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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一书查经之二：第 2章——组長版 

 

破冰问题：1、是什麼因素使廣告對人很有誘惑力？ 

2、你認為在香煙外包裝紙盒上印“吸煙會引起肺癌”的說明會有什麼果效？ 

 

读经：约一 2:3-27 

 

2:3-11 第一部分：遵守主命 

提示：點出行在光中的三个試金石, 教訓的對象是己信基督徒. 

作者仍用<人若…>的假設語法來講論, 三个假設都是正面的,---人若說認識祂

(v.4), 人若說住在主裡(v.6), 人若說在光明中(v.9). 從三种不同角度講同一回

事. 正確的信仰, 需要有正確的行為表現, 這是約翰所強調的. 
 
 

思考问题 

*第一大題: 研討經文 2:3-5 

1. v.3-5列出本課第一個<人若…>，“認識神”的第一个試金石是什么? 

v.3是全段的立論, 認識神的人必然守神的誡命, 你同意嗎? 

2. <守神的誡命>與律法主義有什么分別? 誡命的總綱是什么?  

3. 怎樣才算認識神? 是認知還是関係? 是一次的經驗, 還是繼續的經歷? 你認識

神嗎? 

4. 為什么有些世間的<好人>,奉公守法, 又有愛心, 雖不接受基督, 行為却比一些

基督徒好?  認識神能改变人的行為嗎?人有可能認識神而不遵守祂的誡命嗎? 

5. 怎樣才算愛神? 愛神的最高表現是什么? 耶穌在這方面有什么教訓?( 參約

14:15,23,24; 15:10) 保羅又有什么支持?(林前 13:1,2,8,13) 

 

*第二大題: 研討經文 2:6-8 

1. 這段列出本課的第二个<人若…>, 這第二个試金石是什么? <住在主裡>是什么

意思? 

2. 怎樣才算<照主所行的去行>? 可能嗎? 是外在的效法, 還是有更深一層的袐

袂? . (參約 15章, 羅 6章與主联合) 

3. <舊命令>指什么? 為什么稱為舊命令? (參約 13:34) 

<新命令>又是什么? <新>在那裡? 関鍵在那裡? 

4. 為什么說:<在主是真的、在你們也是真的>? 

5. v.8中的<黑暗>和<真光>指什么? 真光<己經>照耀, 為什么還說黑暗<漸漸過去

>? 

6. 這新命令於你是真的嗎?  

 

*第三大題: 研討經文 2:9-11 

1. 這段列出本課的第三个<人若…>,這第三个試金石是什么? 

2. 為什么說恨弟兄的仍在黑暗中? <在黑暗裡>代表什么? 

3. v.10, <絆跌>是指自己被絆跌, 還是絆跌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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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常恨人的理由是什么? 在基督的倫理觀裡, 有沒有值得我們去愛, 或值得我

們去恨的人之分別?  (愛可愛的, 恨可惡的, 這觀念對嗎?) 

5. 請解釋圣經對愛的定義與世上人對愛的定義有何分別? 

6. 你如何對付<恨弟兄>的意念? 

 

2:12-17 第二部分:不要愛世界 

提示：約一 2:15 的「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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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大題: 研討經文 2:12-14 

1. 列出这段中频繁出現的詞句(key phrases 小子、父老、少年人、因为). 

約翰說話對象有幾類? <小子們>指誰?< 父老>與<少年人>又指誰? 為什么他要如此

分類? 為什么每句都要說<因為…>? 

比較 12-13上, 與 13下-14, 這兩段有何異同? 試分析這段的架構. 

作者何時曾寫信? 寫什么信? 為什么約翰要重提舊事? 

 

2. 作者對<小子們>說的兩句話: <你們的罪藉着主名得赦>, 與<你們認識父>有什

么関連嗎? (參徒 2:21, 約 1:18, 約一 2:-4) 

為什么作者對父老說: <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 这指什么? 為何強調<從起初

原有的>? 

為什么對少年人說:< 你們剛強, 勝了那惡者>?人怎樣勝那惡者? (參弗 6:12-18) 

為什么說已經/曾勝過, 基督徒得勝的潛力在那裡? 

 

第五大題: 研討經文 2:15-17 

1. 這三節經文的上半有什么共同的主題? 下半呢? 上, 下半有什么對比? 

試寫出這三節經文的架構, 留意對稱與對比. 

2. <世界>在這段 context上下文裡是指什么?正面還是負面? 

<愛世界>是什么意思? 你愛世界嗎? 神愛世界嗎? 你如何處理這張力? 

請列出約翰所說的三件<世界上的事>. 分別指什么? 

請比較這三种從世界來的引誘與創三蛇對始祖的引誘, 以及太四(可一, 路四) 耶

穌所受的試探. 并比較其成功與失敗的関鍵. 你學到什么功課? 

3. 你的世界觀是什么? 試比較信主前, 後的改变. 

 

2:18-27 第三部分: 敵基督 

提示：在前兩講裡約翰從道德倫理的觀點指出敵方的錯誤, 在第三講裡, 他正面揭

露對方在教義上的偏差. 言詞激厲, 情勢緊張, 末時己到, 敵基督己出現, 信徒要

份外儆醒. 

 

第三部分可分三段落討論: 

第一段: 2:18-20 末時與敵基督 

第二段: 2:20-23 基督論上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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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 2:24-27 預防 

 

第六大題: 2:18﹣20 

1. 什么是末時? 末時的徵兆是什么?( 參太廿四 3-14 )  

約翰稱他的時代為末時, 至今二千年己過, 末日還未來,你如何理解末時?( 參彼後

三章 8-10) 

2. 什么是<敵基督>? 是一個還是多個? 有何特性? 如何辨認? (參約一 4:3, 約二

7, 太 24:24, 可 13:22, 帖後 2:3的<大罪人>; 啟 13:1-18,17:3,7-17). 

你如何理解 19節的試驗: <從我們中間出去>的<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 為什么<屬

我們的, 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 為什么這些人要出去? 是不是凡离開堂会的人都

是敵基督? 是否表示教会不能容納異己?  

今天我們對信仰有偏差或迷失的人要存什么態度與對策? 要如何劃分友敵? 

3. v.20 <聖者>指誰? <恩膏>是什么?( 參 v.27)約翰在此是教授一個新知識嗎? 

信徒從那裡曾領受這知識?( 參可 13:14-23, 帖後 2:1-12) 

 

第七大題: 2:20-23 

1. v.20 <你們從那聖者受了恩膏>是指什么事?( 參 v.27) 

2. 約翰在 v.21中指出信徒是明白<真理>的, 他的用意是什么? 信徒是憑什么分辨

真理的 (v.20，約十四 16-17,26, 十六 13) ? 

3. 第 20-23節中指出敵基督最大的錯誤是什么? 牠的目的是什么?(參 v.26) 

4. <認耶穌為基督>有什么重要性? 認<父與子>的関係又有什么重要性? 為什么敵

基督不認這二真理? 

為什么<凡不認子的就沒有父, 認子的連父也有了>? 

 

第八大題: 2:24-27 

1. 這段的教訓是針對上述經文所提的什么危机?  

2. 在這段經文中, 有二个常出現的詞彙, 是與這段的主題(中心思想) 有関的, 請

找出來, 并說明這段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3. 作者勸信徒<務要常存在心裡>的兩件事是什么? 這兩件事那一件是主觀性的? 

那一件是客觀性的? 二者是否互相排斥, 還是互相配搭, 補充? 對我們今天處

理難題時有什么啓示? 

4. <存在><住在>在原文裡是同一个字, (英文譯作 abide或 remain), 中文分別譯

作<存>和<住>,兩者之間顯然有連帶関係, 請追誴這関連:作者要我們<存>什么? 

最終有什么果效? 從 25節看,人是如行得永生的? (參約 6:63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