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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三书–按真理彼此相待
2019

年四月 05、06 日

第一时
第一时段 欢迎你来
迎你来 分钟
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离开繁忙、疲惫，并预备心来归向神。
第二时
第二时段 敬拜赞
敬拜赞美 分钟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面、
带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开口为下列事项祷
告。（组员个人的需要请在第四个时段分享祷告。）
宣教单位 认领的单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请洽教会。）
教会事工
密集装备课程：但以理书第二讲
新一季主日装备课程开始
受难节全教会晚崇拜于教会聚会
全教会联合聚会；主日装备课程暂停一次
新来宾
请于聚会前确认来宾名字。
病痛组员或亲朋
并商讨如何关怀他们。
为
祷告 感谢赞美神！祂带领我们经历祂的信实，
使 的工程建造完满结束。求神使用我们和这场地，带领我们与祂
同工，传扬祂的美德和信实，领人信耶稣，一起来敬拜祂。
第三时
第三时段 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 分钟 以分享讨论
以分享讨论应
讨论应用神的话
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回应主日信息—聚会前，请上网仔细重听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想是什么？哪一句话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请分享本周你的生活见证，如祷告蒙应允，病得医治，实践神的话语
等等。（请尽量保持在 分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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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按真理彼此相待
经文：约
经文：约翰三书
翰三书 1 – 14
背诵经文: 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
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
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
，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
神，行恶
（约三 11）
神，行恶的未曾见过
的未曾见过神。

使徒约翰在约翰二书里警告我们要防备假教师和敌基督的迷惑，
不要提供他们任何支助，甚至连打个招呼都不行。在约翰三书里，
约翰教导我们应当热心招待主内作客旅的弟兄，使他们没有缺乏，
能安心做神的工，传福音、建造信徒。
然而，在当地的教会里，却有一个自大自夸的信徒，他自己不
招待客旅的弟兄不打紧，还要禁止别人接待他们，若有人不照他的
话去做，他就要把那人赶出教会。约翰就这问题，勉励该犹也是勉
励教会，不要怕行恶的人，要继续遵行真理，供应客旅弟兄的需要，
这样，不只是神与他同在，也有遵行真理的弟兄与他同行。
约翰的喜乐
翰的喜乐（约三 1-4）：(请先读 v. 1-4 再读下文)
A. 约 翰的祝福（ 1-2 ）：使徒约翰再次用“作长老的“来介
）：
绍自己，代表他在主里的位份是足以治理教会的，也代表
他的见证和教导是有权威的。约翰对收信人该犹的称呼是”
亲爱的该犹“，他与该犹在真理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是
属神的人。所以，他说该犹是他在真理里所爱的。约翰祝
福该犹在各方面都顺利，灵魂兴盛因为该犹知道真理并且
能照着去做，经历神而更认识神、更倚靠神，灵命就更长
进，同时他也祝福他的身体健壮。
B. 约 翰的喜乐
的喜乐 （ 3-4 ）：约翰从一些兄弟那里得知该犹是一
）：
个遵行真理的人，足见该犹的心里是有神的话语，他不只
知道真理也是个能遵行真理的信徒，这使约翰非常喜乐。
约翰又说我的儿女们遵行真理，”我的儿女们“是是所有
与约翰有属灵父子关系的信徒，当然包括该犹，通常属灵
的父子关系是指带领信主也在灵命上建造成长的关系。灵
里的父亲对他的儿女们的盼望，就是属灵的儿女们能紧紧
跟随神，遵行神的话语。
讨论问题 1： 请简单分享最近一件使你喜
请简单分享最近一件使你喜乐
分享最近一件使你喜乐的事情。 (破冰题
破冰题)
一、

讨论问题 2： 为什么使徒
什么使徒约
使徒约翰会如此的喜乐
会如此的喜乐呢？约
呢？约翰又如何祝福
按真理行的人呢？
按真理行的人呢？ (观察题)
二、

遵行真理的必接待作
遵行真理的必接待作客旅的弟兄（约
客旅的弟兄（约三 5-10）：(请先读 v. 510 再读下文)
约翰赞扬该犹遵行真理后，他直接转到他所要谈的事情，就
是帮助作客旅的弟兄，他们不同于约翰在约翰二 10-11 里传讲
荒谬学说的假教师、敌基督们，作客旅的弟兄们是为主做工、
传福音、传讲真理的人、或代表约翰传达信息的人。

A.

B.

按真理接待作
按真理接待作客旅的弟兄（5-8）：1. 忠心款待作
忠心款待作客旅弟
兄（ 5）：约翰再度称呼该犹为“亲爱的弟兄”，他用这
）：
方式来称赞、肯定他对旅行弟兄的热情款待，说他是忠心
的，因为该犹活出神的话语，就如耶稣在马太福音 10 章
40 节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
那差我来的。」，该犹尽心地招待生疏作
作客旅的弟兄，就
是活出神的话语。而被他招待过的也见证该犹做美事在他
们身上。 2. 神看重该犹热
神看重该犹热情好客
该犹热情好客（
情好客（6）：当时约翰是在别
）：
的地方，他听到被该犹招待的弟兄回来的报告、见证，就
鼓励该犹因为神看重该犹做在弟兄身上的美事，供应客旅
的弟兄们在生活上的需要，使他们无所欠缺。约翰也肯定
他做得很好。 3.帮助主内
帮助主内作客旅的
客旅的弟兄/传道人（7-8）：
a. 作客旅的
客旅的传道人白白地作主工（
道人白白地作主工（7）：就如耶稣教导门
）：
徒不需带钱囊也不需带着生活所需的物品，让当地信徒接
待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太 10:9-13 ）。所以，这些作
客旅的传道人是因着耶稣至高的名而去向未信主的传福音，
他们是白白地服事外邦人不收取任何奉献。b. 以接待跟作
以接待跟作
客旅的
客旅的 传 道人同工（
道人同工（8）：既然他们没有从未信主的人那
）：
里得到任何帮助，那么，信徒就应该要帮助他们，使他们
做主工当下，没有缺乏，透过这个帮助，就跟他们在传福
音、传讲神的话语事工上同工。
。因此，我们应当尽心尽力
地去接待做主工的传道人。
谴责丢特腓
谴责丢特腓的
特腓的恶行（9-10）：然而，该犹的教会里有一个
）：
人恶待主内客旅的弟兄，这人名叫丢特腓，他的恶行有 1.
自大自夸（9a）：丢特腓虽然在教会位分高，但他是个自
）：
大的人、目中无神，无视于基督是教会的头，不遵守神话
语的人，他也目无尊长，无视于长老的治理、管理教会的
权柄，他是一个不谦卑，要整个教会的信徒都听他的。2.
不接待代表约
不接待代表约翰的人（9b）：这里的我们可能是与约翰同
）：
工的人，约翰差遣他们代表约翰去探访这个教会，但丢特
腓拒绝接待他们，丢特腓的行为就是拒绝约翰的教导和治
理教会。3. 恶言妄论
言妄论代表约
代表约翰的人（
翰的人（10a）：丢特腓不接
）：
待也就罢了，但他还用扭曲事实的话批评攻击约翰的代表，
所以，如果约翰亲自到这个教会，他会在众人面前提出丢
特腓的恶行。4. 将接待的人赶出教会（
接待的人赶出教会（10b）：丢特腓不
）：
接待约翰的代表，他也尽其所能地阻止愿意接待的人，他
利用他自大的权威将接待的人赶出教会，阻止他们来教会

聚会。
讨论问题 3：约翰如何称赞该犹
翰如何称赞该犹？他又如何
称赞该犹？他又如何谴责丢
？他又如何谴责丢特腓？
谴责丢特腓？（
特腓？（观察
题）
三、

约翰劝勉我们
勉我们行善（
行善（约三 1111-15）：(请先读 v. 1111-15 再读下
文)
A. 属神的必行善（ 1111-12 ）：使徒约翰再度的称呼该犹为
）：
“亲爱的弟兄”，劝勉他不要效法丢特腓的恶行，而是要
效法行善的弟兄，因为一个人的行为清楚地反映了他跟神
的关系，凡是属神的人都会遵行神的话语，这就是行善，
就是做合神心意、蒙神喜悦的事，相反地，眼中没有神的
人，不会做讨神喜悦的事，他们就不属乎神了。约翰勉励
该犹继续行善，不要怕恶人丢特腓，因为在这个教会里，
还有一个人不畏丢特腓的逼迫，那人就是低米丢，他不畏
惧丢特腓，继续招待主内旅行的弟兄，许多人包括约翰的
代表都可以为低米丢见证这个事实。
B. 约 翰的问
翰的问 安（1313-15）：约翰写完对该犹、教会的劝勉后，
）：
他还有许多话要对该犹说，所以，他希望能够很快地去该
犹那里，与该犹交通，并处理丢特腓恶行的事情。

讨论问题 4： 为什么属神的必行善呢？对
什么属神的必行善呢？对你我有什么提醒呢？（
你我有什么提醒呢？（观
提醒呢？（观
察应用题）
讨论问题 5：请小组讨论一起去做一件神喜
组讨论一起去做一件神喜悦
一起去做一件神喜悦的事？并
的事？并讨论落实的
讨论落实的
方法？（
方法？（应
？（应用题）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祢。谢谢祢借着约翰教导我们
要按真理接待客旅的弟兄，使他们能安心地完成祢所托付的事工。
主啊！我们是属于祢的，我们的所有也是祢所赐给的，求祢使用我
们，让我们供应祢仆人的需要，使我们与他们同工，广传祢救赎人
的恩典，也让我们供应祢教会的需要，使我们一起经历祢同在的作
为。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第四时
第四时段:祷告服事（10 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一个祷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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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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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节晚崇拜（小组聚会暂停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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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 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