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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扶持者真理的扶持者 约翰三书约翰三书

林后十三8 我们凡事不能敌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

约翰二书 ─ 有一群假教师组成巡回的布道团，
长老约翰教导 提醒 警戒信徒们长老约翰教导、提醒、警戒信徒们，

要小心不要接待

约翰三书 ─ 真教师也有巡回布道团，

到处为主宣道作见证，

约翰写信鼓励该犹、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
要热诚的接待要热诚的接待

也警告那好为首、但是却不肯接待的丢特腓
在这一章里会看到好几个人名在这一章里会看到好几个人名，

很清楚的被提出来

‧问安 ‧成功神学‧鼓励该犹‧斥责丢特腓‧称赞低米丢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1 作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2

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

灵魂兴盛一样。3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

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4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

理 行 的喜 就没有 这 大的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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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这一封信 ─ 亲爱的该犹。
该犹在罗马帝国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

新约圣经里有三次出现，

 使徒行传第十九章 ─ 马其顿人该犹，

以弗所暴乱的时候，该犹跟保罗在一起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 特庇人该犹，

和保罗一起，把外邦教会对耶路撒冷穷困信徒的捐款，

一起带到耶路撒冷的特使之一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 ─ 哥林多的该犹，

保罗亲自施洗少数人中的一位保罗亲自施洗少数人中的 位

保罗在哥林多写罗马书的时候，接待保罗

这个地方的该犹是谁 不需要特别的去查考这个地方的该犹是谁，不需要特别的去查考，

就是有一位该犹，使徒约翰赞美他，给他写了一封信。



‧问安 ‧成功神学‧鼓励该犹‧斥责丢特腓‧称赞低米丢

第一、二节 ─ 真诚的爱和祝福

作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1 作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

作者没有任何隐藏的、把真情表露出来；
这位弟兄有什么地方让使徒约翰去赞美 喜爱他呢？这位弟兄有什么地方让使徒约翰去赞美、喜爱他呢？

原来他是真理的实行者。

亲爱的兄弟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2 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这是非常美的祝福，我们都愿意领受这样的祝福 ─
手中工作尽都顺利、有健康的身体
更愿意属灵的身量不断的成长、愿意我们的灵魂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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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 弟啊 我 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2 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成功神学者，觉得这个就是成功神学的圣经根据：
作基督徒 ─ 凡事兴盛、身体健康、…、凡事都好；

 创世记 ─ 约瑟被卖到埃及，在主人波提乏家里，

其实神的道、神的真理，是全面的…

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

「神同在、百事顺利」，是不变的法则，

真的看见这是从神、从上头来的祝福

但是基督徒不会遇见苦难、不生病吗？但是基督徒不会遇见苦难、不生病吗？

神的儿女与还不认识神的朋友们活在世上，

在同样的大环境里 呼吸同样的空气 喝同样的水在同样的大环境里、呼吸同样的空气、喝同样的水，

基督徒不生病、永远凡事顺利，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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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里有非常平衡的真理，很清楚的，让你必须要去领受。

 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 蒙召为受苦
 彼得前书三章九节 蒙召为了承受福气

这是一体两面，不冲突、平衡的道。是 体 ， 冲突、平衡 。

如果凡事顺利、万事亨通，
耶稣挂在十字架上 被当作罪犯钉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被当作罪犯钉死，

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成功何来？

耶稣在十架上讲了七句话，第六句是「成了」，

是完成了上帝天父所托付他的使命，是完成了上帝天父所托付他的使命，

没有让他在地上彷佛君王享尽荣华富贵；

他一生是走一个被人看为一无所有的道路上他 生是走 个被人看为 无所有的道路上，

却把属天的福份给信从他的人。

‧问安‧成功神学 ‧鼓励该犹‧斥责丢特腓‧称赞低米丢

罗八17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没有受苦就没有冠冕 没有十架就没有冠冕没有受苦就没有冠冕，没有十架就没有冠冕。

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 ─ 我们进入因信称义的恩典里，

在神的恩典当中欢欢喜喜、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

很清楚的平衡、神的话语，没有偏颇任何一面。

如果成功神学只是告诉我们凡事亨通，基督徒好得无比，
只是打在物质层面，神儿女终极关怀在哪里？

在不要生病、凡事亨通…，是如此吗？

上帝如果给我们恩典，我们感恩领受
上帝给我们生命的挑战、试炼，又如何呢？

都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生命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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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说 ─ 万事互相效力，没有说 ─ 没有逆境不用怕。

那是神，神叫万事互相效力，顺.逆.得.失，可以互相效力，神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只要我们愿意伏在他的面前。

我只要主的恩惠 赐福 而我不要赐恩惠 福气的主我只要主的恩惠、赐福，而我不要赐恩惠、福气的主，

是不是今天很多人在这个光景里？

也许我要恩惠，是在属灵生命比较幼小的时候

然后发现愈来愈珍惜的是赐生命、赐恩惠的主

当我有了这一位主，在他的恩典、永恒的旨意当中，

我们走完全程 ─ 这是基督徒的人生。

若光是根据一节圣经 ─ 我愿你凡事…
就把这一节扩大 ─「基督徒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就把这 节扩大 「基督徒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好处」，

可能我们忽略了要与它平衡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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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

这位该犹弟兄 ─ 真理的实行者、表里一致，
他里面有什么 就活出来 显出来他里面有什么、就活出来、显出来，

别人看见、别人证明 ─「你心里存的真理」。

真理存在心里别人如何证明？

行出来 别人看见了！是光 是盐行出来，别人看见了！是光、是盐，

灯放在台子上，没有放在斗底下。

使徒约翰就明白，听见、晓得了，「我甚喜乐」，

4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问安 ‧成功神学‧鼓励该犹 ‧斥责丢特腓‧称赞低米丢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5 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作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

的。6 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 神，

帮助他们往前行 这就好 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7 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

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8 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

叫我们与他们 同为真理做工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

‧问安 ‧成功神学‧鼓励该犹 ‧斥责丢特腓‧称赞低米丢

5 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作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

忠心忠心是服事主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

保罗 ─「作主的管家，被要求的就是主要求我们忠心」。

在当时代，传福音者出去，城里信主的人不多，

客栈有些危险跟不方便，客栈有些危险跟不方便，

于是他们就去敲信徒家的门，

虽然陌生 但在主里面却是一家人；虽然陌生，但在主里面却是 家人；

信徒打开家门热心接待 ─客要一味的款待，

这在当时来讲有他的必须性这在当时来讲有他的必须性。

忠心跟真理跟爱心是相连的，

事奉跟信仰是相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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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

提醒该犹 ─ 你的爱心得到了证明

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

前面讲到忠心 后面讲到爱前面讲到忠心、后面讲到爱。

你若配得过神…
有一本译本 ─「请以对得起神的方式」

用忠心以爱来接待，圣灵怎么感动、你怎么做吧！你怎么做吧！

请以配得过神、对得起神的方式，

摆上食物、金钱、接待…

新译本圣经 照着上帝所喜悦的资助他们的旅程

食 待

钱囊里放一点盘缠，送他们继续往前去。

新译本圣经 ─ 照着上帝所喜悦的资助他们的旅程，
这样是好的，这是一件美好的事。

‧问安 ‧成功神学‧鼓励该犹 ‧斥责丢特腓‧称赞低米丢

忠心不只要有忠心的服事，

你要的我给你；

更要做到美好的服事，

多用脑筋想一想 怎样让你舒服 觉得好多用脑筋想 想，怎样让你舒服、觉得好，

怎样切中需要，就是更贴心的事奉。

马利亚打破玉瓶 献香膏这件事的时候马利亚打破玉瓶、献香膏这件事的时候，
当时管钱囊的犹大心中不愉快

门徒说「这样高级的香膏 可以卖三十两银子赒济穷人」门徒说「这样高级的香膏，可以卖三十两银子赒济穷人」

耶稣说：「马利亚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善事 济 常常 膏 美事 会 常有善事、赒济人常常可以做，膏抹耶稣的美事，机会不常有。」

「善事固然好 美事不常有」「善事固然好，美事不常有」，

让我们在学习接待的时候有这样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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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常出去做培训的工作，
特别感受到接待的家庭、主人，在爱心、忠心上的服事…

有一次到中国的北方，那个主人 ─
把房间大一点的做培训场地把房间大一点的做培训场地

另外一间就给我来住

院子另外一边是驴子的院子另外一边是驴子的…

晚上十一点的时候，感觉对面驴子的房间，
有人好像在唱诗歌、祷告…

原来是这个主人把他所有都让给外来的客旅，

好一点的房间给了讲员，而没有地方住了，

他就在关驴子的简陋的空间，睡在里面，

在睡觉之前，祷告、唱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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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美事、忠心、爱来做的服事，是蒙记念的。

这些人在前线 去事奉主 传福音这些人在前线，去事奉主、传福音
巡回布道团为主名出外

对外邦人一无所取

接待的人在后方，

为他们守望、预备好的住处

接待的人与他们同得赏赐

大家一同为真理作工大家 同为真理作工，
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

大家一起来平分大家一起来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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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9 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腓

不接待我们。10 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

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 还 以此为足 他自己 接待弟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

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

出教会 亲爱的兄弟啊 不要效法恶 只要效法善出教会。11 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

行善的属乎 神；行恶的未曾见过 神。12 低米丢行善，

有众人给他作见证 又有真理给他作见证；就是我们也有众人给他作见证，又有真理给他作见证；就是我们也

给他作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13 我原有许

多事要写给你 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 14 但盼望快快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14 但盼望快快

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15 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

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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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特腓的名字 ─ 被丢斯或宙斯抚养的，

在当时是有名望的家族，环境是很好的。在 是有 家 ， 是

第九到第十节 ─ 丢特腓好为首、不接待使徒、恶言妄论使徒，

禁止别人接待弟兄 把接待者赶出教会禁止别人接待弟兄、把接待者赶出教会，

这样的事不是为着真理的缘故，而是个人的野心。

约翰责备的这样的一个人，
应该是在教会里有权势的 ─应该是在教会里有权势的
好为首、掌权柄、抓权柄的

因着个人的野心 是这样的对待远客因着个人的野心，是这样的对待远客

约翰的处理方法 ─ 公开提说他的恶行，

来警戒他、来阻止他。

‧问安 ‧成功神学‧鼓励该犹‧斥责丢特腓‧称赞低米丢

低米丢的名字 得胜的

11b-12 行善的属乎神。

低米丢的名字 ─ 得胜的

低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作见证，
又有真理给他作见证；

就是我们也给他作见证。

带着权威、第一人称的复数，

有一个英文版本圣经直接翻成「我」，

人其实不孤单的

也就是使徒约翰 ─我也为他作见证。

人其实不孤单的，
他为主的名来做的时候，

他自己得益处 得恩典 得赏赐他自己得益处、得恩典、得赏赐
旁人看得见 ─非常好的榜样行在面前

真理的扶持者真理的扶持者
这封短短的书信里，看到三个人物 ─

可取的 不可取的 可效法作榜样的可取的、不可取的、可效法作榜样的，

都是从这封信里，让我们可以领受的真理。

最后，很详细的问安，
纸短情长 写这封信盼望能见面纸短情长，写这封信盼望能见面

我们主内一家、爱里问候
众位朋友来问你们安众位朋友来问你们安

请你也向众位朋友代我问安

肢体相交生活是非常的美的肢体相交生活是非常的美的。

虽然没有讲到信徒弟兄姐妹 ─ 他说朋友，

这个问安其实是按着姓名一一问安，是非常周到的。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求主

让我们不是只顾自己的事，

也不是只顾自己教会的事；也不是只顾自己教会的事；

让我们更看到广大禾场的需要，

让我们更为宣教的事工尽一分心力。

求主赐福弟兄姐妹求主赐福弟兄姐妹，

也赐福弟兄姐妹在教会的服事。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