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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柝聲《倪柝聲弟兄文集》和《曠野的筵席》
摩根 (Campbell Morgan) 《解經叢書》(Morgan's Expository Series) 和《靈修亮光叢書》(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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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爾 (F. B. Meyer)《珍貴的片刻》(Our Daily Homily)
宣信 (A. B. Simpson) (The Christ in the Bible Commentary)
艾朗賽(H. A. Ironside)( 2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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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守道《基督是一切》(Seeing Christ in the New Test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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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德(Baxter. J. Sidlow) 《 聖經查經課程》 (Explore the Book)
張伯琦《新舊約聖經原文編號逐字中譯(讀經工具書)》和《字典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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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貳書》大綱】
主題
經節
分段
重點

1～3
愛的問安
愛的原因
愛的祝福

在真理上相愛
4～11
愛的囑咐
彼此相愛
拒絕異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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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愛的盼望
愛的造訪
愛的問候

第一課【《約翰貳書》綜覽】──愛和真理
【宗旨】教會當在真理和愛中行事，而不應有分於異端者和他們的工作。
【背景】《約翰貳書》是寫給一位蒙神揀選的太太和她的兒女(1 節)。「蒙揀選的太太和她的兒女」(1
節)有二意：(1)指當時住在以弗所附近一位很特出的姊妹和她的「家庭」成員(10 節)，她的名字或稱
「可利亞」(希臘文為 Kuria，意為女主人；(2)「太太」暗指教會而說，而「她的兒女」則暗指該教會
中的成員。這是因為當時的政治情勢，教會正面臨迫害，使得本書信的作者不能明言寫給何地教會，若
果如此，則「你那蒙揀選之姊妹」(13 節)，應當指該受書教會的姊妹教會。
本書寫作地點應是以弗所的，而背景應跟當時教會的實行有關。在最早的兩個世紀裡，福音是藉旅行的
傳福音者和教師逐處傳開的；聖徒習慣接待這些神的工人到自己家中，並供應他們旅途的需要。由於異
端教師也循這種方式傳道，因此約翰就寫貳書，勸勉信徒在接待上要分辨，以免無意中在他的惡行上有
分(10～11 節)。
【本書的重要性】本書可說是《約翰壹書》的補充說明。《約翰壹書》強調「愛弟兄」乃是生命的自
然表顯(約壹四 7；五 1)，沒有愛心的，就仍住在死中(約壹三 14)；但為了防止愛心過頭，成了濫愛，
故須受本書的節制，亦即在合乎真理的前提下彼此相愛。因此，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在真理和愛中行
事為人，並遵行真理，而不有份於異端者和他們的工作，就必須讀本書。
【如何研讀《約翰貳書》？】在研讀這一課之前，請先將本書讀完一遍 (共 13 節，大約 2 分鐘)，並
請把書中有關「愛」和「真理」的鑰字清楚地標明出來。同時，為了加深對本書內容有總體的瞭解，學
習熟練地掌握下列五個問題及其答案。對這些問題，可參考本課的資料，來對照自己所瞭解的程度。
(一) 本書的主題是什麼？這封書信是怎樣分段的？
(二)「真理」和「愛」是本書的鑰字，兩者有何關系？我們如何才可保持平衡？
(三)為何「彼此相愛」在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中占了如此重要的地位？我們應如何致力實踐這命令？
(四)「異端」與「真理」之間的界線究竟在哪裡?我們如何分辨傳異端者？如何按真理對待此等人？
(五)主耶穌基督的「成了肉身」在我們的信仰中佔什麼地位？有何影響？
【本書鑰節】「愛你們是為真理的緣故，這真理存在我們裏面，也必永遠與我們同在。」(約貳 2)本書
從認識方面，要我們在「愛」中「遵行」真理。因而全書以「在真理中相愛」為中心主題。
「你們要小心，不要失去你們所作的工，乃要得著滿足的賞賜。」(約貳 8)本書從實行方面，要我們
「小心」儆醒，免得受異端假教師的迷惑，而受虧損。
【本書鑰字】「愛」和「真理」(約貳 2)──本書短短只有十三節，但卻七次提到「愛」，五次提到
「真理」，顯明使徒約翰強調聖徒的交通是建立在「愛」與「真理」的根基上；而「愛」和「真理」是
分不開的，兩者缺一不可。因為教會有「真理」而沒有「愛」，則會落入法利賽人那種假冒偽善、冷酷
無情的虛偽敬虔中，而引至「律法主義」(legalism)；有「愛」而沒有「真理」，則會陷入滿口愛心，
目無法紀和秩序的濫情和假愛中，則引至「自由主義」(liberalism)。求聖靈幫助我們在這兩件事上取得
平衡，不至偏差，而走極端。
「真理和愛心二者需配合，不可分開。人需按真理行，但不可無愛心，否則太硬，又需按愛心行，但
不可無真理，不然則太軟，需按兩樣而行。即如書中提到傳異端者，對待此等人，則需按真理拒之。然
而缺愛心也不可，即如近似第十節情況，亦應甄別清楚，此節經文不可濫用，也不可不用，此即福音書
所謂：「恩典與真理」二者不可分離。」──史考基
「小心」(約貳 8) ──自己謹慎仔細觀察，按原文意指應當自己儆醒謹慎，以免被人迷惑。何格(C. F.
Hogg)講得好，「我們絲毫不可讓人產生錯覺，以為反對基督並沒有甚麼大不了，也不可讓反對的人有
影響其他人的機會。」
「信徒選擇從白從黑倒無困難。困難的是選擇那些似白非白、帶著灰色的東西，常因此自欺跌倒了。」
――邁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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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其他重要的字，包括：「命令」(4，5，5，6，6 節)；「遵行」/「行」/「所作的工」/「惡行」
(4，6，6，8，11 節)；「教訓」(9，9，10 節) 。
【本書簡介】本書主要信息是教導我們「彼此相愛」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因著「真理」而
「彼此相愛」。聖徒之間理應「彼此相愛」(約貳 5～6)，但為提防異端的假教師，要持守神的「真
理」(約貳 7～11)，以免有分於他們邪惡的工作。
【本書大綱】本書篇幅很短僅十三節，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三段如下：
(一)愛的問安 (1～3 節)──恩惠、憐憫、平安；
(二)愛的囑咐 (7～11 節)──活在愛中，但要小心；
(三)愛的盼望(12～13 節)──盼望當面談論 。
【本書特點】
（一） 約翰書信自成一書集，就內容來看，壹書是主体，其餘兩卷為壹書的延續和補充，可視為註
腳。本書與《約翰壹書》相輔相成：《約翰壹書》說明認識真理者必然彼此相愛，本書則反過
來提說彼此相愛必須不可違背真理，兩書所強調的重點互相平衡。此外，本書與《約翰壹書》
二章中的幾個論題，都是非常相同，如遵行真理(約貳 2～5；約壹二 3，4，21，三 19)，一條
新命令，彼此相愛(約貳 5，6；約壹二 7，8，三 11，四 7，11，12)，敵基督者(約貳 7；約壹
二 18，22，四 3)，不認基督成了肉身來的(約貳 7～10；約壹二 18，19，22，23，四 1～5)
（二） 本書的格式是典型第一世紀的書信形式，次序先後為：作者姓名(1 節上)──受書者姓名(1 節
下)──問候語(2～3 節)──全書內容(4～11 節)──最後問安(12～13 節)，而全書以「愛是
為真理的緣故」(2 節)為中心思想。
（三） 本書只有短短的十三節，是新約書卷中第二卷最短的書卷，但結構和思路十分清晰而深入，將
主旨要義表達得非常清楚且透澈。
（四） 本書在原文雖然只有 248 個字，但多次提到「愛」、「真理」、「起初」、「命令」、
「行」，顯明使徒約翰的負擔是要把蒙神揀選的兒女帶回起初那真實(「真理」可譯成「真實」
或「實際」)的愛裏，不至偏差，不走極端。
（五） 這卷書告訴我們使徒約翰對受信者愛的關懷，不管這卷書的對象是一位姊妹，或是地方教會，
目的都是為了渴望和他們有更親密的交通，好使彼此有更多、更滿足的喜樂(12 節)，於是他寫
了這封信。
【默想】「本書的內容簡單，但非常寶貴。叫我們知道「在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的時候，我們
個人所當行的是甚麼。重要的鑰字即「真理」，這是約翰所用於聖經的字。 保羅所寫的《提摩太後
書》，彼得的《彼得後書》，並約翰的《約翰貳書》都是論到兩個相同的意思，即末世乃叛道並講假
道的時候；基督徒的自衛，只在於遵守聖經。」───司可福
【禱告】親愛的天父，讚美感謝祢，賜給我們《約翰貳書》！通過這本書，提醒我們要活出愛和真理的
實際。主啊，除去我們一切偏見、歧視、和虛假的光景，讓我們脫離肉體，每靈都充滿愛，而接納祢所
接納的人；並賜給我們智慧和分辨力，能攔阻那迷惑人的入侵祢的教會。奉我們主耶穌寶貝的名。阿
們。
【詩歌】【我們呼吸天上空氣】(《聖徒詩歌》693 首第 1 節)
我們呼吸天上空氣，香味從天而來。
但願每魂脫離肉體，每靈都充滿愛。
視聽――我們呼吸天上空氣～churchinmarlboro
這首詩歌(《作者：佚名)是一首寶愛教會生活的詩歌，說出我們一同經歷基督，一同來愛主，一同彼此
相愛，一同起配搭，一同親近主的關係。這是多麼甜美的生活！第1節指出我們我們彼此相愛，不是憑
自己的傾向去決定愛的標準，而愛的標準乃是神的愛(希臘原文，agape)。因神的愛也是永不改變的；
凡是會改變的愛，都是出於天然肉體的愛。所以願我們的靈被神的愛所充滿，使我們能彼此相愛。
3

第二課《約翰貳書第一章》──持守「愛」與「真理」的見證
【讀經】約貳 1～13。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認識必須在合乎真理的原則下相愛；以及不可接待那些越過基督的教訓的異
端假教師，以免在他們的惡行上有分。
【主題】《約翰貳書》主題強調：(1)愛的問安 (1～3 節)；(2)愛的命令 (4～6 節)；(3)愛的囑咐 (7
～11 節)；和(4)愛的盼望 (12～13 節)。
【特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
(一)遵行真理──
(1)在真理中相愛並祝福(1～3 節)；
(2)照命令遵行真理，這就是愛(4～6 節)；
(3)不可接待那越過基督的教訓的人(7～11 節)；
(4)和持守真理者彼此相交並問安(12～13 節)。
(二)基督徒的為人原則──
(1)對己要嚴格：心中持守真理(2 節)；
(2)對神要順服：遵行從父所受的命令(4 節)；
(3)對弟兄要相愛：我們大家要彼此相愛(5 節)；
(4)對迷惑人的要小心：不要接他到家裏，也不要問他的安(7～11 節)。
(三)不可接待異端假教師──
1、如何辨認異端假教師：
(1)他們不認耶穌是成了肉身來的(7 節)，
(2)他們越過基督的教訓(9 節)；
2、接待異端假教師的後果：
(1)失去我們所作的工，不能得著滿足的賞賜(8 節)，
(2)就在他的惡行上有分(11 節)。
【簡要】正如《約翰一書》一樣，當時小亞西亞的眾教會，正受著一種雛型「諾斯底主義」異端之侵
襲，所以本書使徒約翰特意提筆寫這封書信，慰勉他們繼續在基督的愛中「彼此相愛」，但必須在合乎
真理的原則下相愛(1～6節)，對於那些越過基督的教訓的異端假教師(7，9節)，千萬不可接待他們，以
免在他們的惡行上有分(10～11節)。
1～3節是約翰愛的問安。年紀老邁的使徒約翰，當時已是十二使徒中唯一僅存的，雖然他的權柄在當時
的教會中倍受尊重，但他仍極其謙卑的稱自己為「長老」(1節)，寫了這封信這位蒙揀選的太太，她是
誰？對此有多種的見解。因本書中的稱呼，有時用「你們」(2，6，8，10，12節)，有時用「你」(4，
5，13節)，因此多數學者認為收信人是指教會。他用一句很不平常的話為這蒙愛的姊妹祝福：「恩惠、
憐憫、平安，從父神和祂兒子耶穌基督，在真理和愛心上必與我們同在」(3節)，強調聖徒生命的交通
是建立在「真理」與「愛心」的根基上。
4～6節是約翰愛的命令。他指出「愛心」和「真理」的關係：(1)在真理上愛(1節上「誠心所愛」的原
文直譯)；(2)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愛(1節下)；(3)愛是為真理的緣故(2節)；(4)恩惠在真理和愛心上與
我們同在(3節)；(5)彼此相愛就是遵行真理(4～5節)。因此，他強調我們須要繼續持守主所賜「彼此相
愛」的「從起初所受的命令」(6節)。
7～11節是約翰愛的囑咐。約翰指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指導我們如何辨認異端假教師：(1)他們
不認耶穌是成了肉身來的(7節)，(2)他們越過基督的教訓(9節)；並警告接待異端假教師的後果：(1)失
去我們所作的工，不能得著滿足的賞賜(8節)，(2)就在假教師的惡行上有分(11節)。因此，約翰不厭其
煩地吩咐我們，要拒絕錯誤的教訓，不應接待傳講這些教訓的人到家裏，也不要問他的安(7～11節)。
12～13 節是約翰愛的盼望。他盼望親身造訪，與他們當面交談，到時喜樂就可以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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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節】「愛你們是為真理的緣故，這真理存在我們裏面，也必永遠與我們同在。恩惠、憐憫、平
安，從父神和祂兒子耶穌基督，在真理和愛心上，必常與我們同在。」(約貳 2〜3) 這裏使用「真理」
這個字達三次之多，約翰強調我們之愛是為真理的緣故，表示我們因認識「真理」而生發對凡是具有正
確認識「真理」之人的愛心。而因為主耶穌就是真理(約十四 6)，我們一信主得救了，主耶穌基督就帶
著真理住在我們的裏面(弗四 24)。所以，「真理」「住在我們裏面」，並要「永遠與我們同在」。
【鑰字】「真理和愛心」(約貳 3) ――在約翰信中所說的「真理」希臘原文是 aletheia，可譯成「真
實」或「實際」；「愛心」希臘原文是 agape，是指屬神的「愛」，無私的「愛」。在基督徒的生活
中，「愛」與「真理」是密不可分的。約翰勸勉我們一方面要彼此相愛，另一方面要持守真理。教會偏
廢任何一方面都會失去神的祝福。因為我們若能彼此相愛，就能成為堅固的圍牆，攔阻那迷惑人的入侵
教會；我們認識真理、持守真理、教導真理、傳揚真理，就能叫異端的教訓和假教師的錯謬顯露。
【綱要】本書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四段如下：
(一)愛的問安(1～3 節)――
(1)愛是為真理的緣故(1～2節)，
(2)恩惠、憐憫、平安在真理和愛心上常與你們同在(3節)；
(二)愛的命令(4～6 節)――
(1)照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4節)，
(2)彼此相愛乃是從起初所受的命令(5節)，
(3)照命令行所當行。這就是愛(6節)；
(三)愛的囑咐(7～11 節)――
(1)要小心那迷惑人的，免得失去所作的工(7～8節)，
(2)不要接待那越過基督教訓的，免得在他的惡行上有分(9～11節)；
(四)愛的盼望(12～13 節)――
(1)盼望當面交通，使你們的喜樂滿足(12節)，
(2)傳達主內信徒的問安(13 節)。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在真理上彼此相愛(1～6節)――本書的重點在「為真理的緣故」(2節)。因為我們一切都要在真理
的亮光下作，連「愛」人也要在真理的管治下，不然這愛便成為溺愛或誤愛了。原則上，真理与
愛是分不開的，兩者缺一不可。光有愛沒有真理，是糊塗的愛；光有真理沒有愛，顯出冷酷。二
者必須結合起來，我們的愛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我們因著真理而愛。因此，一切的愛心均須
符合真理，不能因愛而犧牲真理；否則，真理的价值何在！若要以真理來管束愛心，我們必須多
在真理上下工夫：但也須注意，多少時候，很多情形不是真理問題，而是愛心問題，這也不可不
慎；不要整個腦袋裝滿真理，而心中卻沒有愛的存在。
【愛裏的警告】司布真少年的時候和他在英國史坦伯擔任牧師的祖父住在一起。一個名叫羅滋的
教會會友習慣在當地的酒吧中喝啤酒和抽煙，這個行為令牧師非常憂傷。一天，年輕的司布真對
他的祖父說：「我要殺了羅滋那個老傢伙，我不會作犯法的事！」年輕的司布真作了甚麼呢？他
在酒吧中與羅滋碰面，對他說：「以利亞，你在這裏作甚麼？你是基督徒竟和不敬虔的人坐在一
起，傷你牧師的心。我真為你感到羞恥！我絕不會傷我牧師的心，我保證。」不久後，羅滋出現
在牧師家，認罪，並為他的行為道歉，年輕的司布真真的「殺死」了他。
(二)在真理上抵擋傳異端者(7～13節)――「你們要小心」(8節)，這是全書的焦點。這是使徒的警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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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節)。接著，他又說：「凡越過基督的教訓，不常守著的，就沒有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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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誰是那些迷惑人的呢？就是不承認耶穌基督成了肉身，當日是諾斯底派及克林妥
派不承認基督以肉身來臨，否認神聖的成孕和基督的神格。今天也有不少所謂的基督教團體(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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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的摩登派)，不承認基督曾道成肉身，且有日將以榮耀的身體再來。如何對待異端者呢？約翰
囑咐說：「不要接到家裡，也不要問他的安」，這是出自滿了愛心，而勸聖徒彼此相愛者的口，
有人認為約翰講這話太過沒有愛心，與他的教訓不符。不是的，因為在這裡所說的是愛與真理必
須並重，相輔相承。約翰一面勸勉聖徒要彼此相愛，同時也要拒絕錯誤的教訓，不應接待傳講這
些教訓的人，不能有分他們的惡行(異端)；這種異端對神是褻瀆的，並且像瘟疫一樣會傳染人。
但我們也須注意，不該把接納的人，排除在我們的交通之外；也不該向不該接納的人，敞開我的
交通。
江守道弟兄說得好，「我們要遠離那些專門宣稱自己多有亮光，自稱對基督教真理有新發現的
人。我們甚至不要問他們的安，免得我們在他們的惡行上有份。這是很嚴肅的事。不要以為可以
和他們混在一起而不會受玷污或腐化。歷史告訴我們，有些人想要和這樣的人混合，他們雖然非
常愛主，但漸漸地就會離開主，因為人的理性實在太強了。我們從約翰的書信學到的方法，就是
遠離那些宣傳謬妄教訓的，好使教會和她的見證都得蒙保持純淨。」
【沒有妥協】教父愛任紐記載，一次，約翰在以弗所公眾浴室遇著另一名異端者色林多
(Cerinthus)，他急忙裹著毛巾、赤著上身逃出浴室，大叫：「讓我們快快地奔逃，不然房屋要倒
塌在我們身上，因為真理的敵人，克林妥在這裏。」約翰門生波利甲，一次遇見異端者馬吉安
(Marcion)，馬氏問他：「你忘記我是誰了嗎？」答：「沒忘，你乃是撒但的長子」。
【何謂「異端」】所謂「異端」，乃是指一些自稱基督教，或類似基督教的信仰，但與正統教會所解
釋的聖經真理有所矛盾的。我們可以說，「異端」就是指某些宗教團體，雖宣稱擁有基督和聖經的權
威，卻忽略或歪曲福音，或以新啟示，或捨本逐末地，使救主和聖經的中心資訊變質。這些從基督教中
崛起的異端，大致認為整個基督教會已變成叛教者，而神另外賜給他們新的啟示，所以他們必須與歷史
的基督教和它的信仰劃分界線。撒爾雅(James Sire)在《曲解聖經》(Scripture Twisting)一書的分析很
對，他認為「異端」邪派都是拿聖經作根據，卻產生不同而又矛盾的解釋，原因是他們不單斷章取義，
並且將聖經抽離了原本的歷史、文化、宗教背景，把自己個人的「世界觀」(World Views)套入聖經裏
面，作為解釋聖經的原則，因而創出一些與聖經原意不同的教義。我們往往發現，很多「異端」邪派把
聖經解釋得頭頭是道，處處都有聖經支持，可是千萬不要給他們弄糊塗了，因為「找聖經來替自己說
話」，總比「替聖經說話」得心應手得多。
【默想】
(一)1～6節指出我們要在真理上彼此相愛，因神的家不能沒有愛，但更不能錯愛、亂愛、溺愛、癡愛!
我們如何實踐彼此相愛呢？
(二)7～13節指出我們要抵擋敵基督的教訓，因基督的身位和工作是信仰的核心，故我們要有見識，才
能分辨傳異端者! 我們如何認識真理、持守真理、教導真理、傳揚真理，而不有份於異端者和他們
的工作呢？
(三)約翰指出我們彼此相愛和持守神的真理乃是領受神的恩惠、憐憫和平安的前提和條件(3 節)。我們
如何才可保持愛与真理的平衡呢？
【禱告】親愛主，提醒我們活出愛和真理的實際，不落在假冒為善、無法紀秩序、無情或假愛中
【詩歌】【願主為我擘開生命的餅】(《聖徒詩歌》688 首第 3 節)
惟主解開真理，我纔明白：你的一切信息如何警策；
使我與你同情，與你同行；使你榮耀容形銘刻我心。
視聽――願主為我擘開生命的餅～churchinmarlboro
本詩作者是賴柏麗(Mary A. Lathbury，1841～1913)。她出生於紐約，父親及兩個兄弟都是衛理公會的
牧師。1885 年，她發起「青年向上運動」(Look～Up Legion)，定下四規條：「看上不看下，看前不看
後，看外不看內，助他人一臂」，後來又加上一條「奉主的聖名」。1877 年一個晴朗的夏日，她麗獨
自在風景秀麗的湖邊讀經，讀到耶穌分餅使五千人吃飽的故事，聯想到主耶穌是生命之糧，就執筆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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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因首句「擘開生命之餅」，後人常在聖餐時用它作擘餅詩歌。賴柏麗也因這首詩，被稱為「巧
得魁的桂冠詩人」。本詩第 3 節是一個禱告，願明白主的真理，使我們能認識主的一切信息。
【金句】
 「親愛的長老寫信給蒙揀選的太太和她的兒女，教她怎樣解決許多困難，得以迎刃而解。他將重
點放在真理方面，然後將真理與愛放在一起，而有合一的性質。我們若不注意真理，沒有真實，
就沒有愛。你若自己省察，對某些人保持距離，不喜歡他們，你會發現一定在態度上欠誠實或真
摯之處。如果我們除去一切虛假，不奉獻的態度，我們會更愛神了。」───邁爾
 「道德的混亂，是錯誤的，是教會不許可的；道理的混亂，也是錯誤的，也是教會不許可的。但
是千萬不要以為我們該對付普通的道理，若是這樣，整個教會就要四分五裂了。普通的真理我們
不爭，只有關乎基督身位的道理，我們非爭不可。教會對此必須嚴格，決不能放鬆。對於主的身
分，若有人傳不同的教訓，不要接他到家裏，也不要問他的安。不然的話，這個教會就失去她的
地位。」──倪柝聲
 「「若有人到你們那裡，不是傳這教訓(即真的，出自使徒的教訓)，不要接他到家裡，也不要問
他的安。」(第 10 節)今天有不少過分注重情面的人認為約翰這句話太過沒有愛心。請問這樣的
人，你會怪責醫生對疾病採取無情的措施嗎？你去問問任何病人！有誰會明知故犯的迎接致死的
病菌進入自己的身體呢？不錯，我們要與不信的人相處，我們還要愛他們的靈魂；但倘若我們與
那些羞辱基督的人相交或合作，我們簡直是出賣愛我們又用寶血買贖我們的基督。」──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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