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11/第九課 在真理和愛中生活之二（約翰二書 1-13）
約翰一/二書的結構：
前言/問候: (1:1-4); (1-3)
神是光（1：5）神是父（3：1-3）神是愛 (4:7-8); (6)

在光中行/四個條件/1:6-2:29            活出 神兒女的樣式/五個條件/3:4-5:13
活出蒙揀選兒女的樣式:

第一, 離棄罪惡（1：6-2：2）         第一, 不犯罪（3：4-9）（10-11)
第二, 遵守主道（2：3-11）             第二, 遵守主道（3：10-24）（4)
第三, 不要愛世界（2：12-17）       第三, 要分辨世上的靈（4：1-6）(7)
第四, 保持信心（2：18-29）          第四, 要有愛（4：7-5：4） (5-6)

第五, 保持信心（5：5-13）(8-9)
結尾：(5：14-21); (12-13)

思考在約翰二書可否:
效仿, 避免, 承諾, 禱告, 服從, 條件, 背誦, 挑戰?  Dr.Hendrick:

感受:
● “給揀選的”, “現在勸”, “要小心”, “當面談論“。
● 4.“因為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
心。 5.勝過世界的是誰呢？不是那信耶穌是神兒子的嗎？”“。 1約5: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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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約5:13

我們應該知道的：

● 永生是神所賜的,                          約10:28，1約5:11
● 今生就知道自己有永生,               1約5:12，約5:24
● 永生是信耶稣那一刻就得到的,     約3:15，弗1:13-14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羅 8:28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弗 4:15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  約10:10

“13.“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
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14.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
，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15.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16.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着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
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弗 4:13-16

當勸戒時我能夠學習老翰約的方式”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嗎？

約翰二書 1:1-13 : 為真理的緣故
為真理的緣故: 誠心所愛 (1-4)
神是父，我們是 祂揀選的兒女：問候, 誠心所愛, 鼓勵
1. “作長老的寫信給蒙揀選的太太和她的兒女，就是我誠心所愛的；不但我愛
，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愛的。

2. 愛你們是為真理的緣故，這真理存在我們裏面，也必永遠與我們同在。
3. 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他兒子耶穌基督在真理和愛心上必常與我們同
在！

4. 我見你的兒女，有照我們從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歡喜。

為真理的緣故而勸戒 (5-6):
神是父, 我們是 祂所揀選的兒女：遵行真理, 勸, 遵守主道, 照命令行
5. 太太啊，我現在勸你，我們大家要彼此相愛。這並不是我寫一條新命令給
你，乃是我們從起初所受的命令。

6. 我們若照他的命令行，這就是愛。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當行的，就是這命令。
為什麼勸：要信靠順服—好樹壞樹—救贖—用愛心說誠實話

為真理的緣故而不接待 (7-11): 惟用愛心説誠實話
不接待? 原因? 失去? 如何做? 得著?
神是父，我們是 祂所揀選的兒女：要分辨世上的靈, 保持信心, 要小心:
7.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這就
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

8. 你們要小心，不要失去你們所做的工，乃要得着滿足的賞賜。
9. 凡越過基督的教訓不常守着的，就沒有神；常守這教訓的，就有父又有子。
10. 若有人到你們那裏，不是傳這教訓，不要接他到家裏，也不要問他的安；
11. 因為問他安的，就在他的惡行上有分。



小心什麼？ 如何做工？ 滿足賞賜 vs. 惡行有分 不問安—有這麼嚴重嗎？
馬太福音7:24-29: 兩種根基的比喻

為真理的緣故而接待 (12-13)
神是父，我們是 祂所揀選的兒女：
讓我們當面談論在真理相交而使你們的喜樂滿足

12. 我還有許多事要寫給你們，卻不願意用紙墨寫出來，但盼望到你們那裏，
與你們當面談論，使你們的喜樂滿足。

13. 你那蒙揀選之姊妹的兒女都問你安。”
與真理相交=喜樂滿足！

解釋和思考：

為真理的緣故: 誠心所愛(1-4）
神是父，我們是 祂揀選的兒女：問候, 誠心所愛, 鼓勵
如何在愛裏行? 活出愛
1. “作長老的寫信給蒙揀選的太太和她的兒女，就是我誠心所愛的；不但我愛
，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愛的。

2. 愛你們是為真理的緣故，這真理存在我們裏面，也必永遠與我們同在。
3. 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他兒子耶穌基督在真理和愛心上必常與我們同
在！

4. 我見你的兒女，有照我們從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歡喜。
*何為長老的責任？參考彼前第九課 個人的責任（5：1-14）講義。
原責：

● 按著神的旨意 (彼前1-4); 不是出於勉強, 乃是出於甘心。
● 不是因為貪財, 乃是出於樂意; 不是轄制所託付的, 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 待人處事, 決不可隨人的私意, 乃要按著 神的旨意; 不可討人的喜歡,
乃要討神的喜悅。 (加1:10)

職責：

● 監督, 帶領, 保護, 傳道, 教導, 祈禱, 關懷, 解決爭端,
為病人禱告, 護教。 徒6:2-4.；徒15:1-2；雅5:14-

● 不朽壞的冠冕(林前9:25), 生命的冠冕(雅1:12; 啓2:10), 公義的冠冕(提
後4:8)

*“被揀選”是什麼意思？ 參考彼得前書引言講義
父神揀選我們的目的是什麼？誰是被揀選的呢？

● 從前只有以色列人.



● 如今是指所有在基督裡重生得救的人
● 凡信耶穌基督的

怎麼揀選的呢？

● 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的
● 父神的恩典

揀選的目的是什麼呢？

● 成為聖潔
● 順服基督
● 活出有好見證的得勝者

被揀選的信徒要如何做？

*何謂誠心所愛的？ 有條件嗎？ 有要求嗎？
● 真理的緣故
● 知道真理, —根基和行為, 真理存在裏面, 必永遠同在, 真真實實的愛—
不假裝的愛, 來自得救的人, 有基督生命的人,

● 只喜歡真理。林前 13:4-7 
*請解釋這段經文:
3. 恩惠, 憐憫, 平安從父神和他兒子耶穌基督在真理和愛心上必常與我們同
在！ 看9節.

● 我被揀選是 神憐憫我—是 神所賜的恩惠, 在耶穌基督裏與 神結合而
來的平安

● 我們的一切, 都不是我們所配得的, 完全是出於神, 這三樣都是從父神
──賜福的源頭，和祂兒子耶穌基督～一切幸福的經手人。祂怎樣賜下
恩惠、憐憫和平安給我們呢？在真理和愛心裏, 而且永永遠遠。

● 真理和愛心：和：kai “就是”的意思。 有真理就有愛心, 愛心也是從真理
而來。  如果愛心不是來自真理, 那就不是來自於 父神和 衪兒子耶穌基
督。 父神就是子

● 憐憫指神的慈愛向人所表示的同情和幫助。基督徒雖然在罪惡永刑方
面已因神的憐憫得蒙拯救, 但在日常生活中,還是不斷的需要得憐憫,
蒙恩惠, 作隨時的幫助 來4:15-16

● “我與父原為一。” 約10:30
● “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 以仁義, 公平, 慈愛, 憐憫聘你歸我； 也以誠實
聘你歸我, 你就必認識我－耶和華。”。何西阿書 2:19-20 

何為“甚歡喜”對一群蒙揀選的兒女, 察看甚歡喜的教會/團契？



● 教會建立在禱告的根基上, 禱告是人與 神在聖靈裡的相會和相交, 教
會出問題: 首先要檢查是否在禱告上出了問題?! 這l教會的禱告會人多:
表示主耶穌受歡迎。 禱告是人心願的發表, 是敬虔的操練, 是尋求 神旨
意的一種方法, 禱告就是人在聖靈裡與 神相會。

● 教會是建立在 神話語上。今日的教會需要純正話語的模範, 建立在 神
真理上—“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提前3:14-16

● 教會有聖靈的工作, 有聖靈活潑的運行, 徒16:18; 26; 34
● 教會要有愛—愛 神和愛人如己/誡命
● 教會要行大使命/注重傳福音的文化
● 耶穌基督是教會萬有之首  弗1:22-23
● 維護合而為一的教會

為真理的緣故而勸戒(5-6)
神是父, 我們是 祂所揀選的兒女：遵行真理, 勸, 遵守主道, 照命令行

5. 太太啊，我現在勸你，我們大家要彼此相愛。這並不是我寫一條新命令給
你，乃是我們從起初所受的命令。

6. 我們若照他的命令行，這就是愛。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當行的，就是這命令。
為什麼勸：有信靠順服—好樹壞樹—救贖—用愛心說誠實話

*為何“這就是愛”?
神就是愛： 救贖

●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
我們一切的不義。” 1約1:9

●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
這就是愛了。”。1約4:10

神先愛我們：

●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1約4:19
● “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藉着重
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提多書 3:5 

神愛到底：

● “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
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約13:1

父神揀選的兒女應該：



信靠順服：效法耶穌基督, 因 衪信靠順服
● 遵行真理, 照 衪的命令行, 從起初所聽見當行的。
● 命令是不可妥協：在神命令的管制和範圍內行出來。

行出愛, 活出愛：
● 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1約3:18
● 我們要行道, 不要單單聽道, 我們若聽道而行道, 實在將它行出來, 就在
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雅1:22-25

彼此相愛：

● 就是施行 主愛, 也就是起初所受的命令。2約5-6
●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 人為朋友捨
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約15:12-13 

思考問題:
為什麼要“勸”? 都已經是“就甚歡喜”了？
神的兒女在真理行，但如何勸戒？ 有看見老約翰如何”勸”嗎？

感受：

“照著 祂的命令行, 這就是愛, 行在真理愛中的勸戒, 也就是這命令。”— 我們
可以這麼説嗎？

操練：

約翰二書在真理, 愛, 命令, 行—重複出現二十多次：這都是合而為一/相連的!
弟兄姊妹可否藉此”真理, 愛和命令”操練：用一句或二句話語—傳福音給一位
慕道友/Best？

應用問題：

舉些阻擋的例子或是蒙 神喜悅的例子：在家中或是在教會如何勸戒？

約翰二書 （7-11）

在神所賜的生命裡, 門徒要, 愛神, 愛人, 活出彼此相愛的生命
從7節到11節: 說明活出愛是如此的重要, 因為做 基督的門徒跟隨
基督要知道 主為我們捨命,  衪親身上了十字架，流寶血, 埋葬, 復活—這是敵
基督否認的: 否認 耶穌基督親身上十字架, 流寶血, 埋葬, 復活=就是這連接。



敵基督要斷絕我們與 神的連結：本來是出黑暗入光明，而讓信徒們又出光明
入黑暗, 這是信徒們要完全抵擋的, 也是老約翰誠心所愛的勸戒和警惕—不
要接待, 也不要問安。

約翰福音 10: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

為真理的原故而不接待(7-11):
不接待? 原因? 失去? 如何做? 得著?
神是父，我們是 祂所揀選的兒女：要分辨世上的靈, 保持信心, 要小心:
7.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這就
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

8. 你們要小心，不要失去你們所做的工，乃要得着滿足的賞賜。
9. 凡越過基督的教訓不常守着的，就沒有神；常守這教訓的，就有父又有子。
10. 若有人到你們那裏，不是傳這教訓，不要接他到家裏，也不要問他的安；
11. 因為問他安的，就在他的惡行上有分。
小心什麼？ 如何做工？ 滿足賞賜 vs. 惡行有分 不問安—有這麼嚴重嗎？
為真理的緣故而接待 (12-13)
神是父，我們是 祂所揀選的兒女：
讓我們當面談論在真理相交而使你們的喜樂滿足

12. 我還有許多事要寫給你們，卻不願意用紙墨寫出來，但盼望到你們那裏，
與你們當面談論，使你們的喜樂滿足。

13. 你那蒙揀選之姊妹的兒女都問你安。”
當面談論與真理相交=喜樂滿足！

為真理的原故而不接待 (7-11)
不接待? 原因? 失去? 如何做? 得著?
神是父, 我們是 祂所揀選的兒女：要分辨世上的靈, 保持信心,
要小心:
7.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這就
是那迷惑人、敵基督的。

道成肉身：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
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1:14 



●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 就是神在肉身顯現， 被聖靈稱義
， 被天使看見， 被傳於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榮耀裏。” 提前書
3:16 

● “他本有神的形像，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 取了奴僕
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以至
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腓2:6-8

蒙揀選的信徒應該有的回應:
*深入認識並且經歷道成肉身所完成的救贖:

● 大哉, 敬虔的奧秘, 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提前3:16
● 基督在你們心裡成了[得]榮耀的盼望。西1:27b

*教會/團契做更大的:
● “耶穌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
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約
12:23-24

●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
這更大的事，因為我往父那裏去。” 約14:12

●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弗 1:23 
*做見證/大使命:

● “…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21.“因我活着就是基
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腓 1:21

●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做甚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林前 10:31

●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
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 凡我所
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 太28:18-20 
*生命有所改變:

●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
活着；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

捨己。” 加 2:20
● 22…脫去舊人…23.心志改換一新…24…穿上新人…。
弗:22-24

*敵基督：
● 冒耶穌基督的名, 有好些, 如今, 在世上, 説謊話的, 迷惑人的，
● 不認耶穌為基督的, 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



● 不認父與子的, 敵基督者的靈, 敵基督者, 抵擋 主, 高舉自己, 自稱是
神。 可 13:6 , 1約 2:18-19 ; 2:22; 4:2-3; 2約7, 帖後 2:3-4

*撒旦：
●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 你何竟從天墜落？ 你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
倒在地上？ 你心裏曾說： 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舉我的寶座在神眾星
以上； 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北方的極處。 我要升到高雲之上； 我要
與至上者同等。 然而，你必墜落陰間， 到坑中極深之處。” 以賽亞書
14:12-15 

●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
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裏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

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  約8:44
*惡的下場：

●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
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  創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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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約3:8 

● “你因敵人的緣故， 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了能力， 使仇敵和報仇
的閉口無言。”  詩篇 8:2 

8. 你們要小心，不要失去你們所做的工，乃要得着滿足的賞賜。
9. 凡越過基督的教訓不常守着的，就沒有神；常守這教訓的，就有父又有子。
要小心—不要失去什麼”工”?
失去因認識真理所作得救的工夫/神的工：

●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
預備叫我們行的。” 弗2:10

● “眾人問他說：我們當行甚麼才算做神的工呢？ 耶穌回答說：信神所差
來的，這就是做神的工。” 約6:28-29

信徒們之間身上所作的工：

● “我不是自由的嗎？我不是使徒嗎？我不是見過我們的主耶穌嗎？你
們不是我在主裏面所做之工嗎？ 林前書 9:1

●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裏，就
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裏，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

工夫。” 腓2:12
●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為要成全聖
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 4:11-12



● “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裏做，像是給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  西 3:23 
乃要得着滿足的賞賜：

滿足的賞賜是給…？
重生者在地位上與在經歷上所得的賞賜：

地位上的賞𧶽：永生/應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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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約5:13

● 冠冕：舊約和新約所提共15種冠冕
● 參考約翰一書第六課上帝的兒女之三講義

經歷上：

● “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
賜。” 林前 3:8 

●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賞賜。 人的工程若被
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一

樣。” 林前 3:14-15 
最完美的賞𧶽：

父神所𧶽的獨生⼦耶穌基督

●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致滅亡，
反得永生。” 約3:16

父神揀選的兒女應該：

堅持到底:
● “我們若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持到底，就在基督裏有分了。”希3:14 

跟從 神: 不要越過基督的教訓, 要常守這教訓
● “又次日，耶穌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見腓力，就對他說：「來跟從我吧。」” 
約翰福音 1:43 

●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
跟隨他的腳蹤行。” 彼得前書 2:21 

真知道, 真認識，並依靠 祂的大能分辨善惡
● “我們若愛神，又遵守他的誡命，從此就知道我們愛神的兒女。” 約5:2 
●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約17:3 

●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
們，使你們真知道他， 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



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 並知道他向我
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弗1:17-19 

●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
我們。” 林後4:7 

●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裏，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
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

教訓住在主裏面。”  1約2:27 
● “他們是屬世界的，所以論世界的事，世人也聽從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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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約4:5-6 
要常守, 要努力, 要追求, 有恆心, 分外殷勤, 更加殷勤，

● “…常守這教訓的，就有父又有子。” 2約 9b
● “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天國是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
了。” 太11:12 

● “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些事上恆心；因為這樣行，又
能救自己，又能救聽你的人。” 提前4:16 

●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潔；非聖潔沒有人能見主。” 希
12:14 

不難守的:
● “我們遵守神的誡命，這就是愛他了，並且他的誡命不是難守的。” 。

1約5:3 



㒰姊妹/師母
5.“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
要加上知識；

6.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
敬；

7.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
8.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
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9.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
淨。

10.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
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

11.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地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彼後1:5-11

要小心—不要在他的惡行上有分, 不要接待, 也不要問他的安：



10. 若有人到你們那裏，不是傳這教訓，不要接他到家裏，也不要問他的安；
11. 因為問他安的，就在他的惡行上有分。
小心什麼？ 如何做工？ 滿足賞賜 vs. 惡行有分 不問安—有這麼嚴重嗎？
什麼惡行？

*惡性/惡行：
● “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 創 6:5 
● 6.“所羅門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不效法他父親大衛專心順從
耶和華。

● 9.耶和華向所羅門發怒，因為他的心偏離向他兩次顯現的耶和華－
以色列的神。

● 10.耶和華曾吩咐他不可隨從別神，他卻沒有遵守耶和華所吩咐
的。” 王上 11:6, 9-10 

*迷慾/狡猾的例子:
● “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 只是分
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創2:16-17 

● “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神
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 女人對蛇說：「園中樹
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 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你們不
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 因為神
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創
3:1-5 

*何為這教訓？
●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
去。 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他，並且已
經看見他。」” 約14:6-7 

● “耶穌說：「我的教訓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來者的。 人若立志
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曉得這教訓或是出於神，或是我憑着自己說

的。” 約7:16-17
● 聖經

思考問題:
不是傳這教訓, 不要接待, 不可問安—為什麼? 有這麼嚴重嗎?
查詢：參考1-3
不是要“彼此相愛“和”愛人如己“嗎?
參考:



1. 耶穌如何揀選使徒? “那時，耶穌出去，上山禱告，整夜禱告神；” 路
6:12-13

2. 如何差遣使徒？ 𧶽權柄。 太10:1-23
3. 如何問安/不沾染？  “進他家裏去，要請他的安。 那家若配得平安，你
們所求的平安就必臨到那家；若不配得，你們所求的平安仍歸你們。 凡
不接待你們、不聽你們話的人，你們離開那家，或是那城的時候，就把

腳上的塵土跺下去。 我實在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所多瑪和蛾摩拉
所受的，比那城還容易受呢！」太10:12-15 

*為什麼使徒保羅-罪人中的罪魁被 神拯救？
● 12. “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
他。

13. 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           憐
憫，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而做的。

14.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裏有信心和愛心。”  提
前1:12-14 

應用問題：

可否還有其他弟兄姊妹的分享—遇到”敵基督/異端”的經歷？

為真理的緣故而接待 (12-13)
神是父，我們是 祂所揀選的兒女： 應該要—在真理和愛中的接待
12. 我還有許多事要寫給你們，卻不願意用紙墨寫出來，但盼望到你們那裏，
與你們當面談論，使你們的喜樂滿足。

13. 你那蒙揀選之姊妹的兒女都問你安。”
與真理相交=喜樂滿足！
何為使徒約翰所盼望的接待和問安?
當面談論

● 盼望
● 與蒙 父神揀選的兒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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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的喜樂
充足。” 1約1:3-4 

感受：

● 為了使我們的喜樂滿足和得著滿足的賞賜, 蒙 神揀選的兒女應該盼望
在 主耶穌基督裏當面談論, 而不與惡行有分。



思考問題：

● 以使徒約翰的”當面談論”為方式, 請問Zoom的聚會為什麼不能取代實
體聚會?

應用問題：

● 分享Zoom/實際/實體團契的計劃?

附錄1:
● 在眾多初期教會的異端當中（「克林妥主義」；「幻影派」；「諾斯底主義」）
，沒有一個異端與約翰書信所提及的完全吻合;

● 「克林妥主義Cerinthians」認為神性的基督在耶穌這人受洗時降臨在他
身上，而在耶穌被釘死前離他而去;

● 「幻影派Docetism」認為耶穌不具有人性，祂只是看似有身體，其實是
幻影;

● 「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教導靈是完全美善的，而物質是完全邪惡的。
中華聖經教育協會

經文：

●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為要成全聖
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
認識神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使我們不再作小
孩子，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

就隨從各樣的異端；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全
身都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着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

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弗 4:11-16 
●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
人。 羅 8: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