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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在真理与爱中的行事 

              回目錄  下一篇    

读经：约翰二书一至六节。 

本书信的主题 

这卷书的主题是禁止有分于异端。约翰在七节

说到异端：“因为有许多迷惑人的已经出来，进到世界

里，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在肉体里来的。这就是那迷

惑人的和敌基督的。”有些异端者否认耶稣是基督（约

壹二22），还有些否认子，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约

壹二23）。否认耶稣是基督的塞林则，是个异端者。多

西特派和智慧派也教导关于基督身位的异端。 

约翰二书禁止我们有分于任何关于基督身位

的异端教训。使徒约翰在十节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讲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对他说，愿

你喜乐。”这里的“教训”和九节的一样，是关于基督

的神格，尤其是关于祂借着神圣的成孕成为肉体的教

训。约翰在这封书信里警告我们，不要接待任何否认关

于基督神格与成为肉体之真理的人。 

引 言 

在真实中为着真理而爱 

约翰在一节说，“作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夫

人和她的儿女，就是我真实所爱的；不单我爱，也是一

切认识真理之人所爱的。”使徒约翰和彼得一样，也是

http://www.rucoc.com/Selbooks/listen/ListenLS/63/1.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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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以前，当地召会的长老（加二

9，彼前五1）。根据历史，约翰自放逐回来以后，就留

在以弗所照顾亚西亚的众召会。因此他也可能是以弗所

召会的长老，本书信就是他在以弗所写的。 

约翰这封书信是写给“蒙拣选的夫人和她的儿

女”。“夫人”的希腊文Kuria，可利亚，是Kurios，可

利欧斯（主，主人）的阴性形式。这字在此有不同的解

释，最可取的如下：指召会中一位相当特出的基督徒姊

妹，就如彼前五章十三节“同蒙拣选的”所指的。Kur

ia，可利亚，也许是她的名字，因为当时这是一个普通

的名字。有些人说历史告诉我们，她住在以弗所附近，

她的姊妹（约贰13）住在以弗所，那里的召会就是由约

翰照顾的。在她的所在地，有召会在她家里聚会。 

约翰在一节说到在真实中的爱。真实原文与真

理同字。照约翰对这辞的用法，特别照他在福音书里的

用法，本辞在此是指启示出来的神圣实际─三一神在子

耶稣基督里分赐到人里面─成为人的真实与真诚，使人

过一种与神圣之光相符的生活（约三19～21），并且按

着神的所是，照神所寻找的敬拜神（约四23～24）。这

就是神的美德（罗三7，十五8），成了我们的美德，借

此我们能爱众信徒。这就是真实、可信、真诚、诚实、

可靠、信实；就着神说，是神圣的美德（罗三7，十五8），

就着人说，是人性的美德（可十二14，林后十一10，腓

一18，约壹三18），并且是神圣实际的流出（约叁1）。

活在三一神圣实际里的使徒约翰，就是在这样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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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爱他的受信者。这是在本节里，真理头一个用法的

含意。 

简单地说，一节里真理的头一个用法，指明真

诚，而约翰是说到在真诚中爱人。然而，这里真诚的意

义不是简单的。我们说到真诚，通常仅仅领会成人性的

美德。但在这里真诚不仅是人性的美德。使徒约翰在其

中爱本书受信者的人性美德，乃是他所享受之神圣实际

的结果。 

约翰所享受的神圣实际是什么？这实际就是

三一神。本书信的作者享受在子里的三一神作他神圣的

实际。出于这在基督里之三一神的实际的享受，产生了

真诚。这真诚，或信实，实际上乃是神的美德。我们享

受神作我们的实际，祂神圣的美德就成了我们人性的美

德，这美德就是真诚，信实。 

对在真实中爱人的这种领会，是基于约翰一书

所启示的。约翰在那封书信里指明，我们该以神自已作

爱来彼此相爱。神就是爱（约壹四8、16）。当我们享受

神作爱，从这爱就产生我们用以爱别人的爱。我们以从

我们享受神作爱所产生的爱来爱别人，我们的爱就会在

真诚里。这真诚不是我们人性的美德；乃是我们享受神

圣实际的结果。 

当我们思考约翰在一节所说在真实中爱人的

意义时，我们受到提醒：认识圣经不是一件肤浅的事。

肤浅地认识约翰的书信尤其是不够的。只有当我们进入

这些书信的深处，我们才能了解作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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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在一节说到“一切认识真理之人”。约翰

在这里是指那些不仅因信基督是神而人者接受祂，且认

识关于基督身位之真理的人。 

约翰在一节末了再次用真理这辞。这里真理指

福音的神圣实际（见约壹一6注6），特别是约翰福音和

约翰一书所启示关于基督的身位，就是基督是神而人

者，兼有神格和人格，有神圣的性情和人的性情，为要

在为人生活中彰显神，并在人的肉体里，用神圣的能力，

为堕落的人类完成救赎，使祂可以将神圣的生命分赐到

他们里面，且把他们带进与神生机的联结里。约翰二书

与三书都强调这真理。二书警告忠信的信徒，不要接待

那些不留于这真理（关于基督之教训）中的人。三书鼓

励信徒要接待并帮助那些为这真理作工的人。 

约翰在二节继续说，“爱你们是因真理的缘故，

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使徒约

翰在福音书和第一封书信里，用他关于基督身位之启示

的修补职事，使信徒预防关于基督神性与人性的异端。

因着这种预防的真理，他和一切认识这真理的人，都爱

那些对这真理忠信的人。 

约翰在二节说，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

远与我们同在。他在一节告诉我们，他和一切认识真理

之人，在真实中爱这封书信的受信者。约翰在二节用真

理这辞，与一节里的第二个用法同义，就是指福音的神

圣实际，特别是关于基督的身位。这神圣的实际，实际

上就是三一神，现今住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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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在真理与爱中的恩典、怜悯与平安 

约翰在三节说，“恩典、怜悯、平安从父神，

并从父的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中，必与我们同

在。”这里的真理是指福音的神圣实际，特别是关于这

位彰显神，并完成神定旨之基督的身位；爱是指信徒借

着接受并认识真理，在彼此相爱里的彰显。这两件事是

本书信的基本结构。在真理和爱中，恩典、怜悯、平安

必与我们同在。 

使徒基于信徒中间存有真理和爱这两件要紧

的事，便用恩典、怜悯、平安问候并祝福他们。我们在

真理中行事为人（约贰4），并且彼此相爱（约贰5），就

必享受神圣的恩典、怜悯与平安。 

真理和爱若不存在信徒中间，他们就无法享受

从父神并从耶稣基督来的恩典、怜悯与平安。恩典、怜

悯与平安，只有在真理和爱这基本要素存在时，才能归

与我们。因此这封书信强调真理和爱。我们都需要过真

理和爱的生活。 

在真理与爱中的行事 

在真理中 

约翰在四至六节中说到在真理与爱中的行事。

四节说，“我看到你的儿女，有照着我们从父所受的诫

命，在真理中行事为人的，就大大欢乐。”关于基督身

位的真理，乃是约翰修补职事基本且中心的元素。他看

到忠信信徒的儿女在真理中行事为人，就大大欢乐（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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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3～4）。 

约翰在四节用“行事为人”这辞。正如约翰在

约壹一章七节说到在光中行，“行”字的意思是生活、

举止和为人。关于基督身位的真理，不应当仅仅是我们

的信仰，也应当是我们的生活。 

这里的真理再一次指神圣的实际，特别是关于

基督的身位。父命令我们要在这实际中，就是在对耶稣

基督是神的儿子（参太十七5），这神圣事实的体认中行

事为人，使我们照着父所愿望的尊敬子（约五23）。 

父命令我们在真理中，在实际中行事为人。祂

命令我们在对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神圣事实的体认

中行事为人。我们若在这实际中行事为人，就会照着父

所愿望的尊敬子。 
在爱中 

约翰在五、六节继续说，“夫人啊，我现在请

求你，我们要彼此相爱；我写给你的并不是一条新诫命，

乃是我们从起初就有的诫命。我们要照祂的诫命行，这

就是爱；你们要行在爱中，这就是诫命，正如你们从起

初所听见的。”“从起初”这辞在约翰的著作中出现多次。

有一些是用在绝对的意义上（约壹一1，三8）；但在五、

六节这里，和别处（约十五27，约壹二7）一样，是用

在相对的意义上。 

五、六节所提到的诫命，指子所赐的诫命，要

我们彼此相爱（约十三34）。父命令我们要在真理中行

事为人，以尊敬子；子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以彰显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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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目錄  下一篇    

http://www.rucoc.org/Selbooks/listen/NEW/63/1.htm
http://www.rucoc.org/Selbooks/listen/NEW/63/1.htm�


           

第二篇 不要有分于异端 

              上一篇  回目錄     

读经：约翰二书七至十三节。 

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约贰七至十三节。 

迷惑人的和敌基督的 

七节说，“因为有许多迷惑人的已经出来，进

到世界里，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在肉体里来的。这就

是那迷惑人的和敌基督的。”这里所提迷惑人的，是指

异端者，如塞林则派，假申言者（约壹四1）。 

这些迷惑人的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在肉体里来

的，意思就是不承认耶稣是神成为肉体，因而否认了基

督的神格。耶稣是由圣灵成孕的（太一18）。承认耶稣

是在肉体里来的，就是承认祂这位神的儿子神圣的成

孕，在肉体里出生（路一31～35）。那迷惑人的，假申

言者，不肯这样承认。 

约翰在七节说，那些不承认耶稣是在肉体里来

者的，不仅是迷惑人的，也是敌基督的。我们已经看见，

敌基督的与假基督不同（太二四5、24）。假基督是用欺

骗的方法装作是基督，而敌基督的是否认基督的神格，

否认耶稣是基督，也就是因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约壹

二22），不承认祂是借着圣灵神圣的成孕在肉体里来的，

而否认父与子（约壹四2～3）。谁否认基督的身位，谁

就是敌基督的。 

http://www.rucoc.com/Selbooks/listen/ListenLS/63/2.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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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着满足的赏赐 

约翰在八节继续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

我们所已经作成的，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这里“你

们要小心”，意即你们要自己儆醒，你们要为自己儆醒。

“失去”意即毁坏，破坏。 

约翰在八节说到不要失去我们所已经作成的。

使徒所已经作成的，就是使徒所供应并分赐给信徒关于

基督之真理的事。受到关于基督身位之异端的影响，就

是失去、毁坏、破坏了使徒所已经作到信徒里面，关于

基督身位宝贵的事。这里使徒警告信徒，要为自己儆醒，

免得受到异端的影响，失去真理的事。 

约翰在八节也指明，信徒“要得着满足的赏

赐”。根据上下文，特别是九节，满足的赏赐必定是父

与子作了那些留在关于基督身位的真理中，不受关于基

督的异端影响而偏离的忠信信徒完满的享受。这样的解

释是正确的，因为这里并未指明这赏赐要在将来赐给

人，如马太五章十二节，十六章二十七节，林前三章八

节、十三至十四节，希伯来十章三十五至三十六节，启

示录十一章十八节，二十二章十二节所提的赏赐。倘若

我们不被异端引入歧途，反倒忠信的留在关于奇妙且包

罗万有之基督（祂是神而人，是我们的创造者和救赎者）

的真理中，我们就要在祂里面尽享三一神，作我们满足

的赏赐，甚至今天在地上就能如此。 

我们若失去使徒所已经作到我们里面的宝贵

事物，这意思就是我们没有住在真理中。那样我们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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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对父与子的享受。然而我们若留在真理中，我们就

要得着满足的赏赐，这赏赐实际上就是对父与子的享

受。赞美主，这样的赏赐正等着我们来享受。我们要享

受这赏赐，就必须留在、住在关于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神

圣真理中。那些不住在这真理中的人，就象今天的摩登

派一样，必定没有这享受。他们没有父与子作他们享受

的赏赐。你若接触他们，你会发现他们在属灵上是饥饿

又枯干的。 

越过基督的教训，不留于其中 

约翰在九节继续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

留于其中的，就没有神；留于这教训中的，这人就有父

又有子。”“越过”，直译，（在反面的意义上）带领向前。

也就是说，越过了正确的事，超过了关于基督之正统教

训的界限。这与留于基督的教训中相对。那些夸耀他们

对基督教训有进步思想的塞林则智慧派，就是这样行。

他们越过了基督神圣成孕的教训，因而否认了基督的神

格，结果就无法在救恩和生命里得着神。 

今天的摩登派越过基督的教训，不留于其中。

他们也宣称他们的想法是进步的。照他们的说法，若说

基督是神，祂借着神圣的成孕从童女而生，祂为我们的

罪死在十字架上，并祂在身体并灵上都复活了，那是落

伍的。摩登派否认关于基督的真理，宣称他们的哲学思

想是进步的。原则上，他们乃是跟随塞林则智慧派的路。 

约翰在九节说到不留于基督的教训中。这里基

督的教训，不是指基督所教导的教训，乃是指关于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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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训，也就是关于基督神格的真理，特别是关于祂借

着神圣成孕成为肉体的真理。 

有父又有子 

按照九节，那越过基督的教训，不留于其中的，

就没有神；然而留于基督的教训中的，就有父又有子。

有神就是有父又有子。借着成为肉体的过程，神已在子

里带着父（约壹二23）分赐到我们里面，作我们的享受

与实际（约一1、14）。我们在成为肉体的神里面，有子

在祂的救赎里，并父在祂的生命里。因此我们蒙了救赎

和重生，在生机上与神成为一，使我们能在救恩和生命

里有分于并享受神。所以，否认神成为肉体，就是弃绝

这种神圣的享受；留于神成为肉体的真理中，就有那是

父又是子的神，在永远的救恩和神圣的生命里作我们的

福分。 

九节关于有父又有子这一点，帮助了我解释八

节所说满足的赏赐。满足的赏赐就是有父又有子作我们

的享受。今天的摩登派，就象古时的智慧派，没有父也

没有子，因为他们不留于基督的教训中。 

不要有分于异端的工作 

约翰在十节继续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

是传讲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对他说，愿你

喜乐。”关于基督的教训，我们不仅该将这教训当作理

论教导，更该将这教训当作实际带着。我们无论到那里，

都应当带着这实际，就是包罗万有之基督所是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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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年轻人会有机会向父母陈明这奇妙宝贝的实际。 

十节的代名词“他”是指异端者，敌基督的（约

贰7，约壹二22），假申言者（约壹四1）。这样的人否认

神圣的成孕和基督的神格，如同今天的摩登派。我们必

须弃绝这样的人，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

这样我们就不会与他有接触，也不会有分于他的异端；

这种异端对神是亵渎的，并且象麻风一样传染人。 

我们不应当接待任何不带着基督的教训的人。

不要以为因着人告诉我们要爱人，我们就当接待异端

者。在这件事上，爱用不上。约翰清楚地说，我们不应

当接待敌基督的、假申言者到我们家里，甚至也不应当

问他的安。 

“愿你喜乐”，原文意要快乐、欢喜、欢呼，

用于问安或告别。我们不该对假申言者说，愿你喜乐；

反而该对他们说，要哭泣，因为他们没有对三一神的享

受。这里的点是，我们不应当与这样的人，以及与他们

那会传染的异端有任何关系。 

约翰在十一节说，“因为对他说，愿你喜乐的，

就在他的恶行上有分。”将奇妙基督的神圣真理带给人，

怎样是优越的佳行（罗十15），散布那玷污基督荣耀神

格之撒但的异端，也照样是可憎的恶行。这对神是亵渎

和可憎，对人也是损毁和咒诅。凡在基督里的信徒和神

的儿女，都不该有分于这恶。甚至向这样的恶人问安也

不可。我们当与这恶保持严格且清楚的分别。 

新约在不接待否认基督身位的人这件事上，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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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坚决。尽管约翰二书是一封关于彼此相爱的书信，然

而约翰在这里禁止我们有分于异端。我们与异端者、假

申言者不应当有任何接触。我们不应当接待他们，也不

应当问他们的安。他们是患麻风的人，这麻风是会传染

的。因此，我们不应当与他们有任何关系。 

约翰在本书信中的结语 

为更多的喜乐，盼有更亲密的交通 

十二、十三节有本书信的结语。约翰在十二节

表达出为着更多的喜乐，盼望有更亲密的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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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们当面交谈，使我们的喜乐得以满

足。”使徒在这里表达他渴望与召会的肢体有更深、更

丰富的交通，使他们在神圣生命的享受里，有满足的喜

乐（约壹一2～4）。 

一面，约翰的著作是神圣的；另一面，他在行

事为人上是非常有人性的。在十二节，约翰表达他盼望

有交通，他把这交通描述为当面的交谈，就是面对面的

交通，借此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人性。 
亲爱关切的问安 

约翰在十三节说，“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

都问你安”。这指明年老的长老与召会众肢体有何等亲

密的交通，对他们有何等爱的关切。 

我们已经指出，本书信可能是写给一位住在以

弗所附近的姊妹，她的姊妹住在以弗所，那里的召会是

由约翰照顾的。约翰在这封书信里，替受信者那蒙拣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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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姊妹的儿女问受信者安。这位姊妹没有一同问安，也

许表示她已经过世。然而，她的儿女仍在约翰所照顾的

以弗所召会中。我们在这节可以看见，使徒约翰对圣徒

亲爱的关切。 

神圣的实际 

约翰三封书信的次序安排得很好。毫无疑问，

第二封书信是基于第一封写的。我们在约翰的第一封书

信中看见，神圣的真理是什么。  

我在一九七五年，释放了一系列关于约翰一书

中七个奥秘的信息：神圣生命的奥秘、神圣交通的奥秘、

住的奥秘、膏油涂抹的奥秘、神圣出生的奥秘、神圣种

子的奥秘以及水、血、那灵的奥秘。最近，我对约翰第

一封书信里神圣的实际，有深刻的感觉。约翰一书的中

心因素是神圣的实际，这实际事实上就是三一神。神圣

的实际不是仅仅在神学或道理上的三一神；这实际乃是

在我们经历中的三一神，也就是分赐到我们里面作我们

享受的三一神。这就是在约翰一书中神圣的实际。 
享受三一神 

你若复习在约翰一书生命读经中所释放的信

息，你会在那些信息中，得着神圣实际的供应。当然，

在那些信息中，就是把永远的生命、神圣生命的交通、

住在主里面、膏油涂抹、神圣的出生、神圣的种子以及

水、血和那灵供应给我们。把这一切神圣的因素摆在一

起，我们所得着的就是对三一神的享受。因此，三一神

乃是我们如今正享受的实际，真理。我们在基督徒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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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天天所作的是什么？就是享受三一神。你若问我

这五十多年在作什么，我会回答说，我一直在享受父、

子、灵。我享受三一神的结果，使我有负担与人分享这

享受。然而，有些人因着传统教训的影响，没有敞开来

听有关享受三一神的事。 

各地的人都需要听到约翰一书里神圣的实际。

你难道不相信这也是别人，包括宗教领袖和圣经教师，

今天所需要的么？有些人在每周的崇拜中背诵使徒的

信条，但他们没有得救，对三一神也没有任何经历。我

们感谢主向我们打开约翰一书，这卷书包含一道一道的

菜，作我们属灵的滋养。哦，这封书信所启示，作我们

经历和享受的三一神是何等丰富！ 
真神成为我们的经历 

按照约壹五章二十节，我们不仅经历并享受三

一神，我们也在祂里面：“我们也晓得神的儿子已经来

到，且将悟性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那位真实的；

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祂儿子耶稣基督里

面。这是真神，也是永远的生命。”只有我们的三一神

是真实的，其他的人事物都是虚假的。约翰告诉我们，

我们在那真实的里面，就是在祂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

我们不再在那真实的之外，不再在祂儿子耶稣基督之

外。 

约翰在约壹五章二十节下半继续说，“这是真

神，也是永远的生命。”真神作永远的生命成为我们的

经历，这是约翰第一封书信的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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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翰一书中，有对三一神作永远生命的享

受。因着我们在真神里面，祂就包藏着我们。我们在真

神里面，祂对我们就成了永远的生命。 

在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有那真实者、耶稣基

督、真神以及永远的生命。在约翰的观念里，这一切乃

是一；然而在道理上却是四：那真实者、祂儿子耶稣基

督、真神以及永远的生命。但在经历中，四者乃是一。

我们在那真实者里面，我们就在祂儿子耶稣基督里面。

然后那真实者成了我们的神，祂儿子耶稣基督对我们成

了永远的生命。这永远的生命事实上就是真神。不仅如

此，因着真神对我们是实际的，祂在我们的经历中就成

了我们永远的生命。这是真神，也是永远的生命。 
真诚是享受神圣实际的结果 

约翰的第二封书信是基于他第一封书信中所

启示的真理。约贰一节说，“作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

夫人和她的儿女，就是我真实所爱的；不单我爱，也是

一切认识真理之人所爱的。”在前一篇信息中我们指出，

本节第一次所用的真理（真实），是指启示出来的神圣

实际─三一神在子耶稣基督里分赐到人里面─成了人

的真实与真诚。这真诚是享受神圣实际的结果。因此当

约翰说，他真实所爱的，他乃是说，他在那是神圣实际

结果的真诚里爱。我们也已经看见，本节第二个真理的

用法，是指福音的神圣实际，特别是关于基督的身位。

这是“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真理（约

贰2）。这些经节是简单的，但其中所含示的却是深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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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释约翰二书前两节，需要整卷约翰一书。 
在真理与爱中行事 

约翰在一至三节说到真理之后，在四至六节继

续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在真理与爱中行事。真理是神圣

三一的实际，爱是这实际的彰显。当我们在真理中行事，

我们就在每日所享受的神圣实际中行事。这实际的彰显

就是爱。我们在神圣的实际中行事，就自自然然的爱别

人。这爱是我们天天所享受之神圣实际的彰显。因着这

实际与爱，恩典、怜悯和平安就与我们同在（约贰3）。

赞美主，我们能在神圣的实际并神圣的彰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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