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理的扶持者真理的扶持者
約翰三書

林後十三8 我們凡事不能敵擋真理，只能扶助真理。

約翰二書 ─ 有一群假教師組成巡迴的佈道團，

長老約翰教導、提醒、警戒信徒們，

要小心不要接待

約翰三書 ─ 真教師也有巡迴佈道團，

到處為主宣道作見證，

約翰寫信鼓勵該猶、還有教會的弟兄姐妹，

要熱誠的接待

也警告那好為首、但是卻不肯接待的丟特腓

在這一章裏會看到好幾個人名，

很清楚的被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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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1 作長老的寫信給親愛的該猶，就是我誠心所愛的。 2

親愛的兄弟啊，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

靈魂興盛一樣。 3 有弟兄來證明你心裡存的真理，正

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樂。 4 我聽見我的兒女們

按真理而行，我的喜樂就沒有比這個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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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這一封信 ─ 親愛的該猶。

該猶在羅馬帝國是一個很普遍的名字，

新約聖經裏有三次出現，

使徒行傳第十九章 ─ 馬其頓人該猶，

以弗所暴亂的時候，該猶跟保羅在一起

使徒行傳第二十章 ─ 特庇人該猶，

和保羅一起，把外邦教會對耶路撒冷窮困信徒的捐款，

一起帶到耶路撒冷的特使之一

哥林多前書第一章 ─ 哥林多的該猶，

保羅親自施洗少數人中的一位

保羅在哥林多寫羅馬書的時候，接待保羅

這個地方的該猶是誰，不需要特別的去查考，

就是有一位該猶，使徒約翰讚美他，給他寫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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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節 ─ 真誠的愛和祝福

1 作長老的寫信給親愛的該猶，

就是我誠心所愛的。

作者沒有任何隱藏的、把真情表露出來；

這位弟兄有什麼地方讓使徒約翰去讚美、喜愛他呢？

原來他是真理的實行者。

2 親愛的兄弟啊，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

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這是非常美的祝福，我們都願意領受這樣的祝福 ─

手中工作盡都順利、有健康的身體

更願意屬靈的身量不斷的成長、願意我們的靈魂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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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 約瑟被賣到埃及，在主人波提乏家裏，

耶和華神與他同在，他就百事順利。

「神同在、百事順利」，是不變的法則，

真的看見這是從神、從上頭來的祝福

但是基督徒不會遇見苦難、不生病嗎？

神的兒女與還不認識神的朋友們活在世上，

在同樣的大環境裏、呼吸同樣的空氣、喝同樣的水，

基督徒不生病、永遠凡事順利，是這樣嗎？

成功神學者，覺得這個就是成功神學的聖經根據：

作基督徒 ─ 凡事興盛、身體健康、…、凡事都好；

其實神的道、神的真理，是全面的…

2 親愛的兄弟啊，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

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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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經裏有非常平衡的真理，很清楚的，讓你必須要去領受。

彼得前書第二章二十一節 ─ 蒙召為受苦

彼得前書三章九節 ─ 蒙召為了承受福氣

這是一體兩面，不衝突、平衡的道。

如果凡事順利、萬事亨通，

耶穌掛在十字架上，被當作罪犯釘死，

從人的角度來看，祂成功何來？

耶穌在十架上講了七句話，第六句是「成了」，

是完成了上帝天父所託付祂的使命，

沒有讓祂在地上彷彿君王享盡榮華富貴；

祂一生是走一個被人看為一無所有的道路上，

卻把屬天的福份給信從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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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八17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沒有受苦就沒有冠冕，沒有十架就沒有冠冕。

羅馬書第五章羅馬書第五章 ─ 我們進入因信稱義的恩典裏，

在神的恩典當中歡歡喜喜、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

很清楚的平衡、神的話語，沒有偏頗任何一面。

如果成功神學只是告訴我們凡事亨通，基督徒好得無比，

只是打在物質層面，神兒女終極關懷在哪裏？

在不要生病、凡事亨通…，是如此嗎？

上帝如果給我們恩典，我們感恩領受

上帝給我們生命的挑戰、試煉，又如何呢？

都是我們必須要去面對生命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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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說 ─ 萬事互相效力，沒有說 ─ 沒有逆境不用怕。

那是神，神叫萬事互相效力，順.逆.得.失，可以互相效力，

讓愛神的人得益處，只要我們願意伏在祂的面前。

若光是根據一節聖經 ─ 我願你凡事…
就把這一節擴大 ─「基督徒就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好處」，

可能我們忽略了要與它平衡的真理。

我只要主的恩惠、賜福，而我不要賜恩惠、福氣的主，

是不是今天很多人在這個光景裏？

也許我要恩惠，是在屬靈生命比較幼小的時候

然後發現愈來愈珍惜的是賜生命、賜恩惠的主

當我有了這一位主，在祂的恩典、永恆的旨意當中，

我們走完全程 ─ 這是基督徒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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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弟兄來證明你心裡存的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樂。

使徒約翰就明白，聽見、曉得了，「我甚喜樂」，

4 我聽見我的兒女們按真理而行，我的喜樂就沒有比這個大的。

真理存在心裏別人如何證明？

行出來，別人看見了！是光、是鹽，

燈放在檯子上，沒有放在斗底下。

這位該猶弟兄 ─ 真理的實行者、表裡一致，

他裏面有什麼、就活出來、顯出來，

別人看見、別人證明 ─「你心裏存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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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5 親愛的兄弟啊，凡你向作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

的。 6 他們在教會面前證明了你的愛；你若配得過

神，幫助他們往前行，這就好了。 7 因他們是為主的

名出外，對於外邦人一無所取。 8 所以我們應該接待

這樣的人，叫我們與他們一同為真理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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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親愛的兄弟啊，凡你向作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

忠心是服事主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素，

保羅 ─「作主的管家，被要求的就是主要求我們忠心」。

在當時代，傳福音者出去，城裏信主的人不多，

客棧有些危險跟不方便，

於是他們就去敲信徒家的門，

雖然陌生，但在主裏面卻是一家人；

信徒打開家門熱心接待 ─ 客要一味的款待，

這在當時來講有他的必須性。

忠心跟真理跟愛心是相連的，

事奉跟信仰是相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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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他們在教會面前證明了你的愛；

你若配得過神，幫助他們往前行，這就好了。

提醒該猶 ─ 你的愛心得到了證明

新譯本聖經 ─ 照著上帝所喜悅的資助他們的旅程，

這樣是好的，這是一件美好的事。

前面講到忠心、後面講到愛。

你若配得過神…
有一本譯本 ─「請以對得起神的方式」

用忠心以愛來接待，聖靈怎麼感動、你怎麼做吧！你怎麼做吧！

請以配得過神、對得起神的方式，

擺上食物、金錢、接待…
錢囊裏放一點盤纏，送他們繼續往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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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要有忠心的服事，

你要的我給你；

更要做到美好的服事，

多用腦筋想一想，怎樣讓你舒服、覺得好，

怎樣切中需要，就是更貼心的事奉。

馬利亞打破玉瓶、獻香膏這件事的時候，

當時管錢囊的猶大心中不愉快

門徒說「這樣高級的香膏，可以賣三十兩銀子賙濟窮人」

耶穌說：「馬利亞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善事、賙濟人常常可以做，膏抹耶穌的美事，機會不常有。」

「善事固然好，美事不常有」，

讓我們在學習接待的時候有這樣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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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常出去做培訓的工作，

特別感受到接待的家庭、主人，在愛心、忠心上的服事…

有一次到中國的北方，那個主人 ─

把房間大一點的做培訓場地

另外一間就給我來住

院子另外一邊是驢子的…

晚上十一點的時候，感覺對面驢子的房間，

有人好像在唱詩歌、禱告…
原來是這個主人把他所有都讓給外來的客旅，

好一點的房間給了講員，而沒有地方住了，

他就在關驢子的簡陋的空間，睡在裏面，

在睡覺之前，禱告、唱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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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事、忠心、愛來做的服事，是蒙記念的。

這些人在前線，去事奉主、傳福音

巡迴佈道團為主名出外

對外邦人一無所取

接待的人在後方，

為他們守望、預備好的住處

接待的人與他們同得賞賜

大家一同為真理作工，

上陣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

大家一起來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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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9 我曾略略的寫信給教會，但那在教會中好為首的丟特

腓不接待我們。 10 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說他所行的事，

就是他用惡言妄論我們。還不以此為足，他自己不接待

弟兄，有人願意接待，他也禁止，並且將接待弟兄的人

趕出教會。 11 親愛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惡，只要效法

善。行善的屬乎 神；行惡的未曾見過 神。 12 低米丟

行善，有眾人給他作見證，又有真理給他作見證；就是

我們也給他作見證。你也知道我們的見證是真的。 13 我

原有許多事要寫給你，卻不願意用筆墨寫給你， 14 但盼

望快快的見你，我們就當面談論。 15 願你平安。眾位朋

友都問你安。請你替我按著姓名問眾位朋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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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特腓的名字 ─ 被丟斯或宙斯撫養的，

在當時是有名望的家族，環境是很好的。

第九到第十節 ─ 丟特腓好為首、不接待使徒、惡言妄論使徒，

禁止別人接待弟兄、把接待者趕出教會，

這樣的事不是為著真理的緣故，而是個人的野心。

約翰責備的這樣的一個人，

應該是在教會裏有權勢的 ─

好為首、掌權柄、抓權柄的

因著個人的野心，是這樣的對待遠客

約翰的處理方法 ─公開提說他的惡行，

來警戒他、來阻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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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b-12 行善的屬乎神。

低米丟行善，有眾人給他作見證，

又有真理給他作見證；

就是我們也給他作見證。

人其實不孤單的，

他為主的名來做的時候，

他自己得益處、得恩典、得賞賜

旁人看得見 ─ 非常好的榜樣行在面前

帶著權威、第一人稱的複數，

有一個英文版本聖經直接翻成「我」，

也就是使徒約翰 ─ 我也為他作見證。

低米丟的名字 ─ 得勝的

真理的扶持者真理的扶持者

這封短短的書信裏，看到三個人物 ─

可取的、不可取的、可效法作榜樣的，

都是從這封信裏，讓我們可以領受的真理。

最後，很詳細的問安，

紙短情長，寫這封信盼望能見面

我們主內一家、愛裏問候

眾位朋友來問你們安

請你也向眾位朋友代我問安

肢體相交生活是非常的美的。

雖然沒有講到信徒弟兄姐妹 ─ 他說朋友，

這個問安其實是按著姓名一一問安，是非常周到的。

禱告禱告
求主保守我們的心，

讓我們不是只顧自己的事，

也不是只顧自己教會的事；

讓我們更看到廣大禾場的需要，

讓我們更為宣教的事工盡一分心力。

求主賜福弟兄姐妹，

也賜福弟兄姐妹在教會的服事。

這樣的禱告，奉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