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書信一般書信

10 秒後自動播放

第十五課第十五課 約翰書信概論約翰書信概論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畫面右上角
切換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前後換片、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約翰書信概論約翰書信概論
約翰壹書之一

約翰一書、二書、三書，

是使徒約翰在他年老的時候所寫的。

在約翰書信跟約翰福音中，有相同的語詞 ─

愛、光、生命、真理、信、認識、道、

見證、父與子、生與死、真與假…

約翰一書第一章 ─ 作者跟主的關係非常的密切，

他親眼看過、親耳聽過、親手摸過

字裡行間看到使徒的權柄 ─ 「我小子們哪」，

用長者的身分、帶著使徒的權柄來寫這封信

早期的教父像愛任紐、俄立根、特土良，

在他們的著作裏也都提到這一卷書

‧約翰壹書‧貢獻 ‧引言 ‧神是光

約翰一書寫作的時間，

在第一世紀末，可能主後八十五到九十年，

教會面臨著「諾斯底主義」異端正在興起。

這個異端講到「靈善物惡」，

一個純靈純善的神，

怎麼可能造出一個惡的物質世界呢？

所以從他那兒不斷的有很多的發射體，

到最後有一個叫作得謬哥，他來造這樣的世界這樣的世界

諾斯底就是「知識」，也就是靠著智慧來得救；認為 ─

靈魂被禁錮在肉體中，要有超然的智慧把靈魂釋放出來，

既然靈魂被釋放出來，身體就沒有用，

所以或者縱慾、或者禁慾。

‧約翰壹書‧貢獻 ‧引言 ‧神是光

諾斯底反對道成肉身 ─ 幻影說，

不相信基督真正的道成了肉身，認為那是幻影

神的靈在耶穌受洗的時候臨到祂的身上，

耶穌釘十架的時候，神的靈就離開

約翰一書強調 ─ 基督是道成了肉身、取了人的樣式，

耶穌受洗、受死，作見證的原來有三 ─

聖靈、水、血。

諾斯底異端在亞西亞一代非常的嚴重，

使徒約翰晚年住在以弗所，牧養教會，

寫了這一封通函 ─ 不是寫給哪一個個人的，

警戒信徒要防備異端

提醒跟神要有密切相交的關係，確知自己有永生



‧約翰壹書‧貢獻 ‧引言 ‧神是光

約翰一書共五章，主旨─確知有永生，

這是何等大的保障、何等大的把握，

讓我們可以一步一腳印的走這條屬天屬靈的道路。

雖然世上有一些苦難、生活有一些難處，

因為清楚、有把握的知道，有屬天的盼望、永遠的生命，

我們就能夠靠著主的恩典、可以往前行。

我們行在光中、住在愛中、活在信中，我們就能夠瞭解。

約翰一書的結構
一、二章 ─ 神是光，我行在光中

三、四章 ─ 神是愛，我住在愛中

第五章 ─ 神是生命，我活在信中

‧約翰壹書‧貢獻‧引言 ‧神是光

1. 福音永不改變─ 以永不改變的福音去驗證

任何想要重新詮釋福音的想法、作法，

真光一照，有錯誤的就立刻現形、無所逃遁。

面對異端的挑釁，約翰重提很多的事情：

重提太初就已經存在的生命之道

重提首批的見證人 ─ 跟過耶穌的使徒

重提彼此相愛這亙古常新的命令

重提信心跟順服之間的關係

這些教導、真理、態度，就很清楚的讓信徒知道 ─

怎樣帶領、往什麼方向、產生什麼影響，

牧者如何在教會教導、教會用什麼樣的課程，

幫助弟兄姐妹明白真理，

走在聖經 ─ 神所訂規啟示的方向當中。

‧約翰壹書‧貢獻‧引言 ‧神是光

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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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得救的確據

真正的信心、信仰，不只停在客觀的真理上，

它絕對帶出主觀經歷、會帶出它的影響、

帶出在生命當中的反應 …

得救確據不是抽象的，是跟立約的神、跟主連結在一起，

是一個持續、繼續進行式的關係

不是死的，是繼續不斷往前發展的

是本於信以致於信、由信開始由信結束

是在客觀真理跟主觀經歷平衡的建立在其上

我們的信心由小而大、我們的信心由少而多。

‧約翰壹書‧貢獻‧引言 ‧神是光

3. 教會的傳承
約翰書信寫作時間比較晚，教會在使徒時代的末期，

已經是第一世紀的尾聲、教會建立超過半個世紀，

教會的傳承 ─ 永遠是高舉基督之名：

原屬於父、藉著子所傳給我們那永遠的生命

耶穌基督為我們捨命救贖的功效

對於靈有所辨別

永遠的福音

得救的確據

教會的傳承
都可以在一書、二書、三書

很清楚的看見。



‧約翰壹書 ‧貢獻‧引言‧神是光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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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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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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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

的喜樂充足。

‧約翰壹書 ‧貢獻‧引言‧神是光

第一、二節 ─ 生命之道的特質，使徒約翰的第一手資料資料；；

約翰福音講太初有道

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原與父同在，

現在顯出來給我們，又傳到第二代、、第三代第三代的信徒，的信徒，

是一個傳承的信仰 ─ 約翰用自己的經驗帶出來的見證

我們需要有第一手的見證，

聽、看別人的見證，我們都會被激勵；

但是求主給我們更多自己的見證、更多第一手的資料，

我如何經歷主 ─ 在屬靈的道路上、每天的生活中、

大小的試探裏，主如何幫助我勝過、越過、得勝…
它發生在自己身上，是誰也奪不走的。

全世界的基督徒，沒有任何一個「別人」，

可以比你自己講你的得救經歷更清楚。

‧約翰壹書 ‧貢獻‧引言‧神是光

路二四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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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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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駁斥了「幻影說」 ─ 祂不是真的、只是幻影；

但約翰說「我摸過，我不但親眼看、我也親手摸」。

我們羨慕跟過耶穌的這位使徒約翰，

他他忠於這樣的經歷，把它講清楚、傳揚出來 ─

這個生命之道，真的道成肉身進入人類的歷史，

也進入約翰的生命裏面。

‧約翰壹書 ‧貢獻‧引言‧神是光

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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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之道是 ─

人與神的關係打通了，

人與神的關係直接的連在一起

人與別人 ─ 信徒與不認識主的人，

用和平的福音來連結

信主的人跟同樣信主的人，有和睦的生活

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 ─

與神相和、與人和睦、傳和平的福音。

我們就是正常的基督徒，就是喜樂充足的神的兒女。



‧約翰壹書 ‧貢獻 ‧引言‧神是光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一5 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

報給你們的信息。 6 我們若說是與神相交，卻仍在黑暗

裡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 7 我們若在光明中

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

淨我們一切的罪。 8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

理不在我們心裡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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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以神為說謊的，

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裡了。

‧約翰壹書 ‧貢獻 ‧引言‧神是光

求主保守我們珍惜這一個永遠的祝福和恩典，

耶穌的寶血永遠有功效。

每次當禱告說「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

父啊，看你兒子的工作在我身上。

上帝的信實─

已經在祂的兒子身上要了罪的工價 ─ 死的代價，

就不會再向我們要第二次的代價

所以神的兒女當我們認罪，

神是信實的、公義的，祂一定要赦免我們的罪，

沒有任何罪是認罪之後不被赦免的

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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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壹書 ‧貢獻 ‧引言‧神是光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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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

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 3 我們若遵守他的誡命，就曉得是認

識他。 4 人若說我認識他，卻不遵守他的誡命，便是說謊話的，真理也不在他

心裡了。 5 凡遵守主道的，愛 神的心在他裡面實在是完全的。從此我們知道

我們是在主裡面。 6 人若說他住在主裡面，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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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再者，我寫給你們的，是一條新命令，在主是

真的，在你們也是真的；因為黑暗漸漸過去，真光已經照耀。 9 人若說自己在

光明中，卻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還是在黑暗裡。 10 愛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

中，在他並沒有絆跌的緣由。 11 惟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裡，且在黑暗裡行，

也不知道往那裡去，因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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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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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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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壹書 ‧貢獻 ‧引言‧神是光

二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16 因為

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

乃是從世界來的。 17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

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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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他們從我們中間出

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他們出去，顯明都不

是屬我們的。 20 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並且知道這一切的事（或作：都有知

識）。 21 我寫信給你們，不是因你們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們知道，並且知道沒

有虛謊是從真理出來的。 22 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嗎？不認

父與子的，這就是敵基督的。 23 凡不認子的，就沒有父；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24 論到你們，務要將那從起初所聽見的，常存在心裡。若將從起初所聽見的存在心

裡，你們就必住在子裡面，也必住在父裡面。 25 主所應許我們的就是永生。 26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指著那引誘你們的人說的。 27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

在你們心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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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 28 小子們哪，你們要住在主

裡面。這樣，他若顯現，我們就可以坦然無懼；當他來的時候，在他面前也不至於

慚愧。 29 你們若知道他是公義的，就知道凡行公義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約翰壹書 ‧貢獻 ‧引言‧神是光

他說：「我小子們哪…」

帶出「行在光中、住在主的恩典當中」重要的教導；

真理不僅僅只是思想、乃是行動

行在光中如同神在光明中

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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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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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7 約翰重提非常重要的主的命令 ─ 彼此相愛，

約翰福音十三章 ─ 耶穌擘餅之後，提示他們要彼此相愛。

二8 再者，我寫給你們的，是一條新命令…

在時間上它是舊的命令，在性質上它永遠是新的。

‧約翰壹書 ‧貢獻 ‧引言‧神是光

彼此相愛這一個命令，是一個至高的真理，

什麼時候提示我們彼此相愛都是需要的、都是應該的，

因為我們常會在彼此相愛這件事情上有所虧欠。

二10-11 愛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

在他並沒有絆跌的緣由。

惟獨恨弟兄的，是在黑暗裡，

因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在肢體相交的過程當中，沒有中間路線，

愛是光，有透視的作用，

只有在愛裏面，

能夠清楚看到事情的真相

能夠清楚的檢視我們與別人的關係

‧約翰壹書 ‧貢獻 ‧引言‧神是光

二12 小子們哪，我寫信給你們…

對所有的受信者，以長者的身分來稱呼他們

二13-14 小子們哪…；父老啊…，少年人啊…

二15-17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

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

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常存。

這世界五花八門，迷幻人的假象仍然是挑戰、是吸引；

聖經這樣的告訴我們，求主保守我們的心吧！

靈性比較幼小的信徒

禱告禱告
謝謝主，道成肉身的主、生命之道的主，

你帶領了我們；

我們雖然眼不見，但靈眼、心眼已經打開，

看見了你的榮耀、也跟隨了你的腳蹤。

求主幫助我們 ─

在你的光中、在你的愛中，

我們可以與弟兄姐妹一起來追求，

更多的認識你，拒絕這世界的引誘，

讓我們可以堅定站穩腳步。

我們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