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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真理中行在真理中 约翰贰书约翰贰书

新约中非常短的篇章，少于三百个希腊字；
大概会写在一张蒲草纸上。大概会写在 张蒲草纸上。

当时有一些假教师，
那是在第 世纪末诺斯底主义兴起的时候那是在第一世纪末诺斯底主义兴起的时候，

组成的巡回布道团到处的去招摇惑众。

不要接待约翰就写信警告教会 ─ 不要接待，

免得在他们的恶行上有分。

当时的罗马帝国是非常大的版图，
稳定的局势、有通用的语言，稳定的局势、有通用的语言，

很适合旅行，也很适合思想的传播。

这边告诉我们的是假教师这边告诉我们的是假教师
约翰三书 ─ 真正的神的仆人，到各处去宣扬主道

行在真理中行在真理中
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 保罗、巴拿巴被安提阿教会差差派派，，

保罗一共有三次的宣教旅程；保罗 共有三次的宣教旅程；

到第四次，他以囚犯的身分上告于罗马皇帝，

经过许多的波折到达罗马 一路上也在传神的福音。经过许多的波折到达罗马， 路上也在传神的福音。

这些宣教士们到了一个城市，可能基督徒不多，

他们会打听哪些是信主的人家他们会打听哪些是信主的人家，

就敲他的门，那些人家就很乐意的接待。

保罗到腓立比 带领了吕底 全家信主保罗到腓立比，带领了吕底亚全家信主，

吕底亚后来接待了保罗和西拉
保 林多 该犹保罗到哥林多，该犹来接待他

保罗到帖撒罗尼迦，耶孙来接待他

有很多接待神的仆人，这些家庭在初代教会是非常普遍的。

‧蒙爱的教会 ‧为真理而爱‧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警戒儆醒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1 作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或作：教会；下同），和她1 作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或作：教会；下同），和她
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
人所爱的。2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
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3 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
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

作者他的职分是长老，他写一封信，
应该是写给一个教会应该是写给 个教会
如果说写给某位女士的话，根据内文 ─

不论是对爱的表达 爱的劝勉不论是对爱的表达、爱的劝勉，

对一个真实的女士，好像不是太合适

受信人受信人，就是一个教会以及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蒙爱的教会 ‧为真理而爱‧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警戒儆醒

心

作长老的 ─使徒约翰，写信给一个教会的信徒，

教会是我诚心所爱的
1b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

教会是我诚心所爱的

最先是基督爱教会，教会是新妇，

基督为着爱教会的缘故 为教会舍己基督为着爱教会的缘故，为教会舍己
蒙拣选的教会，

都是在神永恒的旨意当中被拣选的都是在神永恒的旨意当中被拣选的

弗一4-5 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弗 4-5 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又因爱我们，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神的爱你我被拣选，是因为神的爱的缘故。

‧蒙爱的教会 ‧为真理而爱‧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警戒儆醒

帖前二8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神的仆人爱教会

帖前二8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保罗非常清楚、坦诚的，
把爱弟兄姐妹的心在书信中表露无遗。

教会是蒙拣选、蒙爱的，

基督爱教会 神的仆人爱教会基督爱教会、神的仆人爱教会，

更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 ─ 信徒爱教会。

1b 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

我们感受到这样的爱吗？是不是活在这样的爱中？

‧蒙爱的教会 ‧为真理而爱‧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警戒儆醒

我们作主的仆人的、传道人的、参与服事圣工的，
我们爱教会吗？

弟兄姐妹一起参与教会的肢体、教会生活中，

我们喜乐吗？彼此相爱吗？

爱，就是一个指标，

当进入神的家 过教会生活 没有爱 没有办法过下去当进入神的家、过教会生活，没有爱、没有办法过下去。

约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耶稣挽回彼得之后，
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三次的问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三次的问，

彼得三次的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每 次回应爱主的时候 耶稣就交付工作每一次回应爱主的时候，耶稣就交付工作，

「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

爱是教会生活的根基，事奉主绝对不可或缺的因素。

‧蒙爱的教会 ‧为真理而爱‧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警戒儆醒

弟兄姐妹来到教会，聚会、小组、家庭、听讲道、
参与查经、宣教、福音队、探访、聚餐、爱宴…

凭心自问，

教会的活动远不比外面社团的活动来得精采教会的活动远不比外面社团的活动来得精采，

但是为什么我们却那么喜欢来到教会？

来到这一群人当中？

很盼望礼拜六 ─ 晚上有小组、有聚会

来到这一群人当中？

很盼望礼拜六 晚上有小组、有聚会
很盼望礼拜天 ─主日的时候不单敬拜神，

还可以跟弟兄姐妹彼此问候还可以跟弟兄姐妹彼此问候

没有爱，这群人聚在一起做什么？

这 就是教会生活 爱教会这个就是教会生活 ─ 因为我们爱教会。



‧蒙爱的教会 ‧为真理而爱‧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警戒儆醒

难过当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难过，
当教会在爱里出现裂缝、人与人不和…，就会很难过，

就看到真实的爱 天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呈现就看到真实的爱、天天在我们的生活中呈现。

主仆爱教会 ─ 因为他是牧人、牧者，

约翰福音第十章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爱羊爱到一个地步、可以为羊舍命！好牧人爱羊爱到 个地步、可以为羊舍命！

他是好牧人、不是雇工，雇工的爱有限度、不真诚，不真诚，

牧人的爱是真实的。牧人的爱是真实的。

第一节 ─ 爱，基督爱教会、主仆爱教会、信徒爱教会，

这就是在地如在天的教会生活。

巴不得每一个神的家、每一个教会都充满着爱
巴不得你我都是这个爱的付出者、也是爱的领受者

‧蒙爱的教会‧为真理而爱 ‧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警戒儆醒

林前十三6 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2 3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 不是糊涂的爱、不是溺爱2-3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
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恩惠 怜悯 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

不是糊涂的爱、不是溺爱

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
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

这样的问安语 ─ 它不是用祷告、不是用盼望盼望来呈现，来呈现，

开始就是充满信心的肯定一开始就是充满信心的肯定…
平常保罗书信的问安就是 ─

「愿恩惠 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

这里加上了怜悯 ─ 恩惠、怜悯、平安，

我们何等的需要主的怜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

‧蒙爱的教会‧为真理而爱 ‧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警戒儆醒

约 书 书 书 诺斯底主 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所要驳斥的是诺斯底主义的异端 ─
在引诱人、在蛊惑人、否认神的儿子的身位。

这地方清楚说 ─ 祝福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来给我们。

「在真理和爱心上常与我们同在」

爱不是随便的事、也不是凭己意、凭血气而行的。

当一个人爱的时候，爱到一个地步难舍难分…
问题出来，爱就转成了恨，就产生了可怕的结果…

夫妻也是，佳偶天成，到最后佳偶变成了怨偶…

「爱你们为真理的缘故」 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爱你们

夫妻也是，佳偶天成，到最后佳偶变成了怨偶
曾几何时爱不见了，随之而来的是冷漠

「爱你们为真理的缘故」，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爱你们，

这样的爱有提醒、警戒、关怀、引导，全面、合神心意的合神心意的。。

这样一个有福的确据 是真理存在我们的心里这样一个有福的确据，是真理存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在真理和爱之上与神相交、领受祝福。

‧蒙爱的教会‧为真理而爱 ‧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警戒儆醒

罗马书第十章 ─ 保罗说犹太人还不认识主、不接受耶稣，
他们是有热心却没有真理、有热心却没有真知识。

真理的确成为所有一切的根基，在真理之上 ─
热心就有了依据热心就有了依据
信心就打到正确信仰的对象
所盼望的是那位真实的 一切都呈现为真实所盼望的是那位真实的、 切都呈现为真实

否则自己创造一套信仰、照自己随便来…
没有办法领受接纳神要我们所学习 彼此相爱的对象没有办法领受接纳神要我们所学习、彼此相爱的对象

盼望可能很飘渺、抽象，不知道盼望是什么

如果如果在在真理上，热心、爱心、信心、盼望，全都踏实了，

真理是踏实的，真理是踏实的，

我们站在踏实的真理上来建造，所有一切都踏实了。



‧蒙爱的教会 ‧为真理而爱‧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 ‧警戒儆醒

4 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4 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
甚欢喜。5 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
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
6 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
的，就是这命令。

神的仆人最大的喜乐 ─ 看到弟兄姐妹、信徒遵行真理，

作者也重新提起了彼此相爱的命令作者也重新提起了彼此相爱的命令，

4 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
遵

前面讲 ─ 爱你们，是在真理的根基之上

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

接下去 ─ 看到你行真理，我就甚欢喜

‧蒙爱的教会 ‧为真理而爱‧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 ‧警戒儆醒

带领教会的牧者，看到弟兄姐妹领受真理，
当传讲、查考、教导神话语的时候，

看到的是他们的点头、愿意在主的面前谦卑的领受，

对于神的话都说阿们、都说是的…。那是极大的喜乐！

弟兄姐妹也很爱牧者的，
牧者对他关心 弟兄姐妹知道的牧者对他关心，弟兄姐妹知道的

弟兄姐妹甚至送一些小东西…
但是作牧者 作神的仆人的但是作牧者、作神的仆人的，

最大的喜乐绝对不是他拿礼物来给你，

而是他真实的愿意听你所传讲神的道 行神的道而是他真实的愿意听你所传讲神的道、行神的道，

然后看到他的生命，从初信、慢慢的成长、参与服事、

羡慕善工 投入在教会服事的行列当中羡慕善工、投入在教会服事的行列当中。

牧者最大的喜乐莫甚于此吧！

‧蒙爱的教会 ‧为真理而爱‧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 ‧警戒儆醒

5a 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

不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不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

神的命令不只是拿来告诉弟兄姐妹，

而是神的仆人自己要身体力行而是神的仆人自己要身体力行。

5b 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这并不是我写 条新命令给你，
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

从时间来讲从时间来讲 ─ 约翰福音十三章

耶稣所提示彼此相爱的命令

从性质而言 它是 个真命令 它是 个新命令从性质而言 ─ 它是一个真命令、它是一个新命令

爱就是去行彼此相爱起初的命令，爱 ，

而且遵主的旨意而行。

‧蒙爱的教会 ‧为真理而爱‧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警戒儆醒

7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7 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
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8 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工，乃要得着
满足的赏赐。9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
就有父又有子。10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11 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分。12我还有许多
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
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13 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都问你安。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将要起来 显神迹奇事可十三22-23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
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

你们要谨慎 看哪 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耶稣凡事都告诉我们，使徒也是如此 ─ 敌基督者已经出现，耶稣凡事都告诉我们，使徒也是如此  敌基督者已经出现，
数目许多，技俩就是迷惑人，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



‧蒙爱的教会 ‧为真理而爱‧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警戒儆醒

警戒 儆醒警戒之后就要儆醒 ─

8 你们要小心，你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工，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赏赐。。

启三11 我必快来，

不失去乃得着 要清楚异端的分辨

我必快 ，
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不失去乃得着，要清楚异端的分辨 ─

越过
任意前进，不按规矩来；不是进步、乃是背道

9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
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

把基督与子同等的来说；
异端只要神 只要父 不要子 不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异端只要神、只要父，不要子、不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

这是很清楚的一个错谬异端的说法。

‧蒙爱的教会 ‧为真理而爱‧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警戒儆醒

拒绝面对异端我要拒绝
10-11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10 11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分。

你的家、教会

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分。

不接待、不问安，正式的造访 ─
你要说「不」，

假教师会利用正式的造访造成假象，假教师会利用 式的造访造成假象，

以为这个教会已经接纳他，

所以他没有问题、你们可以听他…

非常清楚的看到 ─ 拒绝异端、不接待，

所以他没有问题、你们可以听他…

不给他有正式造访，让我们被利用的机会。

行在真理中行在真理中

12 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
但盼望到你们那里 与你们当面谈论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

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作者到最后，再次回到 ─
「真理和爱的交通 会带来喜乐」的主题「真理和爱的交通，会带来喜乐」的主题，

回应最前面 ─ 让肢体可以相顾念。

在约翰二书里 ─

看到真理跟谎言的相对看到真理跟谎言的相对

看到基督与敌基督的相对

神的诫命看到神的诫命与魔鬼欺骗的相对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谢谢主，

借着这 卷书信教导我们真理借着这一卷书信教导我们真理，

我们真知道我们的根基立在盘石上。

恳求主 你的真理成为我们的根基恳求主 ─ 你的真理成为我们的根基、

成为我们的基础，

好让我们在上面建立正确的好让我们在上面建立正确的

信心、爱心与盼望。

求主带领我们，在面对这世上

林林总总、许多假说的时候林林总总、许多假说的时候，

给我们清楚的头脑、智慧，懂得如何分辨。

阿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