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國語部每日靈修 

 

約翰二書  

約翰三書  

3 月 26 日-3 月 31 日 

            





靈修：2017. 3 . 26（週日） 

題目：【真理中的愛】 

【閱讀進度】 

（約二 1：1-3）作長老的寫信給蒙揀選的太太（或作：教會；

下同）和他的兒女，就是我誠心所愛的；不但我愛，也是一切

知道真理之人所愛的。愛你們是為真理的緣故，這真理存在我

們裡面，也必永遠與我們同在。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他

兒子耶穌基督在真理和愛心上必常與我們同在！ 

 

【默想經文】 

（約二 1：2）愛你們是為真理的緣故，這真理存在我們裡面，

也必永遠與我們同在。 

 

【詞句解釋】 

「真理」： （上文出現過） 是指福音的真理和教導。 

「存在」： （約翰一書 2：6 出現過) 有「居住、停留」的意思，

是現在時態分詞，來修飾「真理」。 

 

【安靜反思】 

雖然原文中沒有“愛你們”這三個字，但是譯者將前文的思想

準確地延伸到這裡，告訴我們使徒約翰對主裡弟兄姊妹的愛不

是我們普通世上的愛，而是主耶穌基督的愛，是一種可以完全

犧牲自我的愛，如約翰一書 3：6 所表述的，主為我們捨命，我



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在這裡我首先要

檢討一下自己，對弟兄姊妹的愛能不能體現出這種自我的犧牲？ 

同時這節經文也告訴我們愛弟兄姊妹是因著真理的緣故。真理

是什麼？ 真理是聖經中的命令，真理本身就是耶穌基督。所以

我們要愛弟兄姊妹不是憑著我們個人的喜好，而是因著它是主

的命令，也因著主耶穌對我們的愛。我們感到他（或她）可愛，

要去愛；不可愛也要盡心去愛。而且這種在真理中的愛，是不

體貼肉體，庇護罪惡，偏私徇情；也沒有虛假，乃是出於真誠，

求人的實際利益，使接受的人，既感受主的愛，又能獲得真理

上的造就。 

 

這種在真理裡的愛，不是在我們成為基督徒的那天一蹴而就的，

而是需要我們日常的操練。今天我們就要好好思想一下，在我

自己周圍有哪個弟兄姊妹是我無法去愛的？就從這裡開始操練，

求主讓我去愛！ 計劃一下，近期能有什麼樣具體的愛的行動嗎？

這個行動能讓自己和弟兄姊妹的生命同得造就嗎？ 

 

【連結禱告】 

親愛的天父上帝，謝謝您讓我們知道該如何的去愛我們身邊的

弟兄姊妹，今天就求您將一個具體的名字放在我的心中，讓我

為他禱告，讓我了解他的身體和靈裡的需要，讓我能產生一個

具體的行動，求您的靈成為我的幫助，同弟兄姊妹們一同建造

您愛的家，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靈修：2017. 3 . 27（週一） 

題目：【艱難的命令】 

【閱讀進度】 

（約二 1：4-6）我見你的兒女，有照我們從父所受之命令遵行

真理的，就甚歡喜。太太啊，我現在勸你，我們大家要彼此相

愛。這並不是我寫一條新命令給你，乃是我們從起初所受的命

令。我們若照他的命令行，這就是愛。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當行

的，就是這命令。 

 

【默想經文】 

（約二 1：5）太太啊，我現在勸你，我們大家要彼此相愛。這

並不是我寫一條新命令給你，乃是我們從起初所受的命令。 

 

【詞句解釋】 

「太太」：這裡可能是對教會的一種暗喻，也可以是一位具體

的姊妹。無論選取那一種理解都不影響對下面經文

詮釋。 

「命令」：具有權柄而正當實施權威的人所下的特定或日常指

示，接受人需無條件執行。 

 

【安靜反思】 

老約翰使用「現在」這個詞起了強調的作用，是要引起受書人

特別的關注，要重視他後面所講的話。因此下面這句經文是當



時的受書人，也是今天的我們要認真思考和細細咀嚼的：（約

翰二書 1：5）要彼此相愛，這並不是…新命令，乃是我們從起

初所受的命令，這句經文與約翰一書 2：7 基本相同，只不過這

裡少了一個“舊”字。為什麼老約翰會反反覆覆強調這句話呢？

作者在這裡反覆的勸告，要求是要讓我們溫故而知新。因為這

是極為重要的命令，是我們基督徒生活的基本要素。他是讓我

們知道“彼此相愛”的這條命令，雖然是我們早已經知道的，

但不要只停留在頭腦之中，而是要表達在每日的生活之中，不

是一時之作，而是日日的功課，雖然難行，但要記住這是命令，

需要日日提醒，時時提醒。 

 

我每天都要反省一下自己，我今天心中充滿主的愛了嗎？我今

天的生命表達出主的愛了嗎？是什麼成為了阻礙？是什麼佔據

了自己的時間？又是什麼讓我們止步不前呢？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父，我知道您是這麼的愛我，竟在我還是罪人的時

候，讓您的獨生愛子為我釘在了十字架上，讓我知道了何為愛，

讓我享受到了您的愛，就求您讓您的這份愛在我的生命中流淌

出來，求您每日提醒我，讓我活出有主愛的生命，奉耶穌基督

得勝的名求，阿們！ 

 

 



靈修：2017. 3 . 28（週二） 

題目：【面對風險】 

【閱讀進度】 

（約二 1：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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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小

心，不要失去你們（有古卷：我們）所做的工，乃要得著滿足

的賞賜。凡越過基督的教訓、不常守著的，就沒有神；常守這

教訓的，就有父又有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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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有許多事要寫給你們，卻不願意用紙墨寫出

來，但盼望到你們那裡，與你們當面談論，使你們的喜樂滿足。

你那蒙揀選之姊妹的兒女都問你安。 

 

【默想經文】 

（約二 1：8）你們要小心，不要失去你們（有古卷：我們）所

做的工，乃要得著滿足的賞賜。 

 

【詞句解釋】 

「小心」：原文是「看見」，這裡有「要小心、謹慎」的意思。 

「得著」：又可做「接受，拿到」。其原文發音與上面的「失

去」幾乎相同，使本句讀起來有韻律。 



 

【安靜反思】 

不能期待基督徒成長之路是坦途，每個基督徒，每個世代的基

督徒都是如此。初期教會的基督徒經歷了殘酷的逼迫，各種的

誘惑，和不同異端的侵襲。雖然今天我們沒有了殘酷的逼迫，

但還是要面對後現代社會各種各樣嚴峻的挑戰。多元文化對我

們信仰獨一性的衝擊，物質主義對我們生活應有優先次序的篡

改，還有道德相對化，個人主義的高舉，成功神學的無孔不入，

及各種各樣的異端，都對我們基督徒羣體的信仰生活造成嚴重

的危害。在這裡老約翰警告我們的是，我們既然生活在這種環

境之中，就要特別的小心，時刻警惕，不能隨波逐流，被這樣

環境所污染。不但我們自己要儆醒，也要為我們福音的果子儆

醒，為我們小組的弟兄姊妹儆醒，為我們的團契儆醒，為我們 

的教會儆醒，直到我們得到從神而來的“滿足的獎賞”。 

 

那麼我生活在今天的特定環境之中，我要特別儆醒的是什麼？

現在什麼對我的信仰產生的衝擊最大，什麼對我們弟兄姊妹的

信仰生活產生的衝擊最大？我又該如何去做才能得主的賞賜呢？ 

 

 

 

 



 

【連結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知道我們成長的道路中佈滿了荊棘，但

我們知道您是戰勝了一切的神，就求您成為我們的保護，讓我

們不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也求您賜我們智慧和勇氣能

與我們周圍的弟兄姊妹一同站立在您的真理當中，禱告奉耶穌

的名求，阿們！ 

 

 

 

 

 

 

 

 

 

 

 

 

 

 

 



靈修：2017. 3 . 29（週三） 

題目：【靈魂興盛】 

【閱讀進度】 

（約三 1：1-4）作長老的寫信給親愛的該猶，就是我誠心所愛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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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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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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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想經文】 

（約三 1：2，4）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

盛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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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句解釋】 

「靈魂興盛」： 這裡指該猶的靈性。 意思是他有美好、成熟的

屬靈生命。 

 

【安靜反思】  

在艱難、黑暗的時刻， 一個只盼望神的愛的人， 可以真誠而不

加虛飾地、 直接明瞭地表達基督徒所擁有的最根本的那從神而

來的愛，該猶就是這樣的人。這讓老約翰這個作長老的高興萬

分，他忍不住要來祝福該猶。 



 

我何等盼望我的靈魂也像該猶一樣興盛， 那活潑的靈大大被聖

靈充滿和引領， 該猶過正直的生活， 與他所信靠的一致， 說

明他屬於老約翰過去所勉勵的那種基督徒。 

 

我也要這樣的生命和生活， 因著靈魂的興盛而帶出來的凡事興

盛和身體健壯。 這良性的循環， 帶來生命的見證和改變。 美

不勝收， 喜樂充足。 若能凡事按真理而行， 我的牧師， 我的

天父也一定喜樂滿懷！ 

 

我的靈魂現在興盛嗎？ 我的生命軌跡是神給我的生命之道嗎？ 

我凡事興盛體現在哪方面？ 我的身體健壯嗎？ 我的身心靈有協

調一致嗎？  

 

【連結禱告】 

親愛的阿爸父，更新我、 塑造我， 讓我的靈魂興盛， 為祢而

活，讓祢的喜樂滿足。我這樣誠心的禱告是奉恩主耶穌的名，

阿們！ 

 

 

 

 

 



靈修：2017. 3 . 30（週四） 

題目：【助人前行】 

【閱讀進度】 

（約三 1：5-10）親愛的兄弟啊，凡你向作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

是忠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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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們是為主的名出外，對於外邦

人一無所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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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略略地寫信給教會，但那在教會中好為首的

丢特腓不接待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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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想經文】 

（約三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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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他們是為主的名出外，對於外

邦人一無所取。 

 

【詞句解釋】 

「你若配得過神」：這裡的意思是：「你如果配得上神的期

待」。在福音裡相交的基礎就在於， 同

工的人 (該猶) 走上前去， 迎接服事的機

會， 使其他人 (約翰) 得到鼓勵，感到欣



慰。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這種福音裡的

相交也是成就這封書信的動力來源。 

 

【安靜反思】  

在當時的環境中該猶顯然是個學像基督的榜樣。該猶忠心服事

的工人並不是他的老朋友， 他甚至都不認識他們， 是「陌生

人」。但該猶必定經過分辨，知道這些人不是假教師， 而是神

的工人，因此款待他們，以實際行動支持他們的工作和生活，

幫助他們往前行。該猶很給力！ 

 

我的真實生活如何呢？ 愛是助人活出最美的生命， 我的存在和

言行，是幫助身邊同工（或宣教，或植堂，或在教會，在團契

和小組）服事得更有果效，繼續前行？ 還是指指點點，讓他們

無法前行？ 我分享的是神的生命之道？ 還是我的生活喜好？ 

我喜樂嗎？ 我有該猶那樣的生命活力和熱情嗎？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上帝， 活在祢裡面何等美好！ 求主幫助放下自我， 讓

主塑造我， 讓我有凡事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的可貴品格！ 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靈修：2017. 3 . 31（週五） 

題目：【信仰與實踐】 

【閱讀進度】 

（約三 1：1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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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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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有許多事要寫給你，卻不願意用

筆墨寫給你，但盼望快快地見你，我們就當面談論。願你平安。

眾位朋友都問你安。請你替我按姓名問眾位朋友安。 

 

【默想經文】 

（約三 1：11）親愛的兄弟啊， 不要效法惡，只要效法善。 

 

【詞句解釋】 

「效法」：動詞， 模仿， 仿效某些特質的意思。 約翰在這裡

警告該猶，不要「仿效」惡和壞事。  

 

【安靜反思】  

甚麼是惡？ 甚麼是善？ 這裡約翰提出兩個理由來說明該猶（也

就是我們）為甚麼應該效法「善」。善是「屬靈」之人（約一 

4：1）的品格特徵。一個「屬靈」的人，就是一個「屬神」的

人，當他長大成熟了，就會用他活生生的生命結出屬靈的好果



子來。他的生命自然會流露出善行。正如行惡是「魔鬼的兒女」

（約一 3：10）的標誌一樣。 

 

人生在世，充滿了各樣誘惑和詭詐及謊言，我這屬神之人的品

格如何？ 我長大成熟了嗎？ 我能分辨出甚麼是惡？ 甚麼是善

嗎？ 我們做事的動機是為了幫助他人成功，還是為了滿足自己

的需要？ 這裡面有紛爭、嫉妒、暴怒、爭競、誹謗、讒言、自

大和混亂嗎？我活出我的信仰了嗎？ 我實踐我的信仰了嗎？ 

 

【連結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生活中面對這麼多的深藏在我裡面的惡， 要想

效法善， 把信仰活出來，實踐在生活中是很不容易的。求主憐

憫幫助， 讓我有能力只要效法善。我這樣誠心的禱告是奉主耶

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