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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家訊】2018 年 3/11~ 3/17 

三月十一日 

讀經 出二十章；神賜十誡 

鑰節 【出二十 6】「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

直到千代。」 

禱告 親愛的天父，讓我們活在愛的聖律中。藉著十誡讓我們重

新定位與祢之間的關係，重新調整與人之間的關係。幫助

我們不但「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祢 ，也幫助我

們「愛人如己」。 阿們！ 

三月十二日 

讀經 出二十一章；民事律例 

鑰節 【出二十一 5】「倘或奴僕明說：『我愛我的主人和我的

妻子兒女，不願意自由出去。』」 

禱告 主阿，祢的愛叫我們甘心作祢愛的奴僕。我們願一生服事

祢。 阿們！ 

三月十三日 

讀經 出二十二章；民事律例(續) 

鑰節 【出二十二 31上】「你們要在我面前為聖潔的人。」 

禱告 主阿，在人際關係上，幫助我們，活在祢的聖律之中，活

出聖潔，豐盛的生活。阿們！ 

三月十四日 

讀經 出二十三章；各種律例和進迦南的應許 

鑰節 【出二十三 14】「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節。」 

禱告 哦主啊，我們願常常喜樂地與弟兄姊妹一起聚會過節，一

同分享祢的豐富。阿們！ 

三月十五日 

讀經 出二十四章；耶和華召摩西上山 

鑰節 【出二十四 18】「摩西進入雲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晝夜。」 

禱告 主啊，求祢領我們到更高之處，與祢更親，與祢更近！求

祢扶持我們，使我們上升，憑信站立天的高峰！阿們！ 

三月十六日 

讀經 出二十五章；會幕的器物 

鑰節 【出二十五 22】「我要在那裡與你相會，又要從法櫃施

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間，和你說我所要吩咐你傳給以色列

人的一切事。」 

禱告 親愛的主，感謝祢，吸引我們到祢流血的身邊。藉著祢的

寶血，我們可以進入至聖所，坦然無懼地來到祢的施恩座

前，享受祢同在的恩典。阿們！ 

三月十七日 

讀經 出二十六章；會幕的結構 

鑰節 【出二十六 33】「要使幔子垂在鉤子下，把法櫃抬進幔子

內；這幔子要將聖所和至聖所隔開。」 

禱告 主啊，感謝祢為我們預備全備的救恩，我們得以坦然無懼

地來到施恩寶座前，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本週聖經鑰句】 
「愛我、守我誡命的，」(出二十 6)──今日鑰節指出神永遠不

斷的向那些「愛」祂、守祂誡命的人，而「發慈愛直到千

代」。這句話顯明了「十誡」的本身就是愛的表示。神一切的

要求，都是根源於祂的愛和人對愛的反應。「愛」字就是「十

誡」的總綱！「十條誡命」原來的意思是「十句話」，是整個

律法的基礎，共分成與神的關係(一至四條)和與人的關係(五至

十條)兩大部分。前四誡是要愛神，這是人對神當盡的本份，後

六誡是要愛人，這是盡人的本份。因此，主耶穌將「十誡」總

括起來，就是「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神」(太二十二 37，

可二十 30))，其次要「愛人如己」(太二十二 39，可二十 30)。

「愛」是滿足所有律例中的金科玉律。所以，人即使遵守了一

切的誡命，但若不是出於「愛神」的緣故，在神面前便毫無價

值。人能順服律法的關鍵在於先愛神。我們是否建立這樣正確

的與神和與人的關係嗎？ 

「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節。」(出二十三 14) ──今日鑰節指

出以色列的男子一年之中要守三個節日。這三個守節都是在收

割的的時候：「除酵節」是收大麥；「收割節」是割小麥；

「收藏節」是收葡萄和橄欖。神要以色列人在祂面前承認，他

們這一年豐收乃是神持續不斷的祝福。此外，他們不僅過去被

神救贖，至今活著是享受祂的賜福，將來還要信靠祂豐富的供

應而活。在新約，基督是舊約中所有節期的實質(西二 17) 。所

以，我們每一天，都可以藉著基督豐豐富富的供應而過節，每

週也都可以與弟兄姊妹一起聚會過節，一同分享祂的豐富。 

默想：在今日繁忙的生活中，我們是否也願意與弟兄姊妹一起

聚會，一起過節呢？ 

【約翰福音讀經】──道成了肉身 
【讀經】約一 1～18。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認識全書的主題及內容簡介，包括基督

是誰，祂作了甚麼，而人該如何對待祂。 

【主題】《約翰福音》第一章上半段主題強調：(1)道與神的關

係(1～2節)；(2)道與萬有的關係(3 節)；(3)道與世人的關係(4

～5節)；(4)施浸約翰所見證的道(6～8 節)；(5)世人對道的反

應(9～13 節)；和(6)使徒約翰所見證的道(14～18節)。 

【特點】本章上半段我們特別看見，約翰指出「道」的超越性： 

(一)以時間論──祂遠自「太初」(1 節上)，超過時間起首； 

(二)以空間論──祂「與神同在」(1 節中)，越過地域的範圍； 

(三)以本質論──祂「就是神」(1節下)自己； 

(四)以內容論──祂是「豐豐滿滿」的(14節)； 

(五)以地位論──祂是「父懷裏的獨生子」(18 節)，無比獨尊。 

【鑰節】「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約一 1)關於

「耶穌基督」，使徒約翰證明了祂的神格和工作。他在福音書的

序言中指出「道」」的本質乃是耶穌基督，並清楚的宣告：(1)

「道」與「神」在本質上是完全相同，是有位格的；(2)「道」與

「神」在地位上是同等的(腓二 6)，並不分孰優孰劣；(3)「道」

與「神」是彼此同時存在，並無孰先孰後之別；(4)「道」與

「神」在工作上是互相合作，彼此一起行動的。本節指出祂不但

與神同在，而祂就是神。 

「道成了肉身，住(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 

真理。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一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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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節指出主耶穌『道成了肉身』(約一 14)的事實，說出祂在肉 

身裏成為具體、實在、可見、可摸的「道」。作為神的帳幕，祂

住在我們中間，把恩典和真理充充滿滿的帶給我們，使我們能親

近祂、接觸祂、享受祂和經歷祂。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裏的獨生子將祂表明出來。」

(約一 18) 這節指出父的獨生子乃是藉著「道」、「生命」、

「光」、「恩典」和「真理」，將神表明出來。「道」是神的彰

顯，而成了肉身，帶著神住在人的中間；「生命」是神的屬性，

所以祂來了，乃是要叫人得生命；「光」是神的照耀，乃是叫人

得光照；「恩典」乃是叫人得以享受神；「真理」乃是叫人認識

神。藉著這五件事，神在子裏完全表明出來了。 

【鑰字】「道」(1～2，14節) ──約翰以「道」作為本書之始，

並指出「道」與「神」的關係。故《約翰福音》又稱為《道的福

音》。然而，「道」在不同的文化裡有不同的意思。《約翰福

音》要叫人明白，這「道」不是指一段說話或演辭，乃是指一個

有位格的──就是神的兒子主耶穌基督。「道」(希臘文是

Logos，英文是 Word)指「話《約翰福音》」或「言語」，用於表

達思想、觀念、智慧的發表和說明。因為神的智慧、豐富、思

想、意念以及一切，都充滿在基督裡(林前一 24，西二 2～3，

9)，祂就是活活的「道」、神的思想、神的意念、神的言語，來

說明神、發表神、彰顯神、見證神、榮耀神。並且祂與父神原為

一(約十 30)，所以祂在地上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將神的思

想、意念表明出來。故此，基督就是神給人活潑的道(說話)，表

達神的心意。 

此外，請特別注意下列的本段鑰字：「生命」(3、4節)，「光」

(5、9 節)，「子」(14、18節)，「見證」(7、8、15節)，「信」

(7、12節)，「神的兒女」(712節)，「從神而生」(13節)，「豐

滿」(14、16 節)。盼望我們能仔細默想，必能找出其中的亮光，

使我們能進入其中的豐富。 

【綱要】本段論到生命之道，可分為六段： 

（一） 道與神的關係(1～2 節)──道就是神；  

（二） 道與萬有的關係(3節)──萬物是藉著祂造的；  

（三） 道與世人的關係(4～5節)──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四） 施浸約翰所見證的道(6～8節)──要為光作見證；  

（五） 世人對道的反應(9～13 節)──凡接受祂的人，作神的兒女； 

（六） 使徒約翰所見證的道(14～18 節)──道成肉身，將恩典與真

理顯明出來。 

【鑰義】約翰福音的第一章頭 18 節不僅是序言，而且是全書的主

題及核心內容。在簡短的 18 節經文內，使徒約翰深入淺出、旁徵

博引的闡釋基督的神性與人性，及世人對祂的態度。這個前言是全

卷的摘要和原則，用來解釋書中的每件事。特別第一章的 1，14

節，以及 18 節是對基督位格的宣告，闡明道成肉身(提前三 16)的

奧秘事實和恩典與真理的根源，也清楚地說明祂與神的關係和與人

的關係。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祂是誰──(1)祂是太初已存在的道(神的發表、說明)(1～2，

14 節)；(2)祂是神的獨生子(有父的生命、榮耀)(18節)；(3)祂是

生命(神聖、永遠的生命)(4節)；(4)祂是人的光(4 節)；(5)祂是恩

典和真理(14 節)；(6)祂是父懷裏的獨生子(18 節)。前兩點表示祂

與神的關係，乃是同時、同等、同質的；3，4和 5 點表明祂與人的

關係，指出祂道成肉身，乃是叫人因著信祂，可以領略、享受神， 

並且得著神的生命，成為神的兒女 (12節)；最後一點指出這位

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彰顯了神的榮耀(「榮光」的原意)。 

(二)祂作了甚麼──(1)祂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9節)，叫我們

對祂有認識；(2)祂要賜人作神兒女的權柄(12 節)，就是叫我們

有神的生命和性情；(3)祂來住在我們中間(14 節)，把恩典和真

理充充滿滿的帶給我們。 

(三)我們該如何待祂──(1)接待祂，就是信祂的名(12節)；(2)

見證祂(15節)的尊貴超越過一切，無人能與倫比；(3)領受祂(16

節)，叫我們能夠享受祂豐滿的恩典。 

因此，當我們讀這卷書時，求主開啟我們，叫我們懂得珍賞耶穌

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更讓我們天天經歷祂，叫我們的生命有長

進、生活有改變和工作更有力。 

【苗語信字難譯】從前在苗族的一位傳教士，開始翻譯聖經，從

約翰福音著手，翻到十二節的時候，來了一個困難，就是苗語之

中沒有一個適當的字可以用來翻譯「信」字。他一面禱告；一面

推敲，經過一個禮拜之久，還是沒有找到一個恰當的字，心裡非

常著急。一個炎熱的下午，他在涼亭休息，看見一個正在田間工

作完了回來的工人，向他對面一張睡椅躺了下去，說道：「好熱

的天呀！讓我整個身子投在這張椅子裡罷！」「整個的人投在」

的這個苗語抓住了他的心，他便豁然開朗，喊叫起來：「我已找

到翻譯信字的那個字了！」是的，真正的相信就是將你整個的人

投在主耶穌的救恩裡，安息在祂的死，埋葬與復活上，這就叫作

信主耶穌。 

【默想】 

（一） 本段論到道與神的關係(1～2 節)指出祂就是「道」，是

神的發表、說明。「道」不是枯燥的原理、冰冷的原則，

而是可信、可親、又可愛的耶穌基督！ 

（二） 本段論到道與萬有的關係(3節)指出祂是創造者，是萬有

的由來，也是萬有的歸宿。離了祂沒有一樣會有；離了祂

沒有一樣事物能夠存在。 

（三） 本段論到道與世人的關係(4～5節)指出祂是給人生命與

亮光的道。讓祂照亮心靈每一角落，使我們懂得生命真

諦，並且如何為祂生活！ 

（四） 本段論到道與施浸約翰的關係(6～8節)指出他一生的目

標是傳「道」，為光作見證。神也揀選我們來反照耶穌基

督的榮光，向不信的世界作見證！ 

（五） 本段論到世人對道的反應(9～13節)指出人最可悲的是不

認識祂、不接受祂！今天在我們的心裏，是否有空房「接

待」祂呢？ 

（六） 本段論到使徒約翰見證的道(14～18節)指出祂道成了肉

身，帶來恩典與真理，使人得著新生命，與神建立新關

係。讓我們每天更多信祂(12 節)、接待祂(12節)、見證

祂(15 節)、領受祂(18 節)！ 

（七） 讀完了約翰福音的總綱或摘要，我們對祂瞭解有多少﹖認

識祂有多深﹖ 

【禱告】主啊！求祢光照、啟示，使我們更多地認識祢，更深

地經歷祢。 

【金句】「書中的每件事，都源自於那十八節。按照約翰所看

到的整體的真理，是關於「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都包含在

這頭十八節的經文中了。」──摩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