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04 第八課 在真理和愛中生活之一（約翰二書 1-13）
•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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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soJKYcHvF
DfzcXRq45zvq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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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圖片:
聖經圖片表:
https://hellofisherman.com/?p=2997
聖光聖經地理資訊網: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ity?id=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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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hellofisherman.com/?p=2997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ndex/city?id=130


● 約翰一書、二書和三書似乎都是源於同一個爭論的歷史處境:“耶路撒冷
聖殿在主后七十年已經被毀, 猶太信徒散居各地。因著門徒/信徒遵守
主耶穌的大使命, 福音早已從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亞, 傳到羅
馬帝國的各個角落。 早期教會在當時的世界各地都有瞭顯著的成長“。
（徒8:5；羅10:14-18；西1:5-6,23）。

● 進入主后八十年代，福音書如馬太, 馬可, 路加, 保羅和彼得等書信可能
已經在一些教會宣讀。 隨著狂人羅馬皇帝尼祿（Nero54-68AD）和相繼
登基的几個該撒（迦勒巴 Galba 68AD﹔奧陀 Otto, 69 AD; 威特留
Vitellius, 69AD）的消失,    跟著而來的該撒    維斯帕先（Vespasian
69-79AD）和提多（Titus 79-81AD）都是開明的皇帝，所以帝國相對的有
一段平靜的日子。但在豆米田（Domitian 81-96AD）即位后，由于他的
凶殘和自比為神，并推行全國性的該撒崇拜，90年代的基督教受到嚴
重的逼迫。

● 在逼迫之前的主后 70 至 90 這段“政局平靜”的日子里, 教會所面臨的
卻是另一種敵人, 就是異端。有基督教, 就有異端。說的更准確一點, 有
傳統的宗教, 就一定有異端。也就是說, 有正/真信, 就有迷信。 這個異
端是剛滋長抬頭的諾斯底主義 (附錄1) 和猶太主義愛色尼派的混合產
品。



● 當時羅馬帝國的廣大版圖與穩定局勢, 羅馬大道, 各地駐軍所維係的和
平, 加上全國通用的希臘語,使境內旅行比從前更加便利,也使福音在第
一世紀能夠迅速傳播。但當時旅店很少, 名聲很差, 而旅店的設備也不
會像今日那麼便利, 所以接待信徒與主僕, 就成為當時聖工上的重要工
作。所以基督徒旅行時通常都當地的信徒接待，但這種接待也很容易

被異端利用。              中華聖經教育協會

什麼原因導致福音的傳播？ 可能有幾個因素:
● 早期基督徒的好客。
● 保羅能夠旅行, 依靠基督徒為他開放家園。 加1:22
● 保羅鼓勵基督徒支持那些善事的教師。 加6:6
● 約翰讚揚並鼓勵那些為旅行傳教士提供住宿和支持的人。3約5-8
● 當時羅馬帝國的廣大版圖與穩定局勢, “條條道路通羅馬”。
● 旅店很少, 名聲很差, 接待信徒與主僕, 成為當時聖工上的重要工作。
● 這種接待也很容易被異端利用。 中華聖經教育協會

全新約共有六封寫給個人的信:



● 提前、提後、提多、腓利門、約翰貳書和叁書。但只有腓利門書是只講私
事的，其他五封信，雖然是寫給個人，所講的卻都是與教會聖工有關的

事。

約翰貳書, 叁書: 是新約中最短的書信, 比腓利門書和猶大書還要短。
● 約翰貳書和叁書都少於三百個希臘字, 可以寫在當時的一張蒲草紙上。
這兩封信可能是年近百歲的使徒約翰於主後98年左右在以弗所附近寫
成的, 是在寫完約翰壹書之後, 繼續把約翰壹書裏的原則應用到具體的
事例上。

● 約翰貳書教導信徒不應該接待假師傅, 而約翰叄書則教導信徒應該接
待真傳道人, 我們必須兩封信一起讀, 從一正一反兩方面指導信徒怎樣
接待主僕, 纔能對真理和愛心有平衡的認識。   聖經綜合解讀

1.啓示錄先寫, 才寫約一,二,三書。



2.約一先寫, 啓示錄, 約二, 三書再寫。

作者: 使徒約翰
● 寫本書的語氣與目的與約翰福音和約翰一書相似。

● 是使徒約翰晚年時，自稱為長老也是極自然的事, 因為使徒彼得晚年時也自稱
為“作長老的”（彼前5:1）這暗示使徒時代的後期, 使徒們改變工作性質, 也作牧
養教會的工作—長老的工作, 這樣使徒約翰在此自稱為“作長老的”。

另一個“作長老的約翰”寫的:
● 這個約翰在聖經別處從未提到, 而他的名望, 地位與說話的口吻, 屬靈的造詣卻
又與使徒約翰不相上下, 這倒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陳終道牧師

● 這二封信和約翰福音有一個最大的相似處, 就是都有許多相反的對比。
約翰他是一個黑白分明的人, 他常常用相反的對比來說明。這跟現代所
提倡的相對論很不一樣; 相對論主張沒有絕對的對錯, 全看個人的看
法, 沒有對錯之分, 沒有黑白之分, 每件事都是灰色—現代社會都是抱
著相對的想法。大家必要知道, 聖經其實是黑白分明的。 約翰看事情不
是生就是死, 不是光明就是黑暗, 不是真理就是謊言, 不是愛就是恨, 不
是公義就是不法, 不是上帝的兒女就是撒但的兒女, 不是愛天父就是愛
世界, 這些都像水火一樣不能相容—沒有第三種立場, 也沒有所謂的中
間地帶, 不是行在光中就是行在黑暗中, 當然最大的對比就是天堂和地
獄, 沒有別的去處。每個人不是往天堂就是往地獄。從這一點可以看出
這三卷書信的作者是使徒約翰，因為約翰福音也是他寫的，這是他思



考的方式。 大衞鮑森　

● “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他是抵擋主，高擡
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裏，自稱是神。” 
帖後 2:3-4; 51-52 AD

● “世上的小學” 西2:20-21; 60-62 AD
● “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
的異端，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認，自取速速地滅亡。 將有許多人隨從他們
邪淫的行為，便叫真道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謗。 彼後 2:1-2 

● “但這些人好像沒有靈性，生來就是畜類，以備捉拿宰殺的。他們毀謗所不曉得
的事，正在敗壞人的時候，自己必遭遇敗壞。 行的不義，就得了不義的工價。這
些人喜愛白晝宴樂，他們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與你們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

詭詐為快樂。”。 彼後 2:12-13; 64-68 AD
● 病毒/防疫針/Booster shots

受信者:
“蒙揀選的太太”:



● 中文聖經小字有“太太或作教會”, 所以有人以為是指教會。但太太原文 kuria 是
當時婦女通用的名字, 和新約聖經通常用以指教會的字 ekklēsia 不同。　

● 一位名叫可莉雅的太太；

● 約翰在他所寫充滿象徵的啟示錄中, 也是直稱“教會”, 並沒有用“太太”作為教會
的暗語或象徵。所以比較自然的解釋，就是這封信是寫給這位 kuria 姊妹的。

● 蒙揀選的教會(喻稱)。兩者都有不少聖經學者支持，本書的屬靈教訓，對於個人
和教會全體都可適用。哥林多教會被形容為許配給基督的新婦（林後11:2
）；彼得形容另一間教會為: 那在巴比倫，與你們同蒙揀選的她。（彼前
5:13）。

● 夫妻之間比喻為基督教教會之間的關係 弗5:31-32
● 羔羊婚筵  (啓19:8-9)
● 很可能指某個承認這位長老權威的教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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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她的兒女（1,4,13節）:
● 可莉雅太太的兒女(他們的父親可能已經過世)；
● 當地教會的信徒們。

● 教會的成員, 將城市, 鄉村, 行省用女性的擬人化說法來錶,是當時慣用
的方法。在聖經中, 以色列曾被描寫為處女  賽52:2,已婚婦女 賽62:4-5,
母親 賽54:1 , 寡婦 賽54:4。    聖經縱合解讀

*傳揚基督的人必須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如同木匠的墨斗筆直不偏差(提後
二15)。凡有份於傳異端人的罪，必一同受刑。傳異端人的罪是明顯的，先到
審判台前，有份於他們罪的人也不能隱藏。

提前5:24     瑪波羅教會讀經資料



約翰二書 & 約翰三書：勸戒和警惕不接待和接待…!



聖經網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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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約1:10 
“我曾略略地寫信給教會，但那在教會中好為首的丟特腓不接待我們。”。 3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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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本書的六個目的：用約翰自己話說---
約翰一書/約翰二書
a. 要叫他們與使徒之間保持在主耶穌基督裡的團契關係
1:3； 12a
b. 使他們（我們）的喜樂充足
1:4； 8, 12b
c. 為了叫他們不犯罪，保持聖潔
2:1； 10-11
d. 要叫他們彼此相愛
3:23； 5-6
e. 幫助他們辨認並且遠離錯誤的教訓
2:18；7
f. 要叫他們有永生的確據。
5:13；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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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場/分享結論：

約翰二書 1:1-13 : 為真理的緣故
請閲讀：第九課 在真理和愛中生活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