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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者的信念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
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摩太後書3:16-17）



經文觀察

1. 全章：將全章讀一遍。你認為這章主要是在說
甚麼？

2. 段落：你認為本章可以分為幾段？各段的主題
是甚麼？

3. 經文：有沒有不懂的經文？



親愛的，你們是在基督裡，並在他的愛裡。
因此之故，你們要在基督裡，並在他的愛裡。

讀約翰一書有感

God

Life Love Light



約翰一書的特別稱呼：我親愛的孩子們哪！

1. 親愛的，2:7, 3:2, 3:21, 4:1, 4:7, 4:11

2. 小子們，2:1, 2:12, 2:13, 2:18, 3:7, 3:18, 4:4, 5:21



認識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知識派）

 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來自於希臘文 gnosis, 意思是知識）
是一個世俗的學派，盛行於第一世紀末期和第二世紀。約
翰老年之時這派思想已經侵入教會，並引起分裂，約翰一
書的寫作目的是駁斥這個學派，囑咐教會要住在基督裡，
不要偏離正道。



認識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知識派）

 諾斯底主義的主張：
 靈魂是好的，物質是邪惡的。人的身體是物質，所以是邪惡的。

 “得救” 就是 “靈魂脫離身體”，這要靠知識才能達到，而不是靠基督，故要追求知識。

 基督並沒有身體，這有兩種可能性：(1) 幻影說（Docetism）基督看起來似乎有身體，
其實並沒有 (2) 暫有論（Cerinthianism）基督只是 “暫時擁有身體”，就是基督於耶穌
受浸之時進入凡人耶穌的體內，於耶穌死亡之前離開了他。死在十字架上的僅是凡
人耶穌，而非基督。請注意，根據這個主張，耶穌就不是基督。這是約翰一書駁斥
的重點：不認耶穌是基督的就是敵基督（Anti-Christ）。

 身體既然是邪惡的，耶穌也就沒有復活。已經 “得救” 而脫離身體的靈魂怎麼可能還
回來復活？你有冇搞錯？

 既然身體是邪惡的，我們就應該 (1) 苦待它：因它是個壞東西 (2) 放縱它：只要我的
靈魂得以保全，身體亂來又有何妨？



以弗所
教會遺跡

約翰的晚年在
以弗所度過。
照片左下方的
方格相傳是約
翰的埋骨之地。



約翰一書的分段

 神是光 God is Light，1 章（1:1-2:2）
 行在光明中，不要再犯罪

 神是愛 God is Love，2-4 章
 凡遵守主道的，愛神的心在他裡面是完全的

 人若愛世界，愛神的心就不在他裡面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神是生命 God is Life，5 章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約翰一書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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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一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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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一 1:9）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約一 5:12）



與神團契：行在光明中 Walk in the Light

 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叫你們不犯罪。

 我們若說是與神相交（koinonia團契, fellowship），卻仍在
黑暗裡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2:1, 1:6）

 2:1-2為什麼一個人無法一直犯罪又一直做基督徒（同時活
在罪中和活在主裡）？

認罪
Confession

赦罪
Forgiveness

不再犯罪
Holiness

耶穌的血 與神團契

Blood of the Son Fellowship with  the 
Father



萬人的中保 An Advocate for all

 2:1-2 耶穌是我們的中保（paracletos辯護者, 
someone who stands by your side to support/defend 
you）和挽回祭：

中保為我們做甚麼？這個屬靈的事實對你有何作用？

甚麼是挽回祭？耶穌為誰做了挽回祭？



認識主 = 遵行主道 = 愛主

 2:3-5 從這裡開始，約翰一書從神是光這個主題轉
向了神是愛。

 甚麼是 “認識神”？是客觀的真理還是主觀的經歷？

 甚麼是 “愛神”？愛神的人有哪些特徵？

 認識神和愛神與遵行主的道有何關係？何以如此？



愛是命令

 2:7-11 愛不是一種感覺，而是一個命令。你們若
行在光明中，就必遵守這命命。

不是新的命令，而是舊的命令…其實，也是新的命
令…此話怎說？

愛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並沒有絆跌的緣
由（沒有甚麼會使他絆跌的）…此話怎說？



小子，父老，少年人

 2:12-14這是三種年齡的人，還是三種靈程的人？還
是…這三種人其實是一種人？

 小子們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的罪藉著主名得了赦免。

 父老啊，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

 少年人哪，我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勝了那惡者。

 小子們哪，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父。

 父老啊，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

 少年人哪，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剛強，神的道常存在你們心裡；
你們也勝了那惡者。



不要愛世界 kosmos

 2:15-17 世界 kosmos 是甚麼？若不瞭解這一點，
基督徒將很難將 “不要愛世界” 的真理實行出來。

 Kosmos: human society organized on wrong principles, 
characterized by base desires, false values, and egotism. 
世界是指人類的社會，組織於錯誤的原則之上，以低賤
的慾望、錯誤的價值、和利已主義為特徵。 C.H. Dodd

根據以上的定義來看今日的世界，你是否可以看出聖經
為何叫信徒不要愛世界？



世界上的三樣事

1. 肉體的情慾: carnal desires 內在罪行想做的各種事情

2. 眼目的情慾: the tendency to be captivated by outward 
show 對外在的事物有著迷的傾向。

3. 今生的驕傲: pretentious egotism 自誇、自命不凡、利己

 以上三樣事有何不好？為何基督徒不應該愛它們？



敵基督 The Antichrists

 2:18-23 以弗所教會分裂了，有一群人出去了。約
翰說，留下的是真門徒，出去的是敵基督…

甚麼是敵基督？辨認敵基督的標準是甚麼？

約翰的時代有敵基督，現代仍有敵基督嗎？若有，
在哪裡？



恩膏 The Anointing

 2:24-27 在真理混淆的情況之下，信徒有恩膏指引
他們。

恩膏是甚麼？

我（一位普通的平信徒）有恩膏嗎？



住在主裡 Abide in the Lord

 2:28-29 雖然有敵基督，雖然教會受到威脅，然而
信徒不要害怕，不要慌亂，要繼續住在主裡。

甚麼是住在主裡？

住在主裡有何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