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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真理中行在真理中
約翰貳書

新約中非常短的篇章，少於三百個希臘字；

大概會寫在一張蒲草紙上。

當時的羅馬帝國是非常大的版圖，

穩定的局勢、有通用的語言，

很適合旅行，也很適合思想的傳播。

這邊告訴我們的是假教師

約翰三書 ─ 真正的神的僕人，到各處去宣揚主道

當時有一些假教師，

那是在第一世紀末諾斯底主義興起的時候，

組成的巡迴佈道團到處的去招搖惑眾。

約翰就寫信警告教會 ─不要接待，

免得在他們的惡行上有分。

行在真理中行在真理中

使徒行傳第十三章 ─ 保羅、巴拿巴被安提阿教會差派差派，，

保羅一共有三次的宣教旅程；

到第四次，他以囚犯的身分上告於羅馬皇帝，

經過許多的波折到達羅馬，一路上也在傳神的福音。

這些宣教士們到了一個城市，可能基督徒不多，

他們會打聽哪些是信主的人家，

就敲他的門，那些人家就很樂意的接待。

保羅到腓立比，帶領了呂底亞全家信主，

呂底亞後來接待了保羅和西拉

保羅到哥林多，該猶來接待他

保羅到帖撒羅尼迦，耶孫來接待他

有很多接待神的僕人，這些家庭在初代教會是非常普遍的。

‧蒙愛的教會‧為真理而愛 ‧彼此相愛的肢體生活 ‧警戒儆醒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1 作長老的寫信給蒙揀選的太太（或作：教會；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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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理存在我們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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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他的職分是長老，他寫一封信，

應該是寫給一個教會

如果說寫給某位女士的話，根據內文 ─

不論是對愛的表達、愛的勸勉，

對一個真實的女士，好像不是太合適

受信人，就是一個教會以及教會裏面的弟兄姐妹。



‧蒙愛的教會‧為真理而愛 ‧彼此相愛的肢體生活 ‧警戒儆醒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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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長老的 ─ 使徒約翰，寫信給一個教會的信徒，

最先是基督愛教會，教會是新婦，

基督為著愛教會的緣故，為教會捨己

蒙揀選的教會，

都是在神永恆的旨意當中被揀選的

弗一4-5 神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

又因愛我們，預定我們藉著耶穌基督得兒子的名分。

你我被揀選，是因為神的愛的緣故。

教會是我誠心所愛的

‧蒙愛的教會‧為真理而愛 ‧彼此相愛的肢體生活 ‧警戒儆醒

帖前二8 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不但願意將神的福音給你們，

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

神的僕人愛教會

保羅非常清楚、坦誠的，

把愛弟兄姐妹的心在書信中表露無遺。

教會是蒙揀選、蒙愛的，

基督愛教會、神的僕人愛教會，

更是弟兄姐妹彼此相愛 ─信徒愛教會。

1b 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愛的。

我們感受到這樣的愛嗎？是不是活在這樣的愛中？

‧蒙愛的教會‧為真理而愛 ‧彼此相愛的肢體生活 ‧警戒儆醒

愛是教會生活的根基，事奉主絕對不可或缺的因素。

我們作主的僕人的、傳道人的、參與服事聖工的，

我們愛教會嗎？

弟兄姐妹一起參與教會的肢體、教會生活中，

我們喜樂嗎？彼此相愛嗎？

愛，就是一個指標，

當進入神的家、過教會生活，沒有愛、沒有辦法過下去。

約約翰福音二十一章 ─ 耶穌挽回彼得之後，

耶穌問他：「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三次的問，

彼得三次的答：「主啊，你知道我愛你。」

每一次回應愛主的時候，耶穌就交付工作，

「你餵養我的小羊、你牧養我的羊、你餵養我的羊。」

‧蒙愛的教會‧為真理而愛 ‧彼此相愛的肢體生活 ‧警戒儆醒

很盼望禮拜六 ─ 晚上有小組、有聚會

很盼望禮拜天 ─ 主日的時候不單敬拜神，

還可以跟弟兄姐妹彼此問候

沒有愛，這群人聚在一起做什麼？

這個就是教會生活 ─ 因為我們愛教會。

弟兄姐妹來到教會，聚會、小組、家庭、聽講道、

參與查經、宣教、福音隊、探訪、聚餐、愛宴…

憑心自問，

教會的活動遠不比外面社團的活動來得精采，

但是為什麼我們卻那麼喜歡來到教會？

來到這一群人當中？



‧蒙愛的教會‧為真理而愛 ‧彼此相愛的肢體生活 ‧警戒儆醒

當教會出現問題的時候，我們就非常的難過，

當教會在愛裏出現裂縫、人與人不和…，就會很難過，

就看到真實的愛、天天在我們的生活中呈現。

主僕愛教會 ─ 因為祂是牧人、牧者，

約翰福音第十章 ─ 耶穌說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愛羊愛到一個地步、可以為羊捨命！

祂是好牧人、不是雇工，雇工的愛有限度、不真誠，不真誠，

牧人的愛是真實的。

第一節 ─愛，基督愛教會、主僕愛教會、信徒愛教會，

這就是在地如在天的教會生活。

巴不得每一個神的家、每一個教會都充滿著愛

巴不得你我都是這個愛的付出者、也是愛的領受者

‧蒙愛的教會‧為真理而愛‧彼此相愛的肢體生活 ‧警戒儆醒

林前十三6 愛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2-3 愛你們是為真理的緣故，

這真理存在我們裡面，也必永遠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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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糊塗的愛、不是溺愛

這樣的問安語─ 它不是用禱告、不是用盼望盼望來呈現，來呈現，

一開始就是充滿信心的肯定…
平常保羅書信的問安就是 ─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

這裏加上了憐憫─ 恩惠、憐憫、平安，

我們何等的需要主的憐憫，在我們每一天的生活裏。

‧蒙愛的教會‧為真理而愛‧彼此相愛的肢體生活 ‧警戒儆醒

約翰一書、二書、 三書，所要駁斥的是諾斯底主義的異端 ─

在引誘人、在蠱惑人、否認神的兒子的身位。

這地方清楚說 ─ 祝福從父神和祂兒子耶穌基督來給我們。

「在真理和愛心上常與我們同在」

愛不是隨便的事、也不是憑己意、憑血氣而行的。

當一個人愛的時候，愛到一個地步難捨難分…
問題出來，愛就轉成了恨，就產生了可怕的結果…

「愛你們為真理的緣故」，不是憑著自己的意思愛你們，

這樣的愛有提醒、警戒、關懷、引導，全面、合神心意的合神心意的。。

這樣一個有福的確據，是真理存在我們的心裏，

我們在真理和愛之上與神相交、領受祝福。

夫妻也是，佳偶天成，到最後佳偶變成了怨偶…
曾幾何時愛不見了，隨之而來的是冷漠

‧蒙愛的教會‧為真理而愛‧彼此相愛的肢體生活 ‧警戒儆醒

羅馬書第十章 ─ 保羅說猶太人還不認識主、不接受耶穌，

他們是有熱心卻沒有真理、有熱心卻沒有真知識。

真理的確成為所有一切的根基，在真理之上 ─

熱心就有了依據

信心就打到正確信仰的對象

所盼望的是那位真實的、一切都呈現為真實

否則自己創造一套信仰、照自己隨便來…
沒有辦法領受接納神要我們所學習、彼此相愛的對象

盼望可能很飄渺、抽象，不知道盼望是什麼

如果如果在在真理上，熱心、愛心、信心、盼望，全都踏實了，

真理是踏實的，

我們站在踏實的真理上來建造，所有一切都踏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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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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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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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僕人最大的喜樂 ─ 看到弟兄姐妹、信徒遵行真理，

作者也重新提起了彼此相愛的命令，

前面講 ─ 愛你們，是在真理的根基之上

接下去 ─ 看到你行真理，我就甚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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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愛的教會 ‧為真理而愛‧彼此相愛的肢體生活‧警戒儆醒

帶領教會的牧者，看到弟兄姐妹領受真理，

當傳講、查考、教導神話語的時候，

看到的是他們的點頭、願意在主的面前謙卑的領受，

對於神的話都說阿們、都說是的…。那是極大的喜樂！

弟兄姐妹也很愛牧者的，

牧者對他關心，弟兄姐妹知道的

弟兄姐妹甚至送一些小東西…
但是作牧者、作神的僕人的，

最大的喜樂絕對不是他拿禮物來給你，

而是他真實的願意聽你所傳講神的道、行神的道，

然後看到他的生命，從初信、慢慢的成長、參與服事、

羨慕善工、投入在教會服事的行列當中。

牧者最大的喜樂莫甚於此吧！

‧蒙愛的教會 ‧為真理而愛‧彼此相愛的肢體生活‧警戒儆醒

5a 我們大家要彼此相愛。

不是說「你們要彼此相愛」，

神的命令不只是拿來告訴弟兄姐妹，

而是神的僕人自己要身體力行。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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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時間來講 ─ 約翰福音十三章

耶穌所提示彼此相愛的命令

從性質而言 ─ 它是一個真命令、它是一個新命令

愛就是去行彼此相愛起初的命令，

而且遵主的旨意而行。

‧蒙愛的教會 ‧為真理而愛 ‧彼此相愛的肢體生活‧警戒儆醒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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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滿足的賞賜。 9 凡越過基督的教訓、不常守著的，就沒有神；常守這教

訓的，就有父又有子。 10 若有人到你們那裡，不是傳這教訓，不要接他到

家裡，也不要問他的安； 11 因為問他安的，就在他的惡行上有分。 12 我

還有許多事要寫給你們，卻不願意用紙墨寫出來，但盼望到你們那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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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十三22-23 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神蹟奇事，

倘若能行，就把選民迷惑了。

你們要謹慎。看哪，凡事我都預先告訴你們了。

耶穌凡事都告訴我們，使徒也是如此 ─ 敵基督者已經出現，

數目許多，技倆就是迷惑人，不認耶穌是道成肉身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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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之後就要儆醒─

不失去乃得著，要清楚異端的分辨 ─

9 凡越過基督的教訓、不常守著的，就沒有神；

常守這教訓的，就有父又有子。

任意前進，不按規矩來；不是進步、乃是背道

8 你們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們所做的工，乃要得著滿足的賞賜賞賜。。

啟三11 我必快來，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

把基督與子同等的來說；

異端只要神、只要父，不要子、不要耶穌基督耶穌基督，，

這是很清楚的一個錯謬異端的說法。

‧蒙愛的教會 ‧為真理而愛 ‧彼此相愛的肢體生活‧警戒儆醒

面對異端我要拒絕

10-11 若有人到你們那裡，不是傳這教訓，

不要接他到家裡，也不要問他的安；

因為問他安的，就在他的惡行上有分。

你的家、教會

非常清楚的看到 ─拒絕異端、不接待，

不給他有正式造訪，讓我們被利用的機會。

不接待、不問安，正式的造訪 ─

你要說「不」，

假教師會利用正式的造訪造成假象，

以為這個教會已經接納他，

所以他沒有問題、你們可以聽他…

行在真理中行在真理中

12 我還有許多事要寫給你們，卻不願意用紙墨寫出來，

但盼望到你們那裡，與你們當面談論，

使你們的喜樂滿足。

作者到最後，再次回到 ─

「真理和愛的交通，會帶來喜樂」的主題，

回應最前面 ─ 讓肢體可以相顧念。

在約翰二書裏 ─

看到真理跟謊言的相對

看到基督與敵基督的相對

看到神的誡命與魔鬼欺騙的相對

禱告禱告
謝謝主，

藉著這一卷書信教導我們真理，

我們真知道我們的根基立在磐石上。

懇求主 ─ 你的真理成為我們的根基、

成為我們的基礎，

好讓我們在上面建立正確的

信心、愛心與盼望。

求主帶領我們，在面對這世上

林林總總、許多假說的時候，

給我們清楚的頭腦、智慧，懂得如何分辨。

這樣的禱告，奉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