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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約翰一 書引言（1：1-4） 

01/14/2022 

 

 引言：使基督徒靈命持續成長的四件事 

使徒行傳 2:4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42  都恆心遵守使

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約翰一，二，三書，猶大書和腓利門書查經計劃 

 

01/14 第一課 約翰一 書引言（約翰一 書 1：1-4）何牧師 

01/21 第二課 在光中行之一（約翰一 書 1：5-2：11）何牧師 

01/28  第三課 在光中行之二（約翰一 書 2：12-2：29）Tony 長老 

02/04  第四課 上帝的兒女之一（約翰一 書 3：1-24）何牧師 

02/11  第五課 上帝的兒女之二（約翰一 書 4：1-21）何牧師 

02/18  第六課 上帝的兒女之三（約翰一 書 5：1-13）何牧師 

02/25  第七課 基督徒的確據（約翰一 書 5：14-21）Tony 長老 

03/04 第八課 在真理和愛中生活之一（約翰二書 1-13）Eddie 弟兄 

03/11  第九課 在真理和愛中生活之二（約翰二書 1-13）Eddie 弟兄 

03/18  第十課 請求幫助之一（約翰三書 1-15）Wayne 弟兄 

03/25  第十一課 請求幫助之二（約翰三書 1-15）Wayne 弟兄 

04/01  第十二課 在主裡和好之一（腓利門書 1-25） 芳艷姊妹 

04/08  第十三課 在主裡和好之二（腓利門書 1-25）芳艷姊妹 

04/15  受難日 

04/22  第十四課  在真道上建立自己之一（猶大書 1-25）珣瑩 姊妹 

04/29  第十五課  在真道上建立自己之二（猶大書 1-25）珣瑩姊妹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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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歸納式讀經法 

a. 周淑慧老師 

https://www.tcmbs.com/zh-

TW/%E6%AD%B8%E7%B4%8D%E6%B3%95%E6%9F%A5%E7%B6%93   

 

b. Dr. Howard Hendrick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55huHC_0_k&list=PLsoJKYcHvFDfzcXRq45zvq

_5XXDyZwB0d  

 

 

2. 約翰一、二、三書、猶大書、腓利門書 

a.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b. 陳終道 https://www.goldenlampstand.org/lib/epistles/index.php  

c. 聖經簡報站 https://www.youtube.com/c/BiblePointnet/playlists  

d. Bible Project (讀聖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4gzHjI8tIE&t=1s  

e. 聖經綜合解讀 : https://cmcbiblereading.com/ 

f. Study & Obey:    https://studyandobey.com/   

 

  

https://www.tcmbs.com/zh-TW/%E6%AD%B8%E7%B4%8D%E6%B3%95%E6%9F%A5%E7%B6%93
https://www.tcmbs.com/zh-TW/%E6%AD%B8%E7%B4%8D%E6%B3%95%E6%9F%A5%E7%B6%9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55huHC_0_k&list=PLsoJKYcHvFDfzcXRq45zvq_5XXDyZwB0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55huHC_0_k&list=PLsoJKYcHvFDfzcXRq45zvq_5XXDyZwB0d
https://www.goldenlampstand.org/lib/epistles/index.php
https://www.youtube.com/c/BiblePointnet/playlis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4gzHjI8tIE&t=1s
https://cmcbiblereading.com/
https://studyandob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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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約翰一書 1:1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

過的。1:2  （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現在又作見證，將原與父同在、且顯現與我

們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1:3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

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1:4  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有古卷：我們）的

喜樂充足。  

 

問題： 

1. 作者：使徒約翰。請大家分享一下，使徒約翰給你印象深刻的都有哪些事情？ 

a. 他是“耶穌所愛的使徒”，應該是與耶穌最親近的使徒了。 

b. 約翰福音 13:23  有一個門徒，是耶穌所愛的，側身挨近耶穌的懷裡。  

c. 約翰福音 20:2  就跑來見西門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那個門徒，對他們說：「有人把主

從墳墓裡挪了去，我們不知道放在那裡。」  

d. 約翰福音 21:7  耶穌所愛的那門徒對彼得說：「是主！」那時西門彼得赤著身子，

一聽見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裡。  

e. 約翰福音 21:20  彼得轉過來，看見耶穌所愛的那門徒跟著，（就是在晚飯的時候，

靠著耶穌胸膛說：「主啊，賣你的是誰？」的那門徒。）  

 

2. 寫作時間：不能完全確定。可能早在主後 60-70 年，或者晚在主後 90-95 年 

 

3. 第一批的讀者：本書主要是寫給使徒約翰服事過的教會中初信的基督徒。 

a. “弟兄們”（3：13），指基督徒 

b. “親愛的（弟兄）”（2：7；3：2，21；4：1，7，11），指與使徒約翰有親近關

係的基督徒 

c. “小子們”（9 次，2：1，12，13 等），指初信者 

d. “少年人”（2：13-14），指信主一段時間的基督徒 

e. “父老”（2：13-14），指成熟的基督徒 

 

4. 寫作地點：以弗所 

5. 使徒約翰所要見證的是什麼？他為什麼可以為此作見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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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約翰是為“生命之道”作見證。誰是“生命之道”？ 

b. 約翰作見證的資格是：他曾經----  

i. 聽見（1、3 節，完成時態，we have heard） 

ii. 看見（1、2、3 節，完成時態，we have seen） 

請對照使徒彼得的見證。彼得後書 1:16  我們從前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

和他降臨的事告訴你們，並不是隨從乖巧捏造的虛言，乃是親眼見過他的

威榮。17  他從父神得尊貴榮耀的時候，從極大榮光之中有聲音出來，向他

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18  我們同他在聖山的時候，親自聽

見這聲音從天上出來。  

iii. 親眼看過（1 節，we have looked upon，定睛地看，像看電影） 

約翰福音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

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iv. 親手摸過（1 節） 

路加福音 24:39  你們看我的手，我的腳，就知道實在是我了。摸我看看！

魂無骨無肉，你們看，我是有的。 

 

6. 寫作本書的六個目的：用約翰自己話說---- 

 

a. 要叫他們與使徒之間保持在主耶穌基督裡的團契關係。什麼是彼此相交？在基督裡

的生命團契，與社交團體、俱樂部、同學會、同鄉會等組織有什麼不同？ 

1:3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

子耶穌基督相交的。 

 

b. 使他們（我們）的喜樂充足。誰的喜樂？ 

1:4  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有古卷：我們）的喜樂充足。 

 

 使“他們”的喜樂充足：基督徒的喜樂是建立在歷史的事實基礎上。我們

之所以喜樂，是因為耶穌基督來過這個世界，在十字架上死了，復活並升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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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約翰福音 15:11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

裡，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  

ii. 彼得前書 1:8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

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iii. 使徒行傳 2:28  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見你的面（或作：叫我

在你面前）得著滿足的快樂。 

 

 使“我們”的喜樂充足 

約翰三書 4  我聽見我的兒女們按真理而行，我的喜樂就沒有比這個大的。  

 

c. 為了叫他們不犯罪，保持聖潔。基督徒如何才能不犯罪呢？ 

i.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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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2:12  小子們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的罪藉著主名得了赦免。  

iii. 3:7  小子們哪，不要被人誘惑，行義的才是義人，正如主是義的一樣。8  犯

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神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

鬼的作為。  

d. 要叫他們彼此相愛。 

i.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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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3:11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  

iii. 3:23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命

令彼此相愛。  

iv. 4:7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

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  

v. 4:11  親愛的弟兄啊，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 

vi. 4:21  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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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約翰福音 13:34-35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

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35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

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e. 幫助他們辨認並且遠離錯誤的教訓。 

i. 2:18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現在已

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  

ii. 2:26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指著那引誘你們的人說的。  

iii. 4:6  我們是屬神的，認識神的就聽從我們；不屬神的就不聽從我們。從此

我們可以認出真理的靈和謬妄的靈來。  

 

f. 要叫他們有永生的確據。 

i. 5:13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要叫你們知道自己有永

生。  

ii. 知道（εἴδω, 基於事實的知道）一共出現 15 次， 

iii. 認識（γινώσκω，基於經歷的認識）一共出現 23 次 

 

g. 應用：當我們認真學習並恆心遵守約翰一書裡的教導時，我們就能夠保持在主基督

裡的團契，喜樂滿足，不犯罪，彼此相愛，遠離異端，並且有永生的確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