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21-2022 (若一 1:1-2:17)
聚會#5: 若望一書簡介、光中行走、守愛的命令
A

B

CSB –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CCSS – Cath Commentary on Sacred Scriptures
SN = Special notes
NAB = New American Bible
SK = 中文思高聖經 CCC=天主教教理

若望一書簡介
•

寫作人和日期 - 教會傳統視為若望宗徒或其門徒。言詞
風格與若望福音極相似，信中表現的地位和權威性也配
合若望本人。自稱「長老」的作者(1:1)若不是若望宗徒
(或其門徒)，相信教會不會將此書列入新約聖經綱目。
一般相信寫作日期是 100AD 左右，在若望福音之後。

CCSS, CSB

•

對象 - 一個因小部份人的不信而經歷分裂的基督團體
(見 2:19) 。他們不信自己有罪和耶穌降生成人(1:8,
4:2-3) 。地理上，相信這基督團體位於若望事奉的厄弗
所。

CSB p.468
CCSS p.129

•

主題 – 1. 天主子降生成人(1:1-3)，2.要相愛因天主是
愛(2:10, 4:7-8)，3.「明認我們的罪過」(1:8-10) ，4.
「世界」和真理的對立(2:15) ，5. 從傅油領受的聖神會
教訓你們一切(2:27) ，6. 生活在「同父和他的子耶穌基
督相通」之内(1:3)。

CCSS pp.130-1

•

生活實踐 – 1. 基督徒應認罪和告罪；2. 真正基督徒必
活愛內；3. 天主恩寵能讓人改變，過度新生；4. 真實和
永恆生命是在聖三内人與人的共融

CCSS p.133

成了血肉的聖言
•

開始於「從起初」的序言，著意地用聖經開始所說的創
造，帶出天主聖言，「萬物是藉祂而造成的」。這聖言
「是我們聽見過，我們親眼看見過，瞻仰過，以及我們
親手摸過的生命的聖言」->降生成人的聖子、聖體；是
「原與父同在」的。

•

為何「將所見所聞的傳報」？「為使你們也同我們相
通；原來我們是同父和他的子耶穌基督相通的」。相通
=communion, koinonia (GK) 。福傳最終和最有意義的目
的是引領不信者進入一個關係 - 與主共融。這共融是初
期教會的生活，是我們被召的原因，是藉聖體在基督內
的結合。

1:1-4
1:1-2, CCSS, CSB,
創 1:1, 若 1:1-3

1:3 CCSS

宗 2:42, 格前
1: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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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是光，要在光中行走
• 「天主是光，在他內沒有一點黑暗。」聖父聖子都是光,
照耀普世。

1:5, CCSS 若 1:45, 8:12；默 21:23

• 「如果我們說我們與他相通，但仍在黑暗中行走，我們就
是說謊」->人的痲木和軟弱。

1:6, 羅 7:19-23

• 「但如果我們在光中行走，如同他在光中一樣，我們就彼
此相通」。在光中行走不但讓人與主相通，也讓人與人相
通->諸聖相通。

1:7 CCSS

• 「如果我們說我們沒有罪過，就是欺騙自己…但若我們明
認我們的罪過，天主既是忠信正義的，必赦免我們的罪
過…」- 說自己沒有罪過的，可能是部份不信而離開教會
的人(2:18-19) 。人告罪以求寬恕的做法是舊約傳統，基
督將這做法立為聖事，讓人更有效地領受寬恕的恩寵。
遵守愛德的命令
• 基督的贖罪祭是普世性的，超越時空，贖人罪過，讓人因
他成為天主子女, 在基督奧體的共融内，確立與天主正確
關係。在這關係内，人的心靈日漸轉化，日漸遠離罪惡，
結出主内生活的果實。
• 如何知道我們真的認識主和真的在他內生活？「誰若遵守
他的話…由此我們也知道，我們是在他內」。若望給我們
一條新命令：愛自己弟兄姊。若奉行這新命令「對於他就
沒有任何絆腳石」。

E

1:5-10

不要愛世界

1:8-10 CCSS, CSB
詠 130:3; 詠
32:5；若 20:22-23,
雅 5:16
2:1-11

2:1-2, CCSS

2:3-11, CCSS, 肋
19:18, 若 13:34
瑪 18:6

2:12-17

• 若望的教會團體是「孩子」因他們像初領洗者，罪獲赦
免，他們也認識了父；是「父老」因他們屬靈成，認識基
督，承認他是「從起初就有的那一位」；是「青年」因他
們在靈性上奮力戰鬥，「已得勝了那惡者」。

2:12-14, CCSS,
CSB

• 「誰若愛世界，天父的愛就不在他內」 - 「世界」包括
「肉身的貪慾，眼目的貪慾，以及人生的驕奢」。世界要
過去，「但那履行天主旨意的，卻永遠存在」。

2:15-17, CCSS,
C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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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Notes:
1. Joseph Ratzinger on Communion:
“OT knows nothing of any ‘communion’ between God and man; the NT is this
communion, in and through the person of Jesus Christ.
On the Augustinian concept of Eucharistic communion: “Normal foodstuffs are less
strong than man, they serve him: they are taken in so that they may be assimilated into
man’s body and build him up. This special food (the Eucharist) is superior to man, and
thus the man who takes this bread is assimilated to it, is taken into it, is fused into this
bread and becomes bread like Christ himself.”
“Being a Christian is in reality nothing other than partaking in the mystery of the
Incarnation, i.e., men’s partaking of the communion between man and God, which is
what the Incarnation of the Word is.”
“This expression (Body of Christ) is more than just an image: it is the expression of the
true nature of the Church…the Church is simply that unity created by eucharistic
Communion, the unity of the many in and through the one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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