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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全書概覽  

約翰一書簡介 

 

寫作背景 

 

約翰一、二、三書本身皆未指明作者與受書人，但教會歷來認為這三卷書都是使

徒約翰寫的。 

由於書信的內容、措辭、觀念與約翰福音極為相似，學者多同意這三卷書信與約

翰福音是由同一位作者寫成。 

 

反對約翰福音與約翰書信出自同一作者的亦不乏人，他們指出約翰壹書與約翰   

福音的末世觀有所不同：約翰壹書論到的末世是將來的事，但約翰福音所描繪的

永生是信徒現今已享有的福氣，而主再來的道理則不見強調。不過，這種截然的

區分是武斷的。其實約翰福音也有「未來」的成分（參約 5:28-29; 6:39-40, 44; 

12:48），同樣約翰壹書亦有「現在」的成分（參 2:18）。由此可見這二書的末世

觀是一致的。 

 

本書流露長輩對晚輩說話的語氣，可知是使徒約翰晚年的作品。 

按早期教會的傳說，使徒約翰年老時曾在以弗所居住一段很長的時間，本 

書可能就是在該處寫成的。成書日期大約是主後 80 至 90 年代。 

 

對象: 小亞細亞教会 

比較約一與約翰所寫的啓示錄, 啓二章的七个教会都在小亞細亞, 可能正是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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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信人, 主對這七教会所講的話在語氣與內容上都與約一有相同處.[ 參 ECNT, 

Yarbrough, p.17-21] 

 

當時小亞細亞的教會正受著雛型諾斯底主義的異端影響，約翰所針對的異端便是

這主義的一些型態──克林妥主義 Cerinthusism, 幻影說 Docetism，這些異端也

認為知識是得救的條件，比信心、行為重要，物質是邪惡的，靈界才是善的。 

不僅如此，幻影說更認為：肉身既屬於物質，則神絕不能道成肉身，基督的肉身

是靈界的投影, 耶穌在世生活, 受死, 復活等不外是幻影, 救贖要藉奥袐知識, 

脫離物質世界, 他們挑戰耶穌的位格與工作.  

克林妥主義認為: 基督的靈是在耶穌這人受洗時臨到他身上，到他死前則離開了

他。使徒約翰為要針對這些錯謬，於是寫了約翰壹書，教導信徒辨明真道。 

 

諾斯底主義: Gnostics 

第一世紀雛型的諾斯底主義是知識主義與猶太教的律法主義混合的學說。知識主

義以物質為邪惡，認為人要藉著神祕的知識尋求拯救，脫離物質世界，返回靈界

的圓滿境域。 

 

幻影說: Docetism 

附: 以下是 Wikipdia 所給的定義: 

In Christianity, Docetism (from the Greek δοκέω [dokeō], "to seem") is the belief 

that Jesus' physical body was an illusion, as was his crucifixion; that is, Jesus only seemed 

to have a physical body and to physically die, but in reality he was incorporeal, a pure 

spirit, and hence could not physically die. This belief treats the sentence "the Word was 

made Flesh" (John 1:14) as merely figurative. Docetism has historically been regarded as 

heretical by most Christian theologians.[1] 

This belief is most commonly attributed to the Gnostics, many of whom believed that 

matter was evil, and as a result God would not take on a material body. This statement is 

rooted in the idea that a divine spark is imprisoned within the material body, and that the 

material body is in itself an obstacle, deliberately created by an evil, lesser god (the 

demiurge) to prevent man from seeing his divine origin. 

Docetism can be further explained as the view that since the human body is temporary and 

the spirit is eternal, the body of Jesus must have been an illusion and, likewise, his 

crucifixion. Even so, saying that the human body is temporary has a tendency to underc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belief in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and the goodness of created matter, 

and is in opposition to this orthodox view.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ristianity
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ek_language
http://en.wikipedia.org/wiki/Jesus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ucifixion
http://en.wikipedia.org/wiki/Gospel_of_John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ristian_heresy
http://en.wikipedia.org/wiki/Docetism#cite_note-0#cite_note-0
http://en.wikipedia.org/wiki/Gnosticism
http://en.wikipedia.org/wiki/God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miurge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surrection_of_the_dead
http://en.wikipedia.org/wiki/Orthod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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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should be noted that Docetism was the antithesis of Orthodox Christianity. In other 

words, it had always been considered heretical (as early as the first Council in Jerusalem) 

and therefore never really a part of Orthodox Christianity. Docetism was quite a common 

form of early Christianity, from around 70 AD for about 100 years.[2] Docetism largely died 

out during the first millennium AD. Gnostic movements that survived past that time, such 

as Catharism, incorporated docetism into their beliefs, but such movements were destroyed 

by the Albigensian  

 

當日教会狀况: 

*挑戰耶穌的位格與工作.  

*教会分裂, <從我們中間出去>,2:19-26,  

*不認耶穌的假先知, 謬妄的靈出現,4:1-6 

*這等人自以為靈歷高超, 說自己無罪.1:8 

*原有教会中信徒信仰被搖動, 需要被肯定.5:11,13; 2:24 

 

約翰一書在教会歷史上的重要性: 

1. 在保羅書信以外, 給初代教会的一個側影 

2. 顯示初代教会的信仰與行為 

3. 透露當代牧養模式; 訓練接班人, 团隊精神.(< 我們>,<你們>經常出現) 

4. 高舉神, 以神為中心的神學 

 

寫作目的: 

 

1. 糾正教義上的偏差 

2. 建立愛的群体 

 

主題特色 

 

約翰福音為耶穌作見證，表明祂是神的兒子，使人因信耶穌得永生（約 20:31）；

約翰一書則闡明「與神相交」之道 （1:3），與人分享在基督裡豐盛的生命，使

已相信耶穌的人確知自己有永生（5:13）， 並勉勵他們持守真道，不受異端分子

的迷惑（2:24-27）。因此約翰福音有如本書的前奏，而本書如同約翰福音的應用。 

本書與約翰福音在用詞和手法上十分相似，常再三重覆一些重要的課題，如光、

生命、真理、愛等、幫助那些已經認識神的信徒進入更深的屬靈經歷。 

作者往往從正、反兩面來討論同一論題，如光明與黑暗，愛神與愛世界，神的兒

女與魔鬼的兒女，愛與恨，真理的靈與謬妄的靈等。 

全書三番四次論到真信徒的三種標誌： 

1, 正確的信仰, right belief . 

http://en.wikipedia.org/wiki/Docetism#cite_note-Strong-1#cite_note-Strong-1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tharism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bigensian_Crus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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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守真理，不隨異端 

2. 服從(神)的行為,obedient behavior.  

   行為正直，不行不義 

3. 熱誠的愛心,devotional love 

  愛主愛人，不仇恨、不空談 

 

本書的鑰節經文有四: 

1.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你們喜樂充足 (1:4) 

2.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你們不犯罪 (2:1) 

3.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你們堅守真理 (2:26) 

4.    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你們知道你們有永生(5:13) 

 

約翰一書談到有關世界的看法：(可留待第四課討論) 

在新約原文中，「世界」一詞共出現 185 次，單約翰的著作便囊括了 105 次（福

音書 78 次，書信 24 次，啟示錄 3 次），其次是保羅書信──47 次。在約翰著作

中，「世界」（和合本譯成不同詞語，如世上、世間、世人、世界）有多重意義。 

１．指神所愛的宇宙和世人。 

  世界由神創造（約 1:3, 10）， 

  也是神愛和救贖的對象（約 3:16-17）。 

  因此基督成了肉身，成為世界的光（約 1:9; 8:12; 9:5）、救世主（約 4:42; 約  

 一 4:14），也為世人的罪作了挽回祭（約一 2:2），成了神的羔羊，背負世人 

 罪孽（約 1:29）。 

２．指與神為敵的體系。 

  這世界現今臥在惡者手下（約 12:31）。 

  因此當基督來到世上時，世人竟不認識祂（約 1:10; 約一 3:1）， 

  因此也不認識屬主的人（約一 3:1）。 

  相反地，世人憎恨、逼迫信徒（約 15:18-20; 17:14; 約一 3:13）， 

  正如他們憎恨主一樣（約 7:7; 15:18, 23-25）。 

 

約一 2:15 的「世界」便是指背叛神的整個世俗化體系──罪惡和試探的根源。 

同樣，約一 5:4 的「世界」代表一切世俗的潮流、試探的根源和敵對神的勢力。 

 

架構: 

 

沒有明顯架構, 圣經學者有不同分段法, 下列為較具代表性的三种: (七課, 十課, 

十二課, 小組可依查經進度, 組員程度, 分組討論時段等作選擇.) 

本課材採取十二課分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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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大綱: 

七課: 歷代文士分法, Yarbrough, ECNT    十課: F.F. Bruce 

1:1-2:6                               1:1-4 

2:7-17                                1:5-2:2 

2:18-3:8                               2:3-17 

3:9-4:6                                2:18-27 

4:7-14                                 2:28-3:24 

4:15-5:15                              4:1-6 

5:16-21                                4:7-21 

                                      5:1-5 

                                      5:6-12 

                                      5:13-21 

 

2 parts, Gary Burge, NIV application commentary 

本查經指引參考 Burge 兩部份, 分十二課: 

 

   背境導論--------------------------------------------------------------第一課 

   一. 前言: 1:1-4------------------------------------------------------------第二課 

   二. 第一部份: 1:5-3:10, 神是光---我們要行在光中 

   1:5-7 前題, 行在光中與行在黑暗中-----------------------------第三課 

   1:8-2:2 第一篇教訓, 抗拒罪 

   2:3-11 第二篇教訓, 遵守主命-------------------------------------第四課 

   2:12-17 第三篇教訓, 不要愛世界---------------------------------第五課 

   2:18-27 第四篇教訓, 責備異端------------------------------------第六課 

   2:28-3:10 第五篇教訓, 活得像神的兒女------------------------第七課 

   三. 第二部份: 3:11-5:12, 神是愛---我們要活在愛裡 

   3:11-24 切实彼此相愛-----------------------------------------------第八課 

   4:1-6 提防假先知-----------------------------------------------------第九課 

   4:7-21 我們愛因神先愛我們----------------------------------------第十課 

   5:1-12 勝過世界的生命見証-----------------------------------------第十一課 

四. 結語: 5:13-21 無懼走在神的光和愛中---------------------------第十二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