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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書信一、二、三書1 
 

一. 引言 

使徒約翰從以弗所總部面對他生命的盡頭，寫了三封短信，第一封給「我小子們」

(約壹二 1)，另兩封則寫給某些人。在信中約翰討論到基督徒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認識、行走、居住、和逃避等等。凡在基督裡行走的人，都必須對愛和光明有正

確了解，才能分辨真理與錯誤，躲避散佈曲解教義的假師傅，以及厚待傳揚上帝

福音的人。 

 

二. 分段及綱要 

 

重點 約翰壹書 約翰貳書 約翰參書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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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腓 

的 

譴 

責 

1-2章 3-4章 5章 1-6 節 7-13節 1-8節 9-14節 

主 題 
「我小子們哪」 「蒙揀選的太太」 「該猶」 

與上帝相交 與敵人相交 與弟兄相交 

地點 以弗所 

時間 約主後 90年 

 

三. 約翰壹、貳、參書簡介2 

約翰壹書(同彼得後書一樣)是為反對諾斯底主義而寫。信的最開頭，約翰說到耶

穌基督肉身的同在時，他說是「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一

1)。約翰用了一些強烈的對比：光與暗；真理與謊言；命令與罪惡；愛神與恨世

界；神與撒但，來探討「在光明中行」(一 7)的真實意義，以及它與世界，敵基

督者、愛、屬靈的分辨及永生之間的關係。約翰貳書仍在處理諾斯底的問題。他

針對那些不認耶穌是道成肉身的發出警告(7節)。第三封信是給該猶的一封便箋，

提及將與該猶面談有關低米等的事。約翰對該猶的評論是「向作客旅之弟兄所行

 
1. 以上資料摘錄編輯自大光所出版之「讀經日程合訂本」，

https://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BriefIntroTable.asp?ID=58。  
2. 以上資料摘錄編輯自大光所出版之「讀經日課合訂本」， 

https://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Introduction.asp?ID=54。 

https://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BriefIntroTable.asp?ID=58
https://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Introduction.asp?ID=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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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是忠心的」(5節)。三封短簡都強調愛，神的愛、愛神；弟兄的愛、愛弟兄。

愛所以那麼重要，因為這位作者在他的福音書中向我們啟示了「神就是愛」這個

真理。 

 

四. 約翰一書導讀3  

1. 內容要義 

本書係列為普通書信第四卷(雅，彼前，彼後，約壹)，其重要內容，係

論到生命之道，在光明中行，與神相交，基督寶血的潔淨，中保的功勞，

新舊的命令，愛世俗與愛父的心，敵基督的混亂，主的恩膏教訓，父神

的慈愛，除滅魔鬼的作為，兒女愛心的生活，靈的分辨，彼此相愛的完

全，勝過世界的信心，聖靈、血與水的見證，神為兒子作的見證，因信

確知的永生，以及最後遠避偶像等事，全書所論是以愛心、罪惡、與新

生為其三大要旨，吾人循此研讀探索，必能所有領悟，獲得寶貴之教訓。 

 

2. 本書作者 

本書與希伯來書一樣，著者未具名，但從早期就被約翰的門徒波旅甲，

帕皮亞(七○-一五五年)，以及教父愛任紐(一三○-二二○年)，亞力山大革

利免(一五○-二一五)，特土良(一六○-二二○年)等多人所引用，並證明本

書為使徒約翰所著；再就細讀全書內容詞句，與屬天的觀點，多與約翰

福音相似(參七項)，足以證明本書乃是出於約翰的手筆，殆無疑議。 

 

3. 時地對象 

本書約於主後九○年以後寫的，為約翰晚年的作品(參約壹一 3-4；二 1)，

那時聖城耶路撒冷已經被毀，約翰多在小亞西亞一帶作牧養工作，是教

會的長老(約叁 1)，按古老的傳說，約翰曾以耶路撒冷為其大本營，在主

被釘以後，一直住在那裡，侍候主的母親，直到聖城被毀以後，他就在

以弗所居住，照顧四週教會，所以本書可能就在以弗所寫成的。其對象

未有指明是何教會，但有屬靈的奧意所在，因當時教會已經腐敗，不能

代表實際，故作者不提地方教會名稱，而轉向個別一些有真實生命神的

兒女為對象說話，稱他們為小子們、親愛弟兄、父老、少年人、兒女(二

1，7，12-14，18，28；三 1，7，13，18)等，極為親切感人，可知本書

乃是一封公函，也可謂是一封家書，非常美好。 

 

4. 著作原因 

當時異端道理危險的存在，使徒約翰深知教會信徒已經失去愛心，外有

謬妄之靈敵基督者之出現，內有假先知的侵入(四 1-6；二 18)，他們破壞

福音真理，敵對基督，卻將猶太教徒與異教徒固有的信仰，摻雜混入在

基督教純正的真道中；且有傳異端的看法，即所稱為智慧派，帶進教會

許多錯誤的教訓。故此，使徒約翰針對上述這些信仰上的危機，駁斥他

們荒謬的教理，而激發信德的愛心，堅信道成肉身基督，強調生命的重

要，獲得真實的智慧，保守純正的信仰，為了這些原因和目的而寫本書。 

 
3.  以上資料摘錄編輯自大光所出版之「讀經日課合訂本」，

https://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StudyGuide.asp?ID=62。 

https://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StudyGuide.asp?ID=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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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信息 

本書主要信息，是在注重與神相交的關係，蒙神赦免的確據，得著新生

命的實據，活出新生活的見證，而顯明神是愛的真理(四 8，16)。 

 

6. 分段綱要 

本書共五章，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四大段如下： 

6.1 論光明與黑暗 一 1-二 11。 

6.2 論勝惡與行義 二 12-三 10。 

6.3 論愛心與靈辨 三 11-四 6。 

6.4 論神愛與信心 四 7-五 21。 

 

7. 關係書卷 

7.1 本書與約翰福音內容要理，多有同論之點，例如道與生命(一 1-2；

五 12；約一 1，4；廿 31)，彼此相愛(三 11；四 7，11；約十三 34)，住

在祂裡面(四 13，15，16；約十七 23)，中保，真理的靈(二 1；四 6；約

十四 16-17；十六 7，13；中保與保惠，原文同字)，一條新命令(二 8；

約十三 34)，以及光與黑暗(一 5-6；二 8-11；約一 4-5；八 12；十二 46)

等等，不勝枚舉。比較起來，兩書同論信耶穌得永生(五 12-13；二 25；

約三 15，16，36)，約翰福音給人起初信仰，本書給人堅固信仰，前者證

明基督是神的兒子，論我們是神的僕人，後者駁斥不認識基督是神兒子

之錯誤，叫我們住於父親的家中。前者論到基督再來，乃關於被提方面(約

十四 1-2)，後者論到基督再來，乃關於顯現方面(約壹三 2-3)。前者論到

基督關於神性方面，後者論到基督重於人格方面。總之，兩書同論生命

之道，見證獨一真神，啟示純正信仰，關係非常密切。 

7.2 本書與約翰貳書內容語句，亦有相同之點，例如，彼此相愛(約貳 5；

約壹三 11)，一條新命令(約貳 5；約壹二 8)，敵基督的(約貳 7；約壹二

18，22)，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約貳 7；約壹四 2)等，關係十分相連。 

7.3 本書與保羅和彼得等書信，對於末世必有異端的興起，敵基督的出

現，皆有同樣的教訓和啟示，同樣高舉基督真理(二 18-23；四 1-6；參彼

前五 8-9；彼後二 1-3，17-22；弗四 14-15；四二 8-23)。 

 

8. 研讀提要 

8.1 本書幾乎每章都有論到生命之道，與愛的真理，可謂本書論點之中

心，讀者須注意思想(一 1-2；二 5，10，25；三 1，9，11，14-19，23；

四 7-21；五 1-3，12，13，20)。 

8.2 將本書先讀習一遍，再參讀前列關係書卷，尤其是約翰福音，必須

查考對讀，對於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就是神愛的真理，必能貫通明白，

深領奧意，使信心不疑，而堅定純正的信仰。 

8.3 本書第一章論到起初原有生命之道，我們與神相交，喜樂充足，神

就是光，若在光明中行，承認己罪，必得主血潔淨赦免，最為重要。 

8.4 本書第二章論到基督為中保，是義者，為世人的罪作了挽回祭；凡

遵守主道者愛神的心實在完全，黑暗已過真光照耀，愛弟兄就是住在光

明中；恨弟兄是在黑暗裡行，黑暗叫他瞎眼；愛世界與愛父神的強烈對

比，末時敵基督的要來，主所應許的永生。此等啟示與教訓十分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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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本書第三章論到凡住在祂裡面的就不犯罪，行義的才是義人，凡從

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裡，也不能犯罪。我們應當彼此

相愛，愛弟兄就是曉得已經出死入生了；沒有愛心的，仍是住在死中。

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這些教訓，

是作神的兒女，所要活出的見證。 

8.6 本書第四章論到信徒應當認識分辨真理的靈和謬妄的靈，復論我們

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

認識神，神就是愛，愛裡沒有懼怕等。對於靈的認識與神是愛的啟示。 

8.7 本書第五章論到凡從神生的就勝過世界，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信

心；勝過世界的乃是耶穌(參林前十五 57；約十六 33)，是藉著水和血而

來的基督，並有聖靈同作見證，這三樣都歸於一，就是神為祂兒子作的

見證，見證神在祂兒子裡賜給我們的永生，更該堅信而領受。 

 

9. 注意要點 

在本書中，有些詞語及句意，需要提出作簡明解釋如下： 

9.1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一 1)，這「起初原有」與約翰福音

一節的「太初有」同為一詞，意即元始，始初，事之起端，這「生命之

道」亦與約一 1節的道字相同，就是話的意思，但指神的話、神的道，

因這「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生命在祂裡面」，祂是「道成了肉

身，住在我們中間」(約一 1，4上，14上)，從此可知，基督是在太初以

前，已經存在(約十七 5，24)，祂從亙古永遠就有，乃是神從起初原有生

命之道。 

9.2 有一位耶穌基督，祂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二 1-2)，這裡中保一詞，

其原意與保惠師同字，中文和合譯本，有四處都作保惠師(約十四 16，26；

十五 26；十六 7)，另有五次見譯中保(加三 20；提前二 5；來八 6；九

15；十二 24)。這裡的挽回祭一詞，意即獻挽回祭之禮，神人復和之祭(二

2；四 10)，乃有使之和好之意。 

9.3 敵基督的，約翰在書信中提到五次(二 18，22；四 3；約貳 7)，並未

告訴我們是誰，只說它將要在世代的末了出現，且有好些出現在教會中。

牠是說謊的，不認耶穌為基督的，不認父與子的，是迷惑人的，不認基

督是道成肉身來的(二 22；約貳 7)，這類敵基督者，一般認為就是保羅

所指的大罪人，就是沉淪之子，不法的人(帖後二 3，8)。 

9.4 聖者基督一詞，其原意即受膏者(二 20)，在舊約時代，授予君王，

祭司聖職之人，必須抹膏油(出卅 30-33；撒上十 1；十六 13)，才能執行

職務。這裡約翰所說「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二 20，27)，乃指受了

聖靈而言。 

9.5 真體一詞，其原意乃是真如，照樣的意思(三 2；約三 14；羅一 13；

腓一 7)，信徒將來的盼望，當主再來顯現的時候，必要像祂，必會見到

祂那榮耀的身體，與祂永遠同在。 

9.6 水和血與聖靈三樣見證(五 6-8)，是指水表示耶穌在約但河中所受的

浸，血乃表示祂在十字架上，曾為世人流血的受死，並且有聖靈，這三

樣見證都歸於一，約翰所說這三樣見證，是為耶穌神性與人性的簡要說

明，為要對付當時那些知識派所傳的異端。 

9.7 弟兄犯了不至於死的罪，和有至於死的罪(五 16-17)，約翰在此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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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是什麼罪，不過一般解釋的意見，認為這不至於死的罪，乃指人無

知而犯的罪，或靈魂不至滅亡的人(參徒五1-10；林前十一27-32；五 1-5)，

就當為他們禱告祈求，神必將生命賜給他(五 16上)。但那有至於死的罪，

乃指人明知故犯的罪，或指靈性方面死的罪人(參太十二 31，32；約三

18；八 24；來六 4-7；十 26)，則不說當為這罪祈求(五 16下)，因他們所

犯的罪十分嚴重，無可挽救，就不必為他們祈禱了。 

 

五. 約翰二書導讀4 

1. 內容要義 

本書係列為普通書信第五卷(雅，彼前，彼後，約壹，約貳)，其內容係

論到使徒的愛心，祝禱的話語，愛真理的喜樂，遵行神命令，彼此相愛，

敵基督者的迷惑，警告接待傳異端者，常守基督的教訓，以及最後代禱

問安等語。全書僅 13 節，按原文只有一千一百四十三個字母，乃新約中

最短的三卷書信之一卷，書中總以愛心與真理為訓勉，令人讀之，甚得

喜慰。 

 

2. 本書作者 

自稱是長老，並未具名，惟根據書中語氣或文句的意義，與約翰壹書有

很多相同之處，如愛心、真理、命令、敵基督等等，顯明是與約翰壹書

同一作者，即為使徒約翰所寫，雖有人認為是另一位長老約翰所寫，可

是使徒約翰在晚年時，亦曾以長老自稱(彼前五)，所以年老的約翰，在

此自稱長老的，是非常適合，而令人深信無疑。 

 

3. 時地對象 

從本書與壹書及叁書之密切關係看來，同是約在主後九十年以後，寫於

以弗所或其附近之地方，其對象是蒙揀選的太太，未有記名，不知是誰，

在中文和合譯本聖經中，有小字「太太或作教會」(約貳 1)，所以有人認

為這太太乃是代表教會的象徵，因為教會在聖經中有基督新婦之稱(參林

後十一 2；啟廿一 2)。此外根據遺傳的說法，這蒙揀選的太太是指伯大

尼的馬大(十 38；約十二 1-2)，則書中 13節說的姊妹，那就是馬利亞了(參

路十39；約十二3)。至於解經家仍主張本書信是寫給一個高貴的女信徒，

因為約翰叁書是寫給弟兄該猶(約叄 1)，則約翰貳書是寫給姊妹，同時在

本書中，有四次用單數字說到她及你(1，5，13)，可見是給一位姊妹寫

的，這是自然令人相信的。 

 

4. 著作原因 

因當時的教會異端流行，那時其他使徒多已早年離世，只有碩果僅存的

年老約翰，他身為教會首長，作牧養教會的長老工作，定當時常為異端

信仰和教會掛心，因此寫信，一方面是勸勉信徒遵行真理，彼此相愛，

一方面要謹防異端，拒絕假先知，不要在他們的惡行上有分，並且應許

 
4. 以上資料摘錄編輯自大光所出版之「新舊約聖經總論」，

https://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StudyGuide.asp?ID=63。 

https://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StudyGuide.asp?ID=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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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看他們，當面談論，使他們喜樂滿足，就在他未去之前，先寫了這

封信，以表達他的內心願望。(4，5，7，12)。 

 

5. 主要信息 

本書主要信息，是在注重愛心與真理兩方面之關係，書中講愛字出現七

次(1，2，3，5，6)，真理出現五次(1-4)，可知愛心與真理之重要，是以

指示信徒如何相愛，為遵行真理，用真理來對付傳異端者的教訓，以達

到維護真理之目的。 

 

6. 分段綱要 

本書篇幅很短僅十三節，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三段如下： 

6.1 相愛與真理 1-6。 

6.2 假道與教訓 7-11。 

6.3 盼望與問安 12-13。 

 

7. 關係書卷 

本書與約翰壹書二章中的幾個論題，非常相同，例如遵行真理(2；一 5；

約壹二 3，4，21；三 19)，一條新命令，彼此相愛(5-6；約壹二 7-8；三

11；四 7，11，12)，敵基督者(7；約壹二 18，22；四 3)，不認基督成了

肉身來的(7-10；約壹二 18，19，22，23；四 1-5)，其他如講到愛心的話，

觸目可見(1-3；約壹二 5-15；三 14，17；四 8，9，16)，由此可知本書與

約翰壹書這些經文，不但論點相同，而且書中筆法語氣也都相似，再者

本書與約翰叁書作者，皆是自稱為作長老的，其口吻都是以屬靈的長者

自居，且都是寫給個人的私函，其所討論的信息也多能一致，且與約翰

福音之內容要理，亦多有同樣的論到，可見這幾卷書之相互關係，至為

密切。 

 

8. 研讀提要 

本書篇幅很短易讀，其主要論點是在注重信徒的愛心與遵行真理，指示

信徒要如何用真理來對付假師傅，常守主的教訓，維護真理之信仰，讀

本書時須同時參讀前列關係書卷，一一查考，可得更深的領受。 

 

9. 注意要點 

9.1 使徒約翰不僅寫了約翰壹、貳、叁書、約翰福音、啟示錄，並且也

曾寫了其他許多書信(約壹二 13-14；約叁 9，13；約貳 12)，但都已不見

經傳，無從可考。 

9.2 約翰曾經多次論到敵基督的出來了(約壹二 18-22；四 2-3)，在本書中

也指出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以及那敵基督的(約貳 7)，他們否認基督是

道成肉身來的事，這些皆是屬於當時的異端。 

9.3 越過基督的教訓(9)，這越過一詞，其原意就是向前先走的意思，也

就是任意走在前頭，乃指宣傳異端教訓的人，他們擅自越過基督福音真

理，自作聰明，故意加上一些人的道理，超越了本來純正信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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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約翰三書導讀5 

1. 內容要義 

本書係列為普通書信第六卷(雅，彼前，彼後，約壹，貳，叁)，其內容

要義，係論到使徒的愛心，祝福的話語，按真理而行的喜樂，對該猶愛

心接待客旅的稱許，對丟特腓不接待弟兄，好自為首，惡言妄論的指責，

並且表揚底米丟的善行，以及使徒最後的願望，和代替問安等事，全書

僅15節，按原文只有一千一百二十四個字母，為全部聖經中最短的一卷，

書中總以愛心接待客旅，去惡行善，遵行真理為目的，信徒讀之必得更

大的勉勵。 

 

2. 本書作者 

係與貳書一樣，皆自稱為長老(1)，也未具姓名，且兩書的筆法語氣相似，

是以屬靈的長者自居，可知是年老的使徒約翰所寫的第三封書信，可無

疑議。 

 

3. 時地對象 

本書約在主後九十年以後，寫於以弗所地方，其對象是寫給親愛的兄弟

該猶一封個人私函(1-2)，該猶，意即主，是初期教會時代普通的名字，

此人樂意接待客旅，滿有愛心服事信徒，或成為當時的教會中極有名望

好客之士，正如哥林多的該猶一樣，因此有人認為這二位是同一人(約叁

1；林前一 14；羅十六 23)，此外尚有兩處同名的該猶，希讀者注意(徒

十九 29；廿 4)。 

 

4. 著作原因 

在當時的教會中，出現一位好自為首的丟特腓，此人獨攬大權，拒絕使

徒的書信，不接待旅行佈道的弟兄們，有人願意接待，他也禁止，並將

那人趕出教會，且用惡言妄論使徒，該猶或因接待弟兄們而被逐出教會；

故此約翰寫了這封信來安慰他，稱讚他能按真理而行，忠心愛主，訓勉

他繼續接待和幫助傳道的弟兄們，並且斥責丟特腓的惡行；又舉出一位

行善的低米丟，有眾人，有真理，有使徒給他作見證。約翰是用簡潔的

文筆，將這三樣不同的人物描寫出來，使讀者領受其教訓與效法之所在。 

 

5. 主要信息 

在本書中愛字出現六次(1二次，2，5，6，11)，真理出現五次(二次 3，4，

8，12)，可知本書是以愛心接待客旅，按真理而行，為其主要的信息。

是以教導信徒去惡效善，心存真理，用真理來作見證，以遵行真理、榮

神益人為目的。 

 

6. 分段綱要 

本書僅 15 節，篇幅最短，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四段如下： 

6.1 稱讚該猶的忠心 1-8。 

 
5.  以上資料摘錄編輯自大光所出版之「新舊約聖經總論」，

https://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StudyGuide.asp?ID=64。 

https://www.glorypress.com/devotional/BibleStudyGuide.asp?ID=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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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斥責丟特腓的高傲 9-11。 

6.3 表揚低米丟的善行 12。 

6.4 盼望與問安       13-15。 

 

7. 關係書卷 

本書論到有惡首領者在教會中，有敵擋者反對使徒的權威，勸勉信徒要

接待作客旅的傳道弟兄。約翰貳書則論到有假師傅要出來，有敵基督者

反對道成肉身的事，勸勉信徒不可接待異端的人。兩書前後呼應，使徒

針對不同的需要，將真理兩方面的實踐，訓勉信徒領受，而顯出了本書

與貳書密切的關係。 

 

8. 研讀提要 

本書是全部聖經最短的一篇，易於研讀，書中論到該猶心存真理，按真

理而行，用愛心接待作客旅的傳道弟兄，最為感人，乃為今日信徒之榜

樣，而足以效法。除讀習本書外，同時需要連讀約翰壹、貳書，才能完

全汲取其中寶貴之教訓(參羅十二 9-13；約一 12；太十八 5)。 

 

9. 注意要點 

本書雖然篇幅最短，但對於善惡是非之論，特別突出，由於書中所舉三

種人物之行為表現，最為顯明。 

9.1 論到該猶(意主)弟兄，心存真理，按真理而行，用愛心接待作客旅的

傳道弟兄，有弟兄們來作證明(1-8)。 

9.2 論到丟特腓(意被丟斯所撫養的)，此人可能是地方教會中一個長老，

在教會中好自為首，他不接待使徒約翰和同工，並且用惡言妄論使徒，

禁止別人接待弟兄，且將接待弟兄的人趕出教會(9-11)。 

9.3 論到低米丟(意得勝的)，可能是以弗所城的人，他以行善聞名，因有

眾人為他作見證，又有真理給他作見證，就是使徒約翰和同工們也給他

作證，可見他是為主發光，內外一致，信行合一的良善信徒(12)。 

9.4 由上可知該猶和低米丟的愛心善行，與丟特腓的惡言惡行，成為一

種強烈的對比，乃為今日信徒之鑑戒，讀者注意及之。 

 

10. 推介讀物 

吳道宗著，《約翰一二三書(卷上)》，香港天道書樓，2007年初版。 

吳道宗著，《約翰一二三書(卷下)》，香港天道書樓，2007年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