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親愛的弟兄啊，我寫給你們的，不是一條新命

令，乃是你們從起初所受的舊命令；這舊命令就

是你們所聽見的道。再者，我寫給你們的，是一

條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們也是真的；因為

黑暗漸漸過去，真光已經照耀。人若說自己在光

明中，卻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還是在黑暗裡。

愛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並沒有絆跌的

緣由。惟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裡，且在黑暗裡

行，也不知道往哪裡去，因為黑暗叫他眼睛瞎

了。(約壹二7-11)

姓名_______________! 2013年___月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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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單元	 	 第一天

真光已經照耀

舊命令與新命令	 (一)

以我們對「舊」與「新」的一般性概念，不容易解讀(約壹二7-8)的意
義。在第一天的默想提示中，讓我們認識聖經中關於「舊」與「新」另一

個層面的意義。

【聖經中的舊與新】

神超越「舊」與「新」的法則

聖經並沒有排除大自然定律中的「新」與「舊」的法則(熱力學第二定
律)，這原本就是神所定規的法則。但是，聖經卻啓示出了神超越這些法則
的作為。基本上，神會遵循自己所定的法則，但是在某些特例中，神仍然

會超越這些法則，彰顯超自然的作為，或從超自然的領域啓示祂自己：

@但耶和華到今日沒有使你們心能明白，眼能看見，耳能聽見。我領你

們在曠野________年，你們身上的衣服________________，腳上的鞋
也____________。（申廿九4－5）

@ 天地都要________，你卻要________；天地都要如外衣漸漸_______。
你要將天地如裡衣________，天地就都________。（詩一〇二 26／來
一11-12）
從「舊」到「新」的漸進性法則（更新的法則）

@ 既說________，就以前約________；但那漸____漸____的，就必快歸
____________。(來八13)

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服事

主，要按著心靈的________，不按著儀文的________。(羅七6)

...黑暗________________，真光已經________。（約壹二8）
永不改變的特質

@ 惟有你____________；你的________沒有________。（詩一〇二27／
來一11-12）
永恆的特質

@ 他們建造的，別人不得住；他們栽種的，別人不得吃；因為我民的日
子必像樹木的日子；我選民親手勞碌得來的必「_______________」。
（賽六十五22）

[注]：「常久享用」是一個字，與「舊」這個同一字根。原意是「永遠不
會舊」的意思。

－1－



第八單元	 	 第二天

真光已經照耀

舊命令與新命令	 (二)

【所聽見的道】

@ 親愛的弟兄啊，我寫給你們的，不是一條________，乃是你們從_____
所受的________；這________就是你們所聽見的____。 (約壹二7)

@ 惟有________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_______。(彼前一25)

這兩節經文中的「道」就是：(複選)

❑ 耶穌基督； ❑ 主的道； ❑ 舊命令； ❑ 律法

【心中的道】

@ 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聽了____，撒但立刻來，把撒在他___________
奪了去。（可四15） 

撒旦可以將人心中的道奪去，是因為...

❑ 聽不懂； ❑ 撒在路旁； ❑ 不是屬於田地的範圍； ❑ 不明白

你們並沒有他的____存在________；因為他所差來的，你們不信。(約
五38)

這節經文啓示：沒有道存在人心中的原因是「不信」...

❑ 耶穌基督； ❑ 聖經的啓示； ❑ 神所差來的； ❑ 教會

 ...因你們聽見我們所傳________就領受了；不以為是________，乃以
為是________。這____實在是神的，並且________在你們信主的人
________。 (帖前二13)

帖撒羅尼迦教會聽見的「道」是：❑ 人的道； ❑ 神的道；並且這
「道」運行在 ❑水面上；❑ 信的人心中

...少年人哪，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剛強，________常存在你們
________；你們也勝了那惡者。(約壹二14)

這節經文啓示「少年人」有什麼特徵？

 ❑ 年輕； ❑ 剛強；❑ 道常存在心中；❑ 勝了那惡者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________存在他________；...(約壹三9)

不犯罪的原因是：❑ 忠心；❑ 道在心中；❑ 從神生的； ❑ 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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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單元	 	 第三天

真光已經照耀

舊命令與新命令	 (三)

【真實與虛假】

@再者，我寫給你們的，是一條________，在主是________，在你們也
是________；因為________漸漸過去，________已經照耀。（約壹二8）

「真」是一個形容詞，與「虛構」、「虛假」相對立。這個「真」不但

延伸為邏輯思考中「信念」的判斷，更深入了人類「價值觀」的核心，而

形成了世界觀。但是，聖經卻作了新的定義，將「真」這個字根，以及所

延伸出的「真理」，賦予了「永恆」的意義，並且進入了「永恆」、「不

變」的「存在」，就不在「新」與「舊」的「有限」領域中了，不但如

此，「真」與「真理」超脫了與「虛假」的相對性，而具有「絕對性」；

並且，對基督徒而言，不但「在主是『真』，在你們也是『真』」。

【何來何往】

@法利賽人對他說：「你是為自己作見證，你的見證______。」耶穌
說：「我雖然為自己作見證，我的見證還是______的；因我知道我從
哪裡來，往哪裡去；你們卻不知道我從哪裡來，往哪裡去。(約八
13-14)
法利賽人認為耶穌的見證不真，是因為他們對「真」的概念是：

❑ 與假相對立；❑ 與假相容；❑ 與假相等；❑ 與假不相容 （複選）

但是耶穌的回答，卻是將「真」與什麼相提並論？

❑ 從哪裡來；❑ 從那裡生；❑ 往哪裡去；❑ 人所不知道的（複選）

@我有許多事講論你們，判斷你們；但那差我來的________，我在他那
裡所聽見的，我就傳給世人。(約八26)
耶穌的「講論」與「判斷」為什麼是「真」呢？因為耶穌是...
❑ 被神差來的；❑ 從拿撒勒來的；❑ 在聖殿聽見的；❑ 在神那裡所
聽見的（複選）

@即便有不信的，這有何妨呢？難道他們的不信(信心)就廢掉神的信(信
實)嗎？斷乎不能！不如說，神是________，人都是虛謊的...（羅三
3-4）
神的信(信實)有什麼特質？
❑ 不能廢掉；❑ 可有可無；❑ 神是真；❑ 神是概念（複選）

為什麼 神的信(信實)不能廢掉？因為神的信實是...

❑ 絕對的；❑ 相對的；❑ 與虛謊不相容；❑ 永存的（複選）

－3－



第八單元	 	 第四天

真光已經照耀

消失與出現

在第四單元「神就是光」默想提綱第三天的內容中，我們已經對「黑

暗」有了基本的認識。在「神就是光，在祂毫無黑暗」 (約壹一5)  的大前
提之下，圣经指出了一種［狀態］，就是「黑暗漸漸過去，真光已經照

耀」 (約壹二8)。這是我們今天默想的兩個大綱。

【黑暗漸漸過去】

末世的意义

@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因為這________的樣子將要________了。
(林前七31)
這________和其上的情慾都要________，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
常存。(約壹二17)

在這兩節經文中，用什麼描述「世界」的狀態？

❑ 罪惡；❑ 過去；❑ 繁榮；❑ 短暫
末世的現象

@你該知道，________必有________的日子來到。（提後三1）

小子們哪，________是________了。（約壹二18）

在這兩節經文中，用什麼描述「末世」的特質？（複選）

❑ 戰爭；❑ 危險；❑ 災難；❑ 如今
【真光來到】

@那光是________，________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約一9）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________________。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
裡走，必要得著________________。」（約八12）

趁著________，________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
人能做工了。（約九4-5）

耶穌對他們說：「____在你們中間還有________________，應當趁著
________行走，免得黑暗臨到你們；那在黑暗裡行走的，不知道往何
處去。（約十二35）

【默想】

在這些經文中的「法則」是什麼？這些法則對你有什麼提醒呢？

－4－



第八單元	 	 第五天

真光已經照耀

恨與黑暗

「恨」是指針對人、事、物，在情緒上所持有的「對立」、「厭

惡」、「鄙視」的態度，並且期待不再與對方有任何的關係。因此，

「恨」與「愛」是相反的，「愛」所產生的是「吸引」、「合一」，但是

「恨」卻帶來了「分離」、「保持距離」。「被憎恨」的人是被視為「敵

人」、「令人討厭的」以及「完全沒有吸引力的」。

@___照在______裡，______卻不接受___。（約一5）

「光」與「黑暗」彼此之間是處與怎樣的狀態？

❑ 相容； ❑ 對立； ❑ 平衡； ❑ 強弱

人若說自己在________，卻___他的弟兄，他到如今還是在________。
(約壹二9)

人藉著省察什麼而知道自己所處的狀態是「光明」或「黑暗」？

❑ 周圍的環境； ❑ 所處的時間； ❑ 與人的關係； ❑ 於自己的關係

黑暗與眼瞎

@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___。你的眼睛若______，全身就______；眼睛若昏
花，全身就______。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裡頭的___或者黑暗了。
若是你全身______，毫無黑暗，就必全然______，如同燈的明光照亮
你。」(路十一34-36) 

這節經文提醒我們要省察什麼？

❑ 眼睛的視力； ❑ 光線的強度； ❑ 裡頭的光； ❑ 外面的光

什麼決定了人裡面是「光明」或是「黑暗」？

❑ 智慧或愚昧； ❑ 豐富或貧窮； ❑ 愛或是恨； ❑ 健康或疾病

惟獨___弟兄的，是在黑暗裡，且在黑暗裡___，也不知道往哪裡去，
因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約壹二11)

「恨」在人的生命中，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力？（複選）

❑ 在光明中行； ❑ 在黑暗裡行； ❑ 不知道往哪裡去； ❑ 勇往前行

【默想】

為什麼「恨」會使人失去自己人生的方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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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單元	 	 第六天

真光已經照耀

愛與光明

@___弟兄的，就是住在________，在他並沒有_________。(約壹二10)

【住在光明中】

@雅各家啊，來吧！我們在耶和華的_________行走。(賽二5)

我要______耶和華的惱怒；因我得罪了他，直等他為我______，為我
______。他必領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見他的公義。（彌七9）

這兩個先知的呼召，都指出了積極性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什麼？

❑ 獻贖罪祭；❑ 獻贖愆祭；❑ 進入光明中；❑ 行功德補贖

先知彌迦呼召得罪了耶和華，且落在神的惱怒中的百姓，要如何面對

自己的罪？

❑ 獻祭贖罪；❑ 行善補贖；❑ 忍受惱怒；❑ 愛哭切齒

神會如何處理百姓的罪呢？（複選）

❑ 為我辯屈；❑ 定罪刑罰；❑ 為我伸冤；❑ 領我到光明中

我們若在光明中___，______神在光明中，就_________，他兒子耶穌
的血也______我們一切的___。（約壹一7）

神如何使我們行在光明中？（複選）

❑ 教導我們；❑ 與我們相交；❑ 洗淨我們的罪；❑ 審判我們的罪

【光明中的狀態－沒有陷阱】

「絆跌的緣由」－指「犯罪的『陷阱』、『迷惑』、『引誘』」

從「絆跌的緣由」原意而言，人會絆跌(指「犯罪」)的主要原因是：

（複選）❑ 受迷惑；❑ 被引誘；❑ 被陷害；❑ 自甘墮落

@...這人心中______，又有____________，好像神的______。...(但五11)

眼睛就是身上的___。你的眼睛若______，全身就______。（太六22）

人的心中光明，是指心中眼睛的明亮，那麼，人會處於怎樣的狀態

呢？（複選）

❑ 全身光明；❑ 凡事順利；❑ 有聰明；❑ 有智慧
【默想】

你是否能看清楚自己面前可能有哪些「陷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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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綱要

【经⽂文背诵】请背诵约翰壹书第⼆二章7-11节

【祷读与默想】约翰壹书第⼆二章7-11节

【⺫⽬目標】檢視⾃自⼰己⾝身在何處？「光明」或「⿊黑暗」

1. 請舉出生活中的實例，分享你對「新」與「舊」的概念。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請從生活中找出任何的人、事、物，具有「新」的特質，又具有
「舊」的特質，或沒有「新」與「舊」的分別？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請分享你對「真實」(真理)的概念， 請例舉說明「真實」(真理)
有那些特性？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請從你生活的實例，分享你對「黑暗漸漸過去，真光已經照亮」
的體驗。(黎明、曙光以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請你從「愛」與「恨」，為你前面的分享作簡單的結論。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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