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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书对象: 
以弗所教會外邦信徒

寫作地点:
以弗所教會

約翰壹書主旨
1. 鼓励读者与神和祂儿子耶稣基督保持亲密的相交

2. 警告读者不可听信会破坏这种相交之谬论。



诺斯底主义（希腊文gnosis意即知识）興起於第一世紀末，盛行於二、三世紀的異端，企圖將福音與當時盛行的哲學思想

融合起來，派別繁多。约翰写约翰壹书时，诺斯底主义异端已经兴起，这些诺斯底主义者自称是基督徒，但声称具有额外

知识，乃是超越众使徒所教导的。他们公言，一个人除非获他们传授更深奥的「真理」，否则心灵就不能完完全全地得着

满足。

各个诺斯底主义者而有所差异(注 4)，归纳起来其最基本的主张有二

1) 宇宙二元论：主张灵界是善的，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是邪恶的，二者相互对抗、完全不相混淆。

2) 知识是救赎的途径：人必须靠知识与智慧，才能将灵魂从肉体的桎梏中释放出来。

约翰壹书 - 背景 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



诺斯底主义（希腊文gnosis意即知识）興起於第一世紀末，盛行於二、三世紀的異端，企圖將福音與當時盛行的哲學思想

融合起來，派別繁多。约翰写约翰壹书时，诺斯底主义异端已经兴起，这些诺斯底主义者自称是基督徒，但声称具有额外

知识，乃是超越众使徒所教导的。他们公言，一个人除非获他们传授更深奥的「真理」，否则心灵就不能完完全全地得着

满足。

各个诺斯底主义者而有所差异(注 4)，归纳起来其最基本的主张有二

1) 宇宙二元论：主张灵界是善的，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是邪恶的，二者相互对抗、完全不相混淆。

2) 知识是救赎的途径：人必须靠知识与智慧，才能将灵魂从肉体的桎梏中释放出来。

根据这样的思想所带出来的伦理影响有四方面：

1) 肉体是邪恶的，所以要禁欲。

2) 肉体既然无用，我们可以漠视它，或放纵它。

3) 自认为属灵，以为灵魂既已脱离肉体辖制，不受肉体侵害，就以自己为无罪。

4) 区分有知识、已经得释放的属灵人和未获此能力的人，而且前者轻看后者。

约翰壹书 - 背景 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



諾斯底主義（希臘文gnosis意即知識）興起於第一世紀末，盛行於二、三世紀的異端，企圖將福音與當時盛行的哲學思想

融合起來，派別繁多。約翰寫約翰壹書時，諾斯底主義異端已經興起，這些諾斯底主義者自稱是基督徒，但聲稱具有額外

知識，乃是超越眾使徒所教導的。他們公言，一個人除非獲他們傳授更深奧的「真理」，否則心靈就不能完完全全地得著

滿足。

各個諾斯底主義者而有所差異(注 4)，歸納起來其最基本的主張有二

1) 宇宙二元論：主張靈界是善的，所創造出來的物質是邪惡的，二者相互對抗、完全不相混淆。

2) 知識是救贖的途徑：人必須靠知識與智慧，才能將靈魂從肉體的桎梏中釋放出來。

根據這樣的思想所帶出來的倫理影響有四方面：

1) 肉體是邪惡的，所以要禁欲。

2) 肉體既然無用，我們可以漠視它，或放縱它。

3) 自認為屬靈，以為靈魂既已脫離肉體轄制，不受肉體侵害，就以自己為無罪。

4) 區分有知識、已經得釋放的屬靈人和未獲此能力的人，而且前者輕看後者。

從這種想法匯出兩種反對道成肉身的基督論異端

1) 幻影說(Docetism):幻影說主張，基督只是像有肉體存在，卻無真正的肉身、血液、物質或身軀，耶穌的肉體只是無實體的幻像。

2) 色林妥主義(Cerinthianism)：它主張耶穌只是一個人，只有當他受洗時，基督的靈才臨到他；而當他上十字架時，這靈又離開他。

事實上，耶穌基督具有神人二性，他是完全的神，道成肉身成完全的人。任何否定耶穌基督神性或人性的主張，都是異端。

約翰壹書就是要來對付這樣的異端。

約翰壹書 - 背景 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



约翰壹书的内容大纲

1. 使徒约翰对生命之道的见证

2. 信徒应当彼此相爱

3. 分辨诸灵

4. 人的罪与神的道



1.使徒約翰對生命之道的見證

1.認識上帝
o上帝是天父。

o上帝就是光，他在光明中，在他毫無黑暗。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我們也真是他的
兒女！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未曾認識他。 (约壹 3:1)
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凡愛生他之神的，也必愛從神生的。
(约壹 5:1)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做神的兒女。 (约 1:12)

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
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约壹 1:5)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
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
罪。(约壹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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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認識上帝
o上帝是天父。

o上帝就是光，他在光明中，在他毫無黑暗。

o上帝是信實的、公義的，只要我們承認自己的罪，他都要赦免。

o上帝就是愛。

o上帝是真實的。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神的兒女，我們也真是他的
兒女！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未曾認識他。 (约壹 3:1)
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凡愛生他之神的，也必愛從神生的。
(约壹 5:1)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做神的兒女。 (约 1:12)

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
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约壹 1:5)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
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
罪。(约壹 1:7)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有
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

神，因為神就是愛。神差他獨生子到世間來，使我們藉著他得
生，神愛我們的心在此就顯明了。 (约壹 4:7-9)

神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
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
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
的不義。 (约壹 1:9)

我們也知道神的兒子已經來到，且將智慧賜給我們，使我們認
識那位真實的；我們也在那位真實的裡面，就是在他兒子耶穌
基督裡面。這是真神，也是永生。(约壹 5:20)



1.使徒約翰對生命之道的見證

1.認識上帝

2.認識耶穌
o耶穌是基督

o耶穌是上帝的兒子

o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

誰是說謊話的呢？不是那不認耶穌為基督的嗎？不認父與子的，這就是敵基督的。(约壹 2:22)
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凡愛生他之神的，也必愛從神生的。(约壹 5:1)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
子耶穌基督相交的。 (约壹 1:3)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
們一切的罪。(约壹 1:7)
凡認耶穌為神兒子的，神就住在他裡面，他也住在神裡面。(约壹 4:15)

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來的，就是出於神的，
從此你們可以認出神的靈來。 (约壹 4:2)



1.使徒約翰對生命之道的見證

1.認識上帝

2.認識耶穌
o耶穌是基督
o耶穌是上帝的兒子
o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
o耶穌顯現為要除掉人的罪

o耶穌是中保

o耶穌是父所差來的世人的救主

你們知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並沒有罪。(约壹 3:5)
他為我們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單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 (

约壹 2:2)
你們若知道他是公義的，就知道凡行公義之人都是他所生的。(约壹
2:29)
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
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约壹 1:7)

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叫你們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
父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 (约壹 2:1)

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這是我們所看見且作見證的。 (约壹 4:14)



1.使徒約翰對生命之道的見證

1.認識上帝

2.認識耶穌
o耶穌是基督
o耶穌是上帝的兒子
o耶穌基督是道成肉身
o耶穌顯現為要除掉人的罪
o耶穌是中保
o耶穌是父所差來的世人的救主
o主耶穌就是生命

這生命已經顯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現在又作見證，將原與父同
在且顯現於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约壹 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约壹
5:12)



1.使徒約翰對生命之道的見證

1.認識上帝

2.認識耶穌

3.認識聖靈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裡，並不用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
事上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裡面。
(约壹 2:27)
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我們所以知道神住在我們裡
面，是因他所賜給我們的聖靈。(约壹 3:24)
作見證的原來有三，就是聖靈、水與血，這三樣也都歸於一。(约壹 5:8)

請分享:
▪ 你有這樣的體會，在疑慮不安時得到聖靈的安慰嗎
▪ 或者不知如何前行，而得到聖靈的指引？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
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约 17:3)



2.信徒应当彼此相爱

1.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而要愛父。

•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
就不在他裡面了。

•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
並今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唯獨遵行神旨意的，
是永遠常存。(约壹 2:15-17)

• 勝過世界的是誰呢？不是那信耶穌是神兒子的
嗎？ (约壹 5:5)



2.信徒应当彼此相爱

1.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而要愛父。

2. 愛上帝、認識上帝的人就要遵守他的誡
命、遵守他的道，這樣的愛才是真愛。

• 我們若遵守他的誡命，就曉得是認識他。人若說「我
認識他」，卻不遵守他的誡命，便是說謊話的，真理
也不在他心裡了。凡遵守主道的，愛神的心在他裡面
實在是完全的；從此，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主裡面。
(约壹 2:3-5)

• 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
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约壹 3:23)

• 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上帝所受的命令。
(约壹 4:21) 



2.信徒应当彼此相爱

1.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而要愛父。

2. 愛上帝、認識上帝的人就要遵守他的誡
命、遵守他的道，這樣的愛才是真愛。

3. 要彼此相愛是因為上帝先愛我們。

• 親愛的弟兄啊，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
此相愛。(约壹 4:11)

•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约壹 4:19)
•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

神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
神。(约壹 4:7) 

• 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
和誠實上。(約壹 3:18)



2.信徒应当彼此相爱

1.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而要愛父。

2. 愛上帝、認識上帝的人就要遵守他的誡
命、遵守他的道，這樣的愛才是真愛。

3. 要彼此相愛是因為上帝先愛我們。

4. 彼此相愛的結果，我們愛上帝的心也會
逐漸完全。

•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
我們裡面，愛他的心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了。(
约壹 4:12)

• 這樣，愛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我們就可以在審
判的日子坦然無懼；因為他如何，我們在這世上
也如何。(约壹 4:17)

請分享:
▪ 在遵守「彼此相愛」這個教訓時，你最大的收
穫是什麼?

▪ 會遇見什麼樣的困難？如何克服？



2.信徒应当彼此相爱

1.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而要愛父。

2. 愛上帝、認識上帝的人就要遵守他的誡
命、遵守他的道，這樣的愛才是真愛。

3. 要彼此相愛是因為上帝先愛我們。

4. 彼此相愛的結果，我們愛上帝的心也會
逐漸完全。

5. 彼此相愛之外，信徒要行義，不要犯罪。

• 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你
們知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並沒有
罪。

• 凡住在他裡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
看見他，也未曾認識他。

• 小子們哪，不要被人誘惑。行義的才是義人，正
如主是義的一樣。(约壹 3:4-7)



• 不可像該隱，他是屬那惡者，殺了他的兄弟。
為什麼殺了他呢？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兄
弟的行為是善的。(约壹 3:12)

• 你若行得好，豈不蒙悅納？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伏在門前。它必戀慕你，你卻要制伏它。
(创世记 4:7 )

2.信徒应当彼此相爱

1.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而要愛父。

2. 愛上帝、認識上帝的人就要遵守他的誡
命、遵守他的道，這樣的愛才是真愛。

3. 要彼此相愛是因為上帝先愛我們。

4. 彼此相愛的結果，我們愛上帝的心也會
逐漸完全。

5. 彼此相愛之外，信徒要行義，不要犯罪。



3. 分辨诸灵

1. 有灵的现象，并不保证一定来自
上帝。

• 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
於上帝的不是。(約壹 4:1)

• 我們是屬神的，認識神的就聽從我們，不屬神的
就不聽從我們。從此我們可以認出真理的靈和謬
妄的靈來。(约壹 4:6)



3. 分辨诸灵

1. 有灵的现象，并不保证一定来自上
帝。

2. 辨别诸灵的标准，也是最重要的标
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
的，就是出于上帝的；从此你们可
以认出上帝的灵来。

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
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来。凡灵不认耶
稣，就不是出于上帝，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约
壹 4:2-3)



3. 分辨诸灵

1. 有灵的现象，并不保证一定来自上
帝。

2. 辨别诸灵的标准，也是最重要的标
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
的，就是出于上帝的；从此你们可
以认出上帝的灵来。

3. 分辨所听到的道理的标准和原则：
o 起初的感动和领受：

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裏。(约壹 2:24) 



3. 分辨诸灵

1. 有灵的现象，并不保证一定来自上
帝。

2. 辨别诸灵的标准，也是最重要的标
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
的，就是出于上帝的；从此你们可
以认出上帝的灵来。

3. 分辨所听到的道理的标准和原则：
o 起初的感动和领受：

o 恩膏的指引：

你們從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們心裡，並不用
人教訓你們，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你們。
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按這恩膏的
教訓住在主裡面。(约壹 2:27)



3. 分辨诸灵

1. 有灵的现象，并不保证一定来自上
帝。

2. 辨别诸灵的标准，也是最重要的标
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
的，就是出于上帝的；从此你们可
以认出上帝的灵来。

3. 分辨所听到的道理的标准和原则：
o 起初的感动和领受：

o 恩膏的指引：

o 信众的检核：

小子們哪，你們是屬神的，並且勝了他們；因為那在你們裡
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們是屬世界的，所以論世界
的事，世人也聽從他們。我們是屬神的，認識神的就聽從我
們，不屬神的就不聽從我們。從此我們可以認出真理的靈和
謬妄的靈來。(约壹 4:4-6)



3. 分辨诸灵

1. 有灵的现象，并不保证一定来自上
帝。

2. 辨别诸灵的标准，也是最重要的标
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
的，就是出于上帝的；从此你们可
以认出上帝的灵来。

3. 分辨所听到的道理的标准和原则：
o 起初的感动和领受：
o 恩膏的指引：
o 信众的检核：

思考問題:
▪你根据的什么标准辨别诸灵？
▪你如何才能辨别而又领受从上帝来的
信息？



4. 人的罪與神的道

思考問題: 

o 基督徒已經蒙恩重生， 罪的觀念根本不適用在基督徒
身上，基督徒沒有犯罪的藉口，因此基督徒不可能犯罪;
也一定不會犯罪。

o 基督徒犯罪的話，跟蒙召的身分不相稱，基督徒不應
該犯罪。



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约壹3:4)

凡不義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於死的罪。(约壹5:17a)

什么是罪？

聖經對罪的兩項主要定義是「不中目標」（hanartia）， 以及「沒有

公義」（adikia）。「罪」的希臘文指違反神的心意、 標準的行為，

在聖經中,“罪”的根本意思是:不遵行或違反神為人所定的標準。

違背律法：律法中最大的誡命愛神愛人(太22:37-39)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约壹3:8a)

罪從何來？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约壹3:8a)

罪從何來？

從此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裡；他也不能
犯罪，因為他是由神生的。 (约壹3:9)

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约壹3: 10)

諾斯底主義异端主张:
1.他们既有了隐秘的「知识 gnosis」，就是完全人，因此否定罪的存

在。
2.罪无关紧要，它已经无法损害蒙光照的人，因此否定罪的严重性。

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
我們心裡了。…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

便是以神為說謊的，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
裡了。(約翰一書 1:8,10)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约壹3:8a)

罪從何來？

從此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裡；他也不能
犯罪，因為他是由神生的。 (约壹3:9)

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约壹3: 10)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约壹3:8a)

罪從何來？

從此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裡；他也不能
犯罪，因為他是由神生的。 (约壹3:9)

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约壹3: 10)

不可像該隱；他是屬那惡者，殺了他的兄弟。為甚麼殺了他呢

？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兄弟的行為是善的。(约壹3:12)

在每一個罪的後面都是那惡者(魔鬼)

「罪人」的終極判別：與神的關係；人只有分成兩類，屬基 督的，

或屬魔鬼。



基督徒不犯罪？

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叫你們不犯罪 (簡單過去式)

。 若有人犯罪 (簡單過去式)，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

耶 穌基督。(二1)

凡住在他裡面的，就不犯罪(現在式持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

， 也未曾認識他。(三6a)



基督徒不犯罪？

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要叫你們不犯罪 (簡單過去式)

。 若有人犯罪 (簡單過去式)，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

耶 穌基督。(二1)

凡住在他裡面的，就不犯罪(現在式持續)；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

， 也未曾認識他。(三6a)

凡從 神生的，就不犯罪(現在式持續) ，因 神的道（原文是種）存

在他心裡；他也不能犯罪(現在式持續) ，因為他是由 神生的。(三9)

聖靈的重生給了我們一個全新品質的生命——這是神兒子

自己的生命，是不持續在罪中的生命。



罪與基督的工作互不相容

你們知道主曾顯現，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並沒有罪。凡住在他

裡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見他，也未曾認識他。

小子們哪，不要被人誘惑。行義的才是義人，正如主是義的一樣。

犯罪的是屬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 神的兒子顯現出來，

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三5~8)

基督的死已經使信徒得潔淨，並且這潔淨的工作會很實際

地持續發展下去，使我們越來越像基督的樣式。



盼望榮耀再來，潔淨自己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 神的兒女; … …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現在是 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

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

凡向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 三1~3)

當主顯現的時候，神的兒女都會像祂。

不是靠意志力勝過罪，而是以耶穌為樂，視祂為全然滿足

我們的至寶。

罪的反面不是美德而是信仰。



盼望榮耀再來，潔淨自己

你看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 神的兒女; … …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現在是 神的兒女，將來如何，還未顯明；

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

凡向他有這指望的，就潔淨自己，像他潔淨一樣。( 三1~3)

當主顯現的時候，神的兒女都會像祂。

不是靠意志力勝過罪，而是以耶穌為樂，視祂為全然滿足

我們的至寶。

罪的反面不是美德而是信仰。



约翰壹书的内容大纲

1. 使徒约翰对生命之道的见证

2. 信徒应当彼此相爱

3. 分辨诸灵

4. 人的罪与神的道



❑作 者：約翰

❑日 期：公元第一世紀末、第二世紀初寫成

❑地 點：以弗所

❑受書人：蒙揀選的太太和她的兒女

❑目 的：《约翰贰书》勸誡勿因實行彼此相愛，而接納傳異端者，使真
理蒙損，教會受害。

《约翰叁书》则教导信徒应该接待真传道人，我们必须两封信一起读，
才能对真理和爱心有平衡的认识。

❑主 旨：在真理下彼此相愛。

約翰二書 約翰三書



約翰二書不正常的擴大：

把愛心用在傳異

端者身上，就在

他的惡行上有分。

彼此相愛

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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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惡行上有份。(約二:1:9-10)



約翰二書 約翰三書不正常的擴大：

把愛心用在傳異

端者身上，就在

他的惡行上有分。

不正常的縮小：

分門結党者把使

徒排除在相愛範

圍外，不接待使

徒。

彼此相愛 彼此相愛

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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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惡行上有份。(約二:1:9-10)

我曾略略地寫信給教會，但那在教會中好為首的丟特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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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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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三書 1:9-12)

1. 丟特腓 -不接
待我们

2. 低米丟 -巡回
传教师

3. 该犹 -收信者



猶大書

•作者：主耶穌的肉身弟弟猶
大。

•收信者：有可能是寫給猶太
散居各地的基督徒。

•時間：主後80-90年之間。



基督教信仰核心的教義有以下幾點：
(1) 相信三位一體的上帝。
(2) 承認耶穌道成肉身來到世間。
(3) 相信耶穌從死裡復活。
(4) 人是因信稱義，不是因行為稱義。
(5) 唯獨聖經是信仰的依據。

脫離這些主張其中的一點或數點，而仍然宣稱屬於基督的團體，就是異
端。異端通常有以下幾點特性：
(1) 他們擁有聖經以外的權威。
(2) 拒絕因信稱義。
(3) 他們不承認耶穌基督的神人二性。
(4) 認為他們是唯一能得救的團體。
(5) 正統基督教都說他們不是基督教，但他們卻說自己是基督教。



異端团体 摩門教 基督教科學會 耶和華見證人會

聖經以外的偽
書

摩门经 科学与健康 新世界圣经译本

因信称义 遵守诫命才得进入
救恩的最高程度

一个人停止犯罪或停止
相信有罪才能得救恩

人可藉履行信心、悔改、奉献
而得救

耶稣基督的神
人二性

耶稣基督是神首生
的属灵孩子

耶稣是一个示范神性观
念的人

耶稣是耶和华首先的受造者

本身是得救的
独有团体

在摩门教会之外没
有救恩

他们是唯一真实的教会
唯独耶和华见证人是神的真正
子民

美國近代自稱自己為基督教的主要異端团体



猶大書



猶大書

❑人若懷裏搋火，衣服豈能不燒呢？
人若在火炭上走，腳豈能不燙呢？
（箴6:27-28）

❑保守自己不致陷在罪惡的網羅裏，
要仰望等候神的憐憫和保守。要等
候神的恩惠，就可蒙保守，這就是
勝過試探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