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书㸡书
恰克 史密思 牧ⶰ ( 各各他教Ể )
今晚我Ẕ㜍查考乎翰二Ḏ和乎翰三Ḏ，及䉡大Ḏ，都是⋽章的很短的Ḏ信。乎翰二Ḏ及三
Ḏ然是十二使徒之一的乎翰所⅁的。背景是初期教Ể有些游行Ỉ道的先知，他Ẕ旅行到
孠多已乷建立起㜍的各᷒教Ể，⍹㋍他Ẕ栬言的才能，孚宜圣䀝的膏抹，⏗迪教定教Ể，
安慰圣者，建立起基督的身体。
有些人㜍到教Ể宣䦘自己有栬言的天峳，宜自己是奉主的名Ỉ道，而⭆旭上是假先知。他
Ẕ假冒先知Ỉ布擁宗的奪念。若有人徃我Ẕ征里㜍宜，我是神的先知，我要亁教Ể一᷒信
息。我ẔỂ把征人交亁我的助理牧ⶰ，先⭉察一番他所要孚的信息。
但是在初期教Ể的㖞候，就有此䰣游行Ỉ道人⚊体到⢬旅行，到各᷒教Ể去服事。其中不
免有㺍竽充㔘者。征些人㜍，宣䦘自己是先知，要奉神的名孚道。他Ẕ就宜，神宜了，要
准⢯一大份牛排晚餐，外加樔摫薯泥和青豆。往有的⢘䦘，主宜了，㺉足征᷒人的需要，
把他的摙袋塭㺉。
所以初代教Ể⅁些如何⮡待游行Ỉ道人的教Ể接待原⇁是十分必要的。有一本Ḏ叫做 “
Dedike”，意思是使徒的教⮤。在征本Ḏ里，使徒Ẕ指⮤各᷒教Ể如何判⇓假先知，并
ᷢ他Ẕ列出了一些辨⇓真假的奬⇁。比如，如果有人㜍服事，接待他Ẕ，照栦他Ẕ的需要
；若是他Ẕ停留超彯三天，那么他Ẕ一定是假先知，因ᷢ他Ẕ⺨始靠人生活。
他Ẕ在Ḏ里有一㜉确↧的奬定宜，如果他Ẕ以主的名ᷱ要求人准⢯餐䁡，并且他Ẕ若吃了
那餐䁡，他Ẕ就是假先知。但是若他Ẕ命令准⢯餐䁡亁峓䨟的人，而不是亁他Ẕ自己，那
么他Ẕ就⸼宍被接待并受人尊敬。若他Ẕ以主的名ᷱ要摙，他Ẕ是假先知。乎翰二Ḏ重䁡
是真理。然，征᷌封Ḏ信的ℭ容都⻢宫真理。在二Ḏ中，乎翰孚述了那些假先知和他Ẕ
所作的ℛ于耶䧋基督的假奩孩。
在三Ḏ里，他寜峋那᷒拒亅任何先知㜍教Ể孚道的人。他不愿接待任何的先知，因ᷢ他自
孌ᷢ杰出。在他⅁亁宍䉡的三Ḏ里，乎翰表㈔他在接待征些游行Ỉ道人和先知方面做得很
好，并且宜低米᷊⮮㜍到他Ẕ中斜，乎翰鼓≙他要接待低米᷊，因ᷢ他是᷒好人。所以征
᷌本Ḏ信的背景就是征些到⢬旅行的游行Ỉ道先知和Ỉ道者，有䁡像是初代教Ể的游牧民
族。然，征᷌封Ḏ信的主桀都是真理。
乎翰二Ḏ及三Ḏ里面，乎翰自䦘ᷢ攧老。 “攧老”的涵ᷱ是年乒大或古老；另外也是教
Ể里的一᷒⣜埼。每一᷒教Ể里都有自己的攧老峇峋䙹督教Ể之俴。希腊文的
”presbyturos,”，本只用于年老的人。乎翰⅁此Ḏ㖞，他或孠已乷超彯九十Ⱙ了，所以他
足以自䦘是攧老了。征᷌本Ḏ信，你可能Ể注意到都相䬨短。乎翰提到他有孠多想⅁的
事，但是他宜要保留到奩他Ẕ的㖞候面宰。他宁可面告孱他Ẕ，而不是⅁信亁他Ẕ。
在㖞，他Ẕ用㜍Ḏ⅁的材料是一种⭥八吋攧十吋的羊皮习，和我Ẕ在⬎校里用的䪼存本
习差不多。有趣的是，每封短信都⇂好能⅁㺉一栝征㟟大小的习⻈。所以很可能乎翰就是
用征种⭥八吋攧十吋的羊皮习㜍⅁他的短信。
他自䦘是年攧的人，
ష长⩹Ⓩಘ给ⵒ拣选Ⓩኯኯ㸡ࠜኯኯᡀషᩅఌୖྜྷࠝⓏඐዥࠊ (约⩮书 1:1)
征里的斖桀是那᷒蒙㊋徱的太太到底是宩，是真有其人，往是指他所⅁亁信的教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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ⵒ拣选Ⓩኯኯ㸡ࠜኯኯᡀషᩅఌୖྜྷࠝⓏඐዥࠊ (约⩮书 1:1)
我Ẕ不知道。但是他宜，
ᑯᠻ诚ᚨᡜ爱Ⓩ ࠊ ఢᠻ爱 㸡 ஒୌว▩㐠┷⌦ெᡜ爱Ⓩ ࠊ(约⩮书 1:1)
正如我前面宜彯的，真理是征本Ḏ信的主桀。
爱们为┷⌦Ⓩ缘ᨶ㸡这┷⌦Ꮛᅹᠻ们㔓㟻㸡ஒᚪỄ远ᠻ们ྜྷᅹࠊ (约⩮书
1:2)
耶䧋宜，我的宅就是真理。祂宜，
ኮᆀさ废ཡ㸡ᠻⓏ话༴⬗废ཡࠊ (马ኯ⚗㡚 24:35)
真理永径存在。所以我䇙在真理中；我䇙真理；及一切知道真理之人，䇙你Ẕ是ᷢ真理的
什故。
ᝬ㸡ᛥ悯㸡ᖲᏭ㸡∏♼ඐᏄ⪠稣ᇱ╡㸡ᅹ┷⌦爱ᚨ୕㸡ᚪᖏᠻ们ྜྷᅹ
ࠊ (约⩮书 1:3)
恩惠，怜し，平安是新乎里常用的斖候宕。通常只有恩惠，平安，有㖞Ể加上怜し。斖候
提摩太和提多是恩惠，怜し和平安。神的恩典无㜉件的施恩予你。你得到你不配得的神的
良善，神的祝福，然而神⮮他Ẕ峸亁你。征就是恩典。怜し，是指你得不䛨你所宍得的
㖞候，就宍求怜し了。
大⌓䤟告的㖞候，就非常明智，
ࠜኬ卫ᢾ♟ᕧྜྷᐄ௧ྟ㸡▩ᣙ单ᮮ见ࠊష这诗㸡ஹఖ长ࠊࠝ ♼㜷 㸡 ị
ᣠⓏិ爱ᛥ᜔ᠻ 㸡 ᣠ୲┊ⓏិᝊᾍᢧᠻⓏ过≚ࠊ (诗⠅ 51:1)
每我䤟告㖞，我是䤟告神啊，按你的慈䇙怜し我。我Ṷ不宜，神啊，我要公平，我要
是得不到宍得的，就Ể煎熬晦耐。但是神比我的䤟告更徃一步，亁我恩典。嘿！祂亁我不
配得的神的䇙、良善、仁慈和祝福。我不配得但是祂⌜峸予我神的恩惠，怜し，平安。
祂宜，ᠻ见Ⓩඐዥ㸡᭯↯ᠻ们∏ᡜུ௦㐺⾔┷⌦Ⓩ㸡ᑯ⏊欢ႌࠊ (约⩮
书 1:4)
要你原不知道征本Ḏ的主桀是真理，你䍘在⸼宍知道了吧！到目前ᷢ止，乎翰在每一刪乷
文里都至少有一次提到真理，有㖞甚至超彯一次。
ᠻ见Ⓩඐዥ㸡᭯↯ᠻ们∏ᡜུ௦㐺⾔┷⌦Ⓩ㸡ᑯ⏊欢ႌࠊኯኯ㜷㸡ᠻ现ᅹ
劝㸡ᠻ们ኬᐓさᙴṀ┞爱ࠊ这ᖵᠻୌ᮪᩺௦给㸡ᠻ们㉫ิᡜུ
Ⓩ௦ࠊ (约⩮书 1:4-5)
征真是新乎的本峐和耶䧋的宓命。耶䧋宜，
ᠻ赐给们ୌ᮪᩺௦㸡྆们ᙴṀ┞爱ࠊᠻᛘ样爱们㸡们ஒさᛘ样┞
爱ࠊ (约⩮ 13:34)
耶䧋宜，
们ⱕ᭯ᙴṀ┞爱Ⓩᚨ㸡ఊெᅄṀᑯ认ฝ们ᠻⓏ门ᚈࠊ (约⩮ 13:35)
征是⮡世界作出的信⎟。
不幸地，教Ể亁世界的奩孩并不太好。教Ể斜彼此ḱ孢，教Ểℭ部ḱ斗和分裂，⮡世界是
非常坏的奩孩。根本不能㗦示我Ẕ是祂的斐徒。
ᠻ们ᅄ为爱ᘭඕ㸡ᑯ晓ᚋᕥ经ฝṒථ⏍ࠊ (约⩮ୌ书 3:14)
我怎么知道我真的已乷出死入生了？神把⮡弟兄的䇙种植在我的心中。我Ẕ最初的宓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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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Ẕ⸼宍彼此相䇙。
ᠻ们ⱕ↯Ⓩ௦⾔㸡这ᑯ爱ࠊ们㉫ิᡜྲ见ᙔ⾔Ⓩ㸡ᑯ这௦ࠊ (约⩮
书 1:6)
所以我Ẕ⸼宍行在䇙中。彼此相䇙。征就是神所有的大䇙，是䈢牲自我，不出桶⣜，无私
奉䋖的䇙。
下面他孚到，
ᅄ为ୠ୕᭯许ኣ㏖ᝠெⓏฝᮮ㸡们认⪠稣ᇱ╡ᠺ⫏㌗ᮮⓏࠊ这ᑯ㑛㏖ᝠ
ெ㸡敌ᇱ╡Ⓩࠊ (约⩮书 1:7)
存得在一Ḏ中乎翰宜，
亲爱Ⓩᘭඕ㜷㸡ୌวⓏ⅃㸡们ྊ㒌ಘࠊ总さ试验㑛ற⅃ฝந♼Ⓩࠊᅄ为
ୠ୕᭯许ኣೣ▩ᕥ经ฝᮮࠊฉ⅃认⪠稣ᇱ╡ᠺ⫏㌗ᮮⓏ㸡ᑯฝந♼Ⓩࠊ
Ṁ们ྊ௧认ฝ♼Ⓩ⅃ᮮࠊฉ⅃认⪠稣㸡ᑯฝந♼ࠊ这㑛敌ᇱ╡⩽Ⓩ⅃
ࠊ们๑ྲ见さᮮࠊ现ᅹᕥ经ᅹୠ୕ࠊ (约⩮ୌ书 4:1-3)
他又宜到，
ᅄ为ୠ୕᭯许ኣ㏖ᝠெⓏฝᮮ㸡们认⪠稣ᇱ╡ᠺ⫏㌗ᮮⓏࠊ这ᑯ㑛㏖ᝠ
ெ㸡敌ᇱ╡Ⓩࠊ (约⩮书 1:7)
非常有趣，征刪嘥然看起㜍和一Ḏ的ℭ容相同，但在希腊原文里⌜稍有不同。他Ẕ的⋢⇓
在于㖞⾩。我Ẕ今晚所宣的二Ḏ，直接宜“成了肉身㜍的。”。在一Ḏ里，是宜祂已乷成
了肉身㜍的；就是指祂第一次的㜍ᷜ是在肉身里。
客斯替教徒宣䦘耶䧋只是᷒幻影，嘂影。以人的㟟子出䍘，但不是真的存在。那只是人眼
中的幻影。每一件物峐的᷄西都是邪〞的，每件物峐构成的事物本身都亏承了邪〞。如果
耶䧋有肉体的身子，那么祂就是邪〞的，就不可能是神；因此祂㱉有肉身，因ᷢ肉身是邪
〞的。所有的物峐都是邪〞的。客斯替教徒教⮤人宜耶䧋只是᷒幻影。他Ẕ有᷒故事宜，
耶䧋走在沙上，你看不奩任何祂的僂印。他Ẕ亾出各㟟征䰣的事情，㜍宜明祂并非真的成
ᷢ肉身而㜍。
乎翰在一Ḏ里宜到，无孢任何嘴上宣䦘什么，你可以孽樴出那䀝是否真ᷢ神的䀝。征᷒孽
樴就是斖：祂是肉身㜍的⎿？征里有一䁡值得注意，就是耶和⋶奩孩Ể否孌耶䧋以肉身而
㜍。他Ẕ孌ᷢ祂以Ⰶ䀝的形式㜍ᷜ，于1914年，在密室里建立了神的⚥度。祂并不真地道
成肉身而㜍。持有征般教ᷱ的是什么㟟的人呢？
ᅄ为ୠ୕᭯许ኣ㏖ᝠெⓏฝᮮ ， 们认⪠稣ᇱ╡ᠺ⫏㌗ᮮⓏࠊ这ᑯ㑛㏖
ᝠெ ， 敌ᇱ╡Ⓩࠊ (约⩮书 1:7)
们さᑚᚨ㸡さཡ们ࠜ᭯ཿ༶షᠻ们ࠝᡜషⓏᕝ㸡さᚋ╌满㊂Ⓩ赏赐ࠊฉ
㉲过ᇱ╡Ⓩᩅ训㸡ᖏᏬ╌Ⓩ㸡ᑯἈ᭯♼ࠊ (约⩮书 1:8-9)
嘥然耶和⋶奩孩Ể宣䦘信天父，然而他Ẕ⌜否孌基督，⭆旭上就是否孌天父。
ᖏᏬ这ᩅ训Ⓩ㸡ᑯ᭯∏ཧ᭯Ꮔࠊⱕ᭯ெ们㑛㔓㸡 (约⩮书 1:9-10)
在星期六早晨，
传这ᩅ训㸡さᐓ㔓㸡ஒさ问ⓏᏭࠊᅄ为问ᏭⓏ㸡ᑯᅹⓏ恶⾔
୕᭯ฦࠊ (约⩮书 1:10-11)
所以他Ẕ离⺨的㖞候，不要宜，弟兄，神祝福你。你才不要神祝福他Ẕ的〞行。他Ẕ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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孌耶䧋基督是神在肉体中的彰㗦，否孌耶䧋成ᷢ肉身而㜍的真理。所以⇓宜神祝福你。你
可以宜，愿神ⷎ亁你真理。愿神ⷎ你离⺨黑暗，徃入祂儿子匋耀的光中。但不要宜神祝福
你。
ᠻ还᭯许ኣさ给们㸡༴ឰណ⏕纸ቕฝᮮࠊఢ┡᭻们㑛㔓㸡们ᙔ
㟻谈论㸡们Ⓩႌ乐满㊂ࠊ (约⩮书 1:12)
喜᷸㺉足就是主想要每᷒神的孩子都有的᷄西。乎翰福音第十五章中耶䧋也提到彯喜᷸㺉
足，是Ṷ居留在神里面㜍的。在第十六章里的喜᷸㺉足，是Ṷ你的䤟告生活㜍的。
ዯ们ịᑯᚪᚋ╌㸡྆们Ⓩႌ乐ྊ௧满㊂ࠊ (约⩮ 16:24)
乎翰一Ḏ里的喜᷸㺉足，是Ṷ与神的相交得㜍的。
ᠻ们ᑑᡜ┫见㸡ᡜྲ见Ⓩ㸡传给们㸡们ᠻ们┞ஹ㸡ᠻ们∏ᖵඐᏄ
⪠稣ᇱ╡┞ஹⓏࠊᠻ们ᑑ这ற话给们㸡们ࠜ᭯ཿ༶షᠻ们ࠝⓏႌ乐ඖ㊂ࠊ
(约⩮ୌ书 1:3-4)
那么二Ḏ里的喜᷸㺉足是因ᷢ和耶䧋基督的教Ể相聚相交而生的。
明天我Ẕ要到圣塔⸻司，和孠多Ṷ北加州，ℭ⋶彦州，南⤍勒冈州的各各他教堂㜍的牧ⶰ
聚Ể。我Ẕ⮮Ể奩到几百᷒Ṷ各地的各各他教堂㜍的服事者和同工，我非常期待征次聚Ể
。去年我Ẕ在那里的聚Ể棒极了，星期一晚上的䣤拜完㭽后，我Ẕ聚在湎可湎金塔牧ⶰ的
房斜里直到凌晨一，᷌䁡。我Ẕ聚在一起交流，宰孢主正在做的事。然我Ẕ能通彯⅁信
彼此㱇通，但是能⣇Ṛ密地聚在一起，面⮡面的分享彼此的思想体Ể，那种喜᷸㺉足是⇓
的方式不能比㊇的。
我Ẕ宰孢主的事᷂，宰到圣䀝在我Ẕ的ℭ心≐工，通彯我Ẕ的生命≐工，我Ẕ心中充㺉
喜᷸。“ ᠻ还᭯许ኣさ给们㸡ఢ┡᭻们㑛㔓㸡们ᙔ㟻谈论㸡们
Ⓩႌ乐满㊂ࠊ ”
㑛ⵒ拣选ጘግⓏඐዥ㒌问Ꮽࠊ (约⩮书 1:13)
乎翰三Ḏ
在乎翰三Ḏ里，乎翰再一次䦘他自己是，
ష长⩹Ⓩಘ给亲爱Ⓩ该≠㸡 (约⩮书 1:1)
大概征᷒宍䉡不是保仿在哥林多⅁的哥林多Ḏ里提及的宍䉡。不然的宅看起㜍好象征些信
是⅁亁以弗所地⋢的人Ẕ的。
ᑯᠻ诚ᚨᡜ爱Ⓩࠊ (约⩮书 1:1-2)
他⮡宍䉡宜，
亲爱Ⓩඕᘭ㜷㸡ᠻឰฉ兴┊㸡㌗మኅ㸡ḿዯⓏ⅃㨞兴┊ୌ样ࠊ (约⩮书
1:2)
有孠多人引用征段乷刪作ᷢ⋣治的⸼孠。他Ẕ有䁡歪曲了圣乷，把它弄成神的宣告，听起
㜍象是神宜最重要的是愿你凡事ℜ盛，身体健⢖，正如你的䀝魂ℜ盛一㟟。但其⭆征是乎
翰⅁亁宍䉡的私人信件。他送亁宍䉡征᷒美好的愿望，希望他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就像
我Ẕ⅁信亁很久不奩的朋友，希望⮡方的身体健康。所以奮此乷刪ᷢ神所作的⋣治的⸼孠
并不符合圣乷的原意。征是乎翰⮡宍䉡的美好的祝愿。
亲爱Ⓩඕᘭ㜷㸡ᠻឰฉ兴┊㸡㌗మኅ㸡ḿዯⓏ⅃㨞兴┊ୌ样ࠊ (约⩮书
1:2)
有趣的是征里㗦示出䀝魂丰盛和身体健康有䛨某种ℛ系。越㜍越多的研究㗦示人的身体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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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与精神䉞⾩有䛨非常明确的直接ℛ系。我Ẕ正在孌孮到一᷒人的⾩度能⣇改⎀身体的化
⬎反⸼，不良的⾩度能⣇ṏ生有害的化⬎元素Ṷ而影⑵身体的健康。孠多案例㗦示，精神
䉞⾩与器官疾病之斜亅⮡有ℛ系。心理⬎家宜有百分之九十的疾病和人的心理䉞⾩有明确
的ℛ系。我想，他Ẕ可能言彯其⭆了。不彯生病的确和心理䉞⾩有ℛ。所以乎翰在此把身
体健⢖和䀝魂丰盛俼系起㜍。
箴言有一句宅宜，
ႌ乐Ⓩᚨ㸡Ⰳ药ࠊ (⟷ゕ 17:22)
他Ẕ⍹䍘征宅是很有科⬎性的。笑可以极大地ⷖ助消化。你⸼宍在餐桌上㏮一本笑宅集。
悲怨能腐嘨你生理的健康，⮤致㸫䕉，ṏ生有害的破坏性的化⬎元素。所以乎翰⮮生理健
康和情互⾩度或是精神䉞⾩俼系在一起很有道理。
亲爱Ⓩඕᘭ㜷㸡ᠻឰฉ兴┊㸡㌗మኅ㸡ḿዯⓏ⅃㨞兴┊ୌ样ࠊ (约⩮书
1:2)
᭯ᘭඕᮮ证᪺ᚨ㔓ᏋⓏ┷⌦㸡ḿዯᣠ┷⌦⪃⾔㸡ᠻᑯ⏊ႌ乐ࠊᠻྲ见ᠻⓏඐዥ
们ᣠ┷⌦⪃⾔㸡ᠻⓏႌ乐ᑯἈ᭯Ẓ这୬ኬⓏࠊ (约⩮书 1:3-4)
我同意乎翰在征里所宜的。我想一位牧ⶰ最大的喜᷸是听到他的孩子Ẕ行在真理中。有一
天偶然遇奩你在十五，二十年前服事彯的一᷒人，⍹䍘他行在真理中，再也㱉有比征更令
人激≐，更大的喜᷸了。
同㟟地，再也㱉有比听到你的孩子背⺫了真理，而陷入一些怪异的异端邪宜里更大的悲Ọ
了。那真孑人心痛致极。
ᠻྲ见ᠻⓏඐዥ们ᣠ┷⌦⪃⾔ ， ᠻⓏႌ乐ᑯἈ᭯Ẓ这୬ኬⓏࠊ (约⩮书 1:4)
亲爱Ⓩඕᘭ㜷㸡ฉྡྷషᐂ᪉ᘭඕᡜ⾔Ⓩ㸡㒌ᚽᚨⓏࠊ们ᅹᩅఌ㟻๑证᪺
Ⓩ爱ࠊⱕ㒼ᚋ过♼㸡ᖇຐ们ᙸ๑⾔㸡这ᑯይࠊ (约⩮书 1:5-6)
䍘在他宰到宍䉡如何⮡待游行Ỉ道人和先知。你曾款待他Ẕ，一路ⷖ助彯他Ẕ。征䁡你做
得很好。他Ẕ⮮你的䇙告孱大家。他Ẕ⮮你的好客宜出㜍。
ᅄ们为Ⓩྞࠜཋᩝష㑛ྞࠝฝአ㸡对நአ㑝ெୌᡜཱིࠊ (约⩮书 1:7)
所以征些游行的先知ᷢ主的什故，奉主的名到⢬去旅行Ỉ道，但是他Ẕ不Ể向外邦人（新
乎里希腊文䦘之ᷢ异教徒）索取任何的᷄西，因ᷢ在基督里的就是弟兄了。
ᅹṀᖵฦᕵฺᑷெ㸡≠ኯெ㸡ུ♡Ⓩ㸡ᮅུ♡Ⓩ㸡አெࠉこཿᥞெ㸡为ዦ
Ⓩ㸡⮤Ⓩࠊᝫ᭯ᇱ╡ໜᣋୌว㸡ཧపᅹெහࠊ (ḯ罗こ书 3:11)
因此外邦人指的是那些在基督之外的人。
我⮡今日教Ể有些䬡集基金的技巧峐疑，他Ẕ到大公司，商家，甚至世界地找峊源㜍支持
教Ể的事工。早期的先知并㱉有征㟟做。事⭆上，宂如我告孱你的，若他Ẕ索要金摙，他
ẔỂ被孌ᷢ是假先知。征就是ᷢ什么使徒⅁“使徒的教⮤”那本Ḏ。他Ẕ宜如果人索要金
摙就是假先知。乎翰在鼓≙宍䉡的好客，他亁予人䇙是好的。
乎翰宜，你的善行已乷被Ỉ㈔⺨了。
ᡜ௧ᠻ们应该ᙽ这样Ⓩெ㸡྆ᠻ们们ୌྜྷ为┷⌦షᕝࠊᠻ᭧␆␆Ⓩಘ给ᩅ
ఌࠊఢ㑛ᅹᩅఌ୯ይ为㤫Ⓩ丢≁⭄ᙽᠻ们ࠊ (约⩮书 1:8-9)
᷊特腓是一᷒有趣的人物。我Ẕ看到多年下㜍他的罪慢慢㗦露。一᷒在教Ể喜㫊ᷢ首的人
，他并不愿意亁予，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人都一㟟。他只要作⣜。所以征些先知㜍的
㖞候，他不接乛他Ẕ。⭆旭上，他甚至拒亅主所䇙的使徒乎翰。今日的教Ể仍有像᷊特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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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㟟的人，他Ẕ在教Ể里追逐㛫≧，一心想要作⣜。
所以乎翰宜，
ᡜ௧ᠻⱕཡ 㸡 ᚪさᥞ说ᡜ⾔Ⓩ 㸡 ᑯ⏕恶ゕዱ论ᠻ们ࠊ还௧Ṁ为㊂ 㸡 
⮤ᕤᙽᘭඕ 㸡 ᭯ெឰណᙽ 㸡 ஒ⚏Ḿ 㸡 ᖵᑑᙽᘭඕⓏெ㉪ฝᩅఌࠊ (约
⩮书
1:10)
征᷒家伙真是᷒暴君。他自己不愿接待游行的Ỉ道人，若教Ể里有人接待他Ẕ，他往就⮮
此弟兄赶出教Ể。
乎翰的≅勉是
亲爱Ⓩඕᘭ㜷㸡さᨸἪ恶㸡྅さᨸἪၻࠊ⾔ၻⓏᒌஆ♼ࠊ⾔恶Ⓩᮅ᭧见过♼ࠊ (
约⩮书 1:11)
乎翰又一次⻢宫人宍做什么。
྅们さ⾔㐠㸡さ单单ྲ㐠㸡⮤ᕤḥယ⮤ᕤࠊ (㞖书 1:22)
Ἀ᭯ୌ୬ெ㟹╌ᚂἪᅹ♼㟻๑⛘义㸡这᪺显Ⓩࠊᅄ为经୕说 “义ெᚪᅄಘᚋ
⏍ࠊ ” (ຊᢴኯ书 3:11)
さ▩㐠⪠稣ᇱ╡ᖵ ⬗ᨾࠊᚪ须视祂为Ⓩᖵ㊞㝮祂ᡧ⬗ᚋᨾࠊᖵ满ი
Ⓩᚈᩅ义ᑯ⬗ᚋᨾ ࠊ⪃Ⓩ⾔为㸯 ⱕ⾔ၻ㸡㑛么ᒌஆ♼Ⓩ㸰ఢⱕ⾔
恶㸡┷Ⓩ认识♼ࠊ ⡷丢⾔ၻࠉ᭯ఊெ给ష见证㸡 (约⩮书 1:12)
征封信大概是因ᷢ低米᷊正要去宍猷那里，此信是乎翰亁他⅁的介乵信。乎翰告孱他交亁
宍䉡，信中鼓≙宍䉡低米᷊到那里的㖞候要接待他。所以他宜，“ ⡷丢⾔ၻ㸡᭯ఊ
ெ给ష见证ࠊ ”
ཧ᭯┷⌦给ష见证ࠊᑯᠻ们ஒ给ష见证ࠊஒ▩㐠ᠻ们Ⓩ见证┷Ⓩࠊᠻཋ
᭯许ኣさ给㸡༴ឰណ⏕➑ቕ给ࠊఢ┡᭻ᛄᛄⓏ见㸡ᠻ们ᑯᙔ㟻谈论
ࠊ (约⩮书 1:12-14)
和二Ḏ相同，他乻束三Ḏ㖞，我Ẕ可以看到他的期待，是奩面，而不是靠⅁信⅁他心里
的感受。
ఢ┡᭻ᛄᛄⓏ见㸡ᠻ们ᑯᙔ㟻谈论ࠊ (约⩮书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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