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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hn 1:1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
看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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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顯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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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有古卷：我們）的喜樂
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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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得著喜樂？

• 世界上常有壞信息，讓我們得不著喜樂

• 一月初北加州暴雨淹水，有人被沖走，上萬人被遷移
• LA Monterey Park 小台北 – 槍擊案，11死、 9 傷
• Half Moon Bay – 蘑菇農場槍擊案，7死、 1 重傷
• 高科技資訊工業大規模裁員
• 美西科羅拉多河 和 Lake Mead 储水量

創歷史新低

• 親身經歷，親眼看過的感受更深！

https://www.latimes.com/california/story/2023-01-09/california-storm-rain Santa Cruz3



老約翰~ 90 AD所經歷過的:

• 耶穌最親密的三個門徒(彼得、雅各、約翰)及保羅只剩下約翰

• 1John 1:1 論到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
見、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

• 使徒約翰用“我們”所聽見，意思是所傳的生命之道，是先聖
先賢、歷世歷代、一脈相承所流傳下來的。

• 生命之道 (Word of life) 是直接指向道成肉身的耶穌，這道可以
改變你的生活、生命

• 一同來思想聖經中清楚預言到主耶穌基督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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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6:1 當烏西雅王崩740BC的那年， 我見主坐在高高的寶座上。…

南國亞哈斯王 734 BC 登基 –

Isa 7:14 因此， 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 給
他起名叫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

Isa 7:15 到他曉得棄惡擇善的時候， 他必吃奶油與蜂蜜。(農事不興)

Isa 7:16 因為在這孩子還不曉得棄惡擇善之先， 你所憎惡的那二王 之
地必致見棄。(以色列男丁成年禮是13 歲)

Isa 9: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 有一子賜給我們。 政權必擔在他 的
肩頭上； 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2Ki 16:9 亞述王應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馬色，將城攻取，殺了利汛，
把居民擄到吉珥。 亞蘭亡 732 BC，比加王被謀殺篡位，北國傳到最
後一任王何細亞 (732BC)，北國 722 BC 亡國 ~ 13年

先知以賽亞的預言- 北國亡國~13 年後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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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44:28 論古列說： 他是我的牧人， 必成就我所喜悅的， 必下令
建造耶路撒冷， 發命立穩聖殿的根基。

Isa 45:1-3 我 ─ 耶和華所膏的古列； 我攙扶他的右手， 使列國降伏
在他面前。 …我對他如此說：我必在你前面行， 修平崎嶇之地。 我
必打破銅門， 砍斷鐵閂。我要將暗中的寶物和隱密的財寶賜給你，
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 就是我 ─ 耶和華、 以色列的 神。

Ezr 1:2 「波斯王古列如此說：『耶和華天上的 神已將天下萬國賜給
我， 又囑咐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

Ezr 1:3 在你們中間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猶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
撒冷重建耶和華─以色列 神的殿。…

先知以賽亞的預言- 召古列 ~150 年後應驗
神一樣使用不信主的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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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40:3 有人聲喊著說： 在曠野預備耶和華的
路， 在沙漠地修平我 們神的道。

Isa 40:4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 大小山岡都要削
平； 高高低低的要改 為平坦， 崎崎嶇嶇的必
成為平原。

Luk 1:15-17 他在主面前將要為大， 淡酒濃酒
都不喝， 從母腹裡就被 聖靈充滿了。他要使
許多以色列人回轉， 歸於主 ─ 他們的神。他
必 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 行在主的前面， 叫
為父的心轉向兒女， 叫悖 逆的人轉從義人的
智慧， 又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

先知以賽亞的預言- 施洗約翰~700 年後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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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53: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
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 責
罰，被 神擊打苦待了。

Isa 53:5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他受的 刑罰，
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
得醫治。

Isa 53:6 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
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 都
歸在他身上。

他 – 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

先知以賽亞的預言-耶穌的救贖 ~730 年後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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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 53:10 耶和華卻定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 耶和華以他為贖罪
祭。 他必看見後裔， 並且延長年日。 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
亨通。(KJ) …he shall see his seed, he shall prolong his days

Isa 53:11 他必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 便心滿意足。 有許多人因認識
我的義僕得稱為義； 並且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

先知以賽亞的預言- 耶穌的復活~730 年後應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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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 1:21-23 他們又問他說：「 這樣， 你是誰呢？ 是以利亞嗎？」 他
說： 「我不是。」「是那先知嗎？」他回答說：「不是。」於是他
們說：「你到底是誰， 叫我們好回覆差我們來的人。你自己說， 你
是誰？」他說：「我就是那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修直主的道
路』，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的。」

Mat 3:16 耶穌受了洗， 隨即從水裡上來。 天忽然為他開了，

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子降下 ， 落在他身上。

Mat 3:17 從天上有聲音說：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Joh 1:33 我先前不認識他， 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

對我說： 『你看見聖靈降下來，住在誰的身上 ，

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 』

Joh 1:34 我看見了， 就證明這是神的兒子。 」

2 施洗約翰 – 親眼看見親耳聽到親手摸過

10https://www.gospelimages.com/images/content/paintings/83/image_the_baptism_of_jesus_-
_gospel_images_normal.jpg



Mat 3:11 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 叫你們悔改。 但那
在我以後來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給他提鞋也
不配。 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 洗。

Joh 3:28 我曾說：『我不是基督， 是奉差遣在他前
面的』， 你們自 己可以給我作見證。Joh 3:30 他必
興旺， 我必衰微。」

Joh 1:35 再次日， 約翰同兩個門徒站在那裡。

Joh 1:36 他見耶穌行走， 就說：

「看哪， 這是神的羔羊！」

Joh 1:37 兩個門徒聽見他的話， 就跟從了耶穌。

Joh 1:40 聽見約翰的話跟從耶穌的那兩個人， 一個
是西門彼得的兄 弟安得烈。

2 施洗約翰 – 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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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徒約翰

• 另外一個沒有名字的是約翰，
a) 符類福音 - 彼得、安得烈、雅各、約翰都是耶穌最早的

門徒
b) 約翰福音中，作者約翰名字一直是隱藏的，自稱為“耶

穌所愛的”
c) John 希伯來文意為耶和華喜愛的 Jehovah-favored

• 由施洗約翰的門徒，成為耶穌的門徒，再被立為使徒 Luk 6:14
• 約翰生長在加利利地，追求真理的人！
• 約翰起初的脾氣是被稱為雷子，跟隨耶穌後，脾氣澈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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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徒約翰– 親眼看見親耳聽到親手摸過

成為核心同工
• Mar 5:35-37 還說話的時候， 有人從管會堂的家

裡來， 說： 你 的女兒死了， 何必還勞動先生
呢？耶穌聽見所說的話， 就對 管會堂的說：
不要怕， 只要信！於是帶著彼得、雅各、和雅
各的兄弟約翰同去，不許別人跟隨他。

經歷耶穌登山變像
• Mat 17:1-3 過了六天， 耶穌帶著彼得、 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 約翰， 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
們面前變了形像， 臉面明亮 如日頭， 衣裳潔
白如光。忽然， 有摩西、 以利亞向他們顯現，
同耶穌說話。 transfigure

• Mat 17:5 …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
且有聲音從雲 彩裡出來， 說：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你們要聽他！

https://r.search.yahoo.com/_ylt=Awrij3mVPvpjxToYyBmWnIlQ;_ylu=c2VjA2Z
wLWF0dHJpYgRzbGsDcnVybA--
/RV=2/RE=1677373205/RO=11/RU=https%3a%2f%2fetc.usf.edu%2fclipart%2f
188000%2f188026%2f188026-jesus-resurrects-the-daughter-
of.htm/RK=2/RS=cGjIlORlYYbTwFdVWVbljgryD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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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徒約翰

經歷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
• Mat 26:37 於是帶著彼得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同去， 就憂愁起

來， 極其難過，
• Mat 26:39 …禱告說： 我父阿， 倘若可行， 求你叫這杯離開

我。 然而， 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經歷耶穌死裡復活 (彼得和約翰)
• Joh 20:8 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去， 看見就信了。
• Joh 20:9 因為他們還不明白聖經的意思， 就是耶穌必要從死

裡復活。
• Joh 20:31 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督， 是神的兒子，

並且叫你們信了他， 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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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徒約翰 – 同保羅、巴拿巴走向宣教旅程

• Act 3:3 他看見彼得、 約翰將要進殿， 就求他們賙濟。
• Act 3:6 彼得說： 金銀我都沒有， 只把我所有的給你： 我奉

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 叫你起來行走！
• Act 13:5 到了撒拉米， 就在猶太人各會堂裡傳講神的道， 也

有約翰作他們的幫手。(保羅第一次宣教之旅，在賽浦路斯)
• Act 13:13 保羅和他的同人從帕弗開船， 來到旁非利亞的別加，

約翰 就離開他們， 回耶路撒冷去。(別加在現今土耳其南邊海
港)

• Rev 1:9 我 ─ 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 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 國
度、 忍耐裡一同有分， 為神的道， 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 曾
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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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神相交

• 與神同行，見證到神的大能
• 約翰親自經歷過耶穌的治病、趕鬼、平靜風浪、五餅二

魚、變水為酒，…
• 在舊約的時代，神的信息直接到特定被揀選的人、先知

和祭司身上，如以賽亞、施洗約翰，使徒約翰，…等
• 在現代，耶穌已復活什天，聖靈保惠師已經降下，藉著

聖靈與神的話語，就是聖經，臨到每一位信徒身上，

I Joh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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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約翰如何得著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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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信徒相交 - 與彼得同工，見證人的軟弱，及得著能力
• 在客西馬尼園耶穌禱告等待時一同睡著三次 (Mat 26)
• 彼得在雞叫以先， 三次不認主
• 與彼得一同見證空的墳墓 (John 20)
• 耶穌復活什天後，見證彼得大有能力！(Acts 3)
• 與保羅、巴拿巴一同叄與宣教旅徒

• 約翰繼續彼得、保羅走向亞西亞，啓示錄中對亞西亞七個教會
有鼓勵與責備，見證神的作為，神一直在掌權！

使徒約翰如何得著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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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主內成長按真理而行
• 相互的督促、彼此鼓勵、彼此幫助、彼此代禱
• 一同的成長

I John 1:4 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 使你們（有古卷作： 我們）
的喜樂充足。

你們 (受信者) 與我們 (寫信者) 兩種譯本都有，
3 John 1:4 我聽見我的兒女們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樂就沒有

比這個大的

使徒約翰如何得著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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