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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第二书，三书 

约翰二书，三书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会) 

今晚我们来查考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及犹大书，都是单章

的很短的书信。约翰二书及三书当然是十二使徒之一的约翰

所写的。背景是初期教会有些游行传道的先知，他们旅行到

许多已经建立起来的各个教会，发挥他们预言的才能，讲说

圣灵的膏抹，启迪教诲教会，安慰圣者，建立起基督的身

体。 

有些人来到教会宣称自己有预言的天赋，说自己是奉主的名

传道，而实际上是假先知。他们假冒先知传布错误的观念。

若有人进我们这里来说，我是神的先知，我要给教会一个信

息。我们会把这人交给我的助理牧师，先审察一番他所要讲

的信息。 

但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就有此类游行传道人团体到处旅

行，到各个教会去服事。其中不免有滥竽充数者。这些人

来，宣称自己是先知，要奉神的名讲道。他们就说，神说

了，要准备一大份牛排晚餐，外加马铃薯泥和青豆。还有的



2 of 18 

约翰第二书，三书 

声称，主说了，满足这个人的需要，把他的钱袋装满。 

所以初代教会写些如何对待游行传道人的教会接待原则是十

分必要的。有一本书叫做“Dedike”，意思是使徒的教导。

在这本书里，使徒们指导各个教会如何判别假先知，并为他

们列出了一些辨别真假的规则。比如，如果有人来服事，接

待他们，照顾他们的需要；若是他们停留超过三天，那么他

们一定是假先知，因为他们开始靠人生活。 

他们在书里有一条确凿的规定说，如果他们以主的名义要求

人准备餐点，并且他们若吃了那餐点，他们就是假先知。但

是若他们命令准备餐点给贫穷的人，而不是给他们自己，那

么他们就应该被接待并受人尊敬。若他们以主的名义要钱，

他们是假先知。约翰二书重点是真理。当然，这两封书信的

内容都强调真理。在二书中，约翰讲述了那些假先知和他们

所作的关于耶稣基督的假见证。 

在三书里，他谴责那个拒绝任何先知来教会讲道的人。他不

愿接待任何的先知，因为他自认为杰出。在他写给该犹的三

书里，约翰表扬他在接待这些游行传道人和先知方面做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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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并且说低米丢将来到他们中间，约翰鼓励他要接待低米

丢，因为他是个好人。所以这两本书信的背景就是这些到处

旅行的游行传道先知和传道者，有点像是初代教会的游牧民

族。当然，这两封书信的主题都是真理。 

约翰二书及三书里面，约翰自称为长老。“长老”的涵义是

年纪大或古老；另外也是教会里的一个头衔。每一个教会里

都有自己的长老负责监督教会之职。希腊文的

“presbyturos”，本只用于年老的人。当约翰写此书时，

他或许已经超过九十岁了，所以他足以自称是长老了。这两

本书信，你可能会注意到都相当简短。约翰提到他有许多想

写的事，但是他说要保留到见他们的时候面谈。他宁可当面

告诉他们，而不是写信给他们。 

在当时，他们用来书写的材料是一种宽八吋长十吋的羊皮

纸，和我们在学校里用的笔记本纸差不多。有趣的是，每封

短信都刚好能写满一页这样大小的纸张。所以很可能约翰就

是用这种宽八吋长十吋的羊皮纸来写他的短信。 

他自称是年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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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太太或作教会下同〕和

他的儿女。(约翰二书 1:1) 

这里的问题是那个蒙拣选的太太到底是谁，是真有其人，还

是指他所写给信的教会。 

蒙拣选的太太，〔太太或作教会下同〕和他的儿女。(约翰

二书 1:1) 

我们不知道。但是他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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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二书 1:1)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真理是这本书信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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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二书 1:2) 

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真理。祂说，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马太福音 24:35) 

真理永远存在。所以我爱在真理中；我爱真理；及一切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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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之人，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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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二书 1:3) 

恩惠，怜悯，平安是新约里常用的问候语。通常只有恩惠，

平安，有时会加上怜悯。问候提摩太和提多是恩惠，怜悯和

平安。神的恩典无条件的施恩予你。你得到你不配得的神的

良善，神的祝福，然而神将他们赐给你。这就是恩典。怜

悯，是指当你得不着你所该得的时候，就该求怜悯了。 

大卫祷告的时候，就非常明智， 

〔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

交与伶长。〕 神阿，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

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诗篇 51:1) 

每当我祷告时，我总是祷告神啊，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我从

不说，神啊，我要公平，我要是得不到该得的，就会煎熬难

耐。但是神比我的祷告更进一步，给我恩典。嘿！祂给我不

配得的神的爱、良善、仁慈和祝福。我不配得但是祂却赐予

我神的恩惠，怜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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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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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二书 1:4) 

要你原不知道这本书的主题是真理，你现在应该知道了吧！

到目前为止，约翰在每一节经文里都至少有一次提到真理，

有时甚至超过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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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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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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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二书 1:4-5) 

这真是新约的本质和耶稣的诫命。耶稣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

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 13:34) 

耶稣说，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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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约翰 13:35) 

这是对世界作出的信号。 

不幸地，教会给世界的见证并不太好。教会间彼此争论，教

会内部争斗和分裂，对世界是非常坏的见证。根本不能显示

我们是祂的门徒。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一书

3:14) 

我怎么知道我真的已经出死入生了？当神把对弟兄的爱种植

在我的心中。我们最初的诫命就是我们应该彼此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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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二书 1:6) 

所以我们应该行在爱中。彼此相爱。这就是神所有的大爱，

是牺牲自我，不出风头，无私奉献的爱。 

下面他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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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二书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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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一书中约翰说， 

亲爱的弟兄阿，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

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

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

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

上了。(约翰一书 4:1-3) 

他又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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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二书 1:7) 

非常有趣，这节虽然看起来和一书的内容相同，但在希腊原

文里却稍有不同。他们的区别在于时态。我们今晚所读的二

书，直接说“成了肉身来的。”。在一书里，是说祂已经成

了肉身来的；就是指祂第一次的来临是在肉身里。 

诺斯替教徒宣称耶稣只是个幻影，虚影。以人的样子出现，

但不是真的存在。那只是人眼中的幻影。每一件物质的东西

都是邪恶的，每件物质构成的事物本身都继承了邪恶。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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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有肉体的身子，那么祂就是邪恶的，就不可能是神；因

此祂没有肉身，因为肉身是邪恶的。所有的物质都是邪恶

的。诺斯替教徒教导人说耶稣只是个幻影。他们有个故事

说，耶稣走在沙上，你看不见任何祂的脚印。他们编出各样

这类的事情，来说明祂并非真的成为肉身而来。 

约翰在一书里说到，无论任何嘴上宣称什么，你可以试验出

那灵是否真为神的灵。这个试验就是问：祂是肉身来的吗？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耶和华见证会否认耶稣以肉身而

来。他们认为祂以属灵的形式来临，于 1914年，在密室里

建立了神的国度。祂并不真地道成肉身而来。持有这般教义

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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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二书 1:7) 

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有古卷作我们〕所作的工，

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

就没有神。(约翰二书 1:8-9) 

虽然耶和华见证会宣称信天父，然而他们却否认基督，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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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是否认天父。 

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约翰

二书 1:9-10) 

在星期六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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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二书 1:10-11) 

所以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不要说，弟兄，神祝福你。你才不

要神祝福他们的恶行。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神在肉体中的彰

显，否认耶稣成为肉身而来的真理。所以别说神祝福你。你

可以说，愿神带给你真理。愿神带你离开黑暗，进入祂儿子

荣耀的光中。但不要说神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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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们的喜乐满足。(约

翰二书 1:12) 

喜乐满足就是主想要每个神的孩子都有的东西。约翰福音第

十五章中耶稣也提到过喜乐满足，是从居留在神里面来的。

在第十六章里的喜乐满足，是从你的祷告生活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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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

16:24) 

约翰一书里的喜乐满足，是从与神的相交得来的。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

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

话写给你们，使你们〔有古卷作我们〕的喜乐充足。(约翰

一书 1:3-4) 

那么二书里的喜乐满足是因为和耶稣基督的教会相聚相交而

生的。 

明天我们要到圣塔库司，和许多从北加州，内华达州，南奥

勒冈州的各各他教堂来的牧师聚会。我们将会见到几百个从

各地的各各他教堂来的服事者和同工，我非常期待这次聚

会。去年我们在那里的聚会棒极了，星期一晚上的礼拜完毕

后，我们聚在麦可麦金塔牧师的房间里直到凌晨一，两点。

我们聚在一起交流，谈论主正在做的事。当然我们能通过写

信彼此沟通，但是能够亲密地聚在一起，面对面的分享彼此

的思想体会，那种喜乐满足是别的方式不能比拟的。 



12 of 18 

约翰第二书，三书 

当我们谈论主的事业，谈到圣灵在我们的内心动工，通过我

们的生命动工，我们心中充满喜乐。“我还有许多事要写

给你们，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

喜乐满足。” 

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都问你安。(约翰二书 1:13) 

约翰三书 

在约翰三书里，约翰再一次称他自己是， 

作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约翰三书 1:1) 

大概这个该犹不是保罗在哥林多写的哥林多书里提及的该

犹。不然的话看起来好象这些信是写给以弗所地区的人们

的。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约翰三书 1:1-2) 

他对该犹说， 

亲爱的兄弟阿，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

魂兴盛一样。(约翰三书 1:2) 

有许多人引用这段经节作为医治的应许。他们有点歪曲了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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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把它弄成神的宣告，听起来象是神说最重要的是愿你凡

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但其实这是约

翰写给该犹的私人信件。他送给该犹这个美好的愿望，希望

他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就像我们写信给很久不见的朋友，

希望对方的身体健康。所以视此经节为神所作的医治的应许

并不符合圣经的原意。这是约翰对该犹的美好的祝愿。 

亲爱的兄弟阿，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

魂兴盛一样。(约翰三书 1:2) 

有趣的是这里显示出灵魂丰盛和身体健康有着某种关系。越

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人的身体健康与精神状态有着非常明确的

直接关系。我们正在认识到一个人的态度能够改变身体的化

学反应，不良的态度能够产生有害的化学元素从而影响身体

的健康。许多案例显示，精神状态与器官疾病之间绝对有关

系。心理学家说有百分之九十的疾病和人的心理状态有明确

的关系。我想，他们可能言过其实了。不过生病的确和心理

状态有关。所以约翰在此把身体健壮和灵魂丰盛联系起来。 

箴言有一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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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乐的心，乃是良药。(箴言 17:22) 

他们发现这话是很有科学性的。笑可以极大地帮助消化。你

应该在餐桌上摆一本笑话集。悲怨能腐蚀你生理的健康，导

致溃疡，产生有害的破坏性的化学元素。所以约翰将生理健

康和情绪态度或是精神状态联系在一起很有道理。 

亲爱的兄弟阿，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

魂兴盛一样。(约翰三书 1:2)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

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

比这个大的。(约翰三书 1:3-4) 

我同意约翰在这里所说的。我想一位牧师最大的喜乐是听到

他的孩子们行在真理中。有一天偶然遇见你在十五，二十年

前服事过的一个人，发现他行在真理中，再也没有比这更令

人激动，更大的喜乐了。 

同样地，再也没有比听到你的孩子背弃了真理，而陷入一些

怪异的异端邪说里更大的悲伤了。那真让人心痛致极。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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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翰三书 1:4) 

亲爱的兄弟阿，凡你向作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

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

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约翰三书 1:5-6) 

现在他谈到该犹如何对待游行传道人和先知。你曾款待他

们，一路帮助过他们。这点你做得很好。他们将你的爱告诉

大家。他们将你的好客说出来。 

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原文作那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

所取。(约翰三书 1:7) 

所以这些游行的先知为主的缘故，奉主的名到处去旅行传

道，但是他们不会向外邦人（新约里希腊文称之为异教徒）

索取任何的东西，因为在基督里的就是弟兄了。 

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

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

切，又住在各人之内。(歌罗西书 3:11) 

因此外邦人指的是那些在基督之外的人。 

我对今日教会有些筹集基金的技巧质疑，他们到大公司，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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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甚至世界地找财源来支持教会的事工。早期的先知并没

有这样做。事实上，诚如我告诉你的，若他们索要金钱，他

们会被认为是假先知。这就是为什么使徒写“使徒的教导”

那本书。他们说如果人索要金钱就是假先知。约翰在鼓励该

犹的好客，他给予人爱是好的。 

约翰说，你的善行已经被传扬开了。 

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作

工。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

腓不接待我们。(约翰三书 1:8-9) 

丢特腓是一个有趣的人物。我们看到多年下来他的罪慢慢显

露。一个在教会喜欢为首的人，他并不愿意给予，不管在任

何地方对任何人都一样。他只要作头。所以当这些先知来的

时候，他不接纳他们。实际上，他甚至拒绝主所爱的使徒约

翰。今日的教会仍有像丢特腓一样的人，他们在教会里追逐

权势，一心想要作头。 

所以约翰说， 

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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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

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约翰三书

1:10) 

这个家伙真是个暴君。他自己不愿接待游行的传道人，若教

会里有人接待他们，他还就将此弟兄赶出教会。 

约翰的劝勉是 

亲爱的兄弟阿，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

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约翰三书 1:11) 

约翰又一次强调人该做什么。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雅各书

1:22)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

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加拉太书 3:11) 

要知道耶稣基督并不能救你。你必须视祂为你的主并跟随

祂才能得救。并不是满嘴的使徒教义就能得救。而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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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你若行善，那么你是属乎神的；但是若你行恶，你

不真的认识神。 

低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作见证，(约翰三书 1:12) 

这封信大概是因为低米丢正要去该猷那里，此信是约翰给他

写的介绍信。约翰告诉他交给该犹，信中鼓励该犹当低米丢

到那里的时候要接待他。所以他说，“低米丢行善，有众

人给他作见证。” 

又有真理给他作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作见证。你也知道

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

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约翰

三书 1:12-14) 

和二书相同，当他结束三书时，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期待，是

见面，而不是靠写信写他心里的感受。 

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约翰三书 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