父___
他，我也要___他，並且要向他______。（約十四21）

耶穌回答說：「人若___我，就必______我的道；我父也必___他，並
且我們要到他那裡去，與他______。（約十四23）

這三節經文中都同樣的啓示了「愛神的人」應有的特徵是：(複選)

r 遵守主的命令；r 奉獻金錢；r 遵守主的道；r 全職事奉

【新約的啓示】

@我們______神的誡命，這就是___他了，並且他的______不是難守的。
（約壹五3）
凡有世上財物的，看見弟兄______，卻塞住______的心，___神的心怎
能存在他裡面呢？（約壹三17）
人若說「我愛神」，卻___他的弟兄，就是______；不___他所看見的
弟兄，就不能___沒有看見的___。___神的，也當___弟兄，這是我們
從神所受的______。（約壹四20-21）
從這些經文的啓示，愛神的人也是：（複選）

r 遵守誡命；r 愛服事；r 愛弟兄；r 愛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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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單元	 	 第六天

真實的認識主

效法耶穌基督

@人若說他________主裡面，就該自己照主____________。（約壹二6）

【效法耶穌】
跟從耶穌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______我，就當____，背起他的十字
架來________我。（太十六24）

若有人________我，就當________我；我在哪裡，________我的人也
要在那裡；若有人________我，我父必________他。（約十二26）

我的羊___________，我也______他們，他們也______我。（約十27）
住在主裡面

@你們要常在我____，我也常在你們____。... 常在我____的，我也常在
他____，這人就____________...（約十五4-5）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____________，
________，就給你們________。（約十五7）

【書信的教導】

@因為他________所知道的人，就________定下________他兒子的
________，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羅八29）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____________，________基督耶穌，
____________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羅十五5-6）

所以，你們該________神，好像蒙慈愛的________一樣。（弗五1） 
@效法基督耶穌的人有哪些特徵：

r ____________；r 彼此同心；r 一心一口；r ____________

@你們該________我，像我________基督一樣。（林前十一1） 
並且你們在大難之中，蒙了________所賜的________，領受________
就________我們，也________了主；（帖前一6）

@效法主的人也必定是：（複選）

r 效法世界；r 效法帶領的人；r 效法聖經人物；r 效法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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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綱要

【经⽂文背诵】请背诵约翰壹书第⼆二章1-6节

【祷读与默想】约翰壹书第⼆二章1-6节

【⺫⽬目標】檢視⾃自⼰己是否是「真實認識主的⼈人」

1. 請分享「挽回祭」對你人生的意義？在你的生活中，耶穌的
「挽回祭」有怎樣的地位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為什麼在啓示耶穌的「挽回祭」之後，提出「遵守誡命」的假設
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請分享你對「認識」的觀點，以及你如何肯定對自己「專業」的
認識？又如何評估對自己「專業」認識的程度？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如何「肯定」與「評估」自己對「真理」的「認識」與「程
度」？這與你對自己專業的「認識」和「評估」有何異同？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請分享你對「誡命」的觀點？你如何遵守「誡命」呢？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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