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21-2022 (若一 2:18-3:24)
聚會#6: 假基督、天主的子女應彼此相愛
A

提防假基督，要跟隨聖神教訓

2:18-27

•

「最末的時期」或最後時刻(‘the last hour’NAB) 是
歷史的最後時期，但不代表世界終結即將來到。這期間
人類在等待著基督再來。按教會教導，基督再來前,假基
督或「無法無天的人」將出現，他迫害教會，使人類陷
入邪惡和混亂中。若望將離開他的團體和否認耶穌是默
西亞的人形容為假基督，「他們都不是屬於我們。」

2:18-19, CCSS,
CSB
CCC675
得後 2:3-12, 默
13

•

如何面對假基督和異端邪說？用「由聖者領受了傅油」
所得來的真理，即聖神的恩寵和啓迪。祂是聖父和聖子
所派遣的。若望「給你們寫信，不是你們不明白真理，
而是因為你們明白真理」，因基督徒已從同一聖神獲同
一真理。

2:20-21a, CCSS,
若 14:26, 15:26;
伯後 1:12，若
16:13

•

在聖神内，基督徒「明白各種謊言不是出於真理」，特
別是「那否認耶穌為默西亞的…那否認父和子的，這人
便是假基督。凡否認子的，也否認父；那明認子的，也
有父。」在此，若望可能針對上述背離教會的人。在聖
神引領下的初期教會，漸漸進入真理，進一步確定耶穌
是誰。

2:21b-23,CCSS

「你們由他所領受的傅油，常存在你們內…傅油教訓你
們一切。」因傅油從聖神領受的特別恩寵能教訓人一切
真理，聖奧斯定將這恩寵看作聖神種下的真理的樹，別
人可以灌溉耕種，使之成長的是天主。聖多瑪斯稱之為
「聖神觸覺」，梵二稱之為「全體教民的信德的超性意
識」(supernatural sense of faith “sensus
fidei”) 。

2:24-27, CCSS
CS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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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的子女是聖潔和正義的
•

我們既是天主的子女，便應「常存在他內」，即存在基
督内。如葡萄樹和枝條，這是個生活和密切的關係，讓
人結出果實並放心大膽，「在他來臨時，不至於在他面
前蒙羞」。這安然面對審判的信心不因自以為是，而是
由於這生活和密切的關係帶來的，對主的認識和信靠。
真正「由他而生的」天主子女必履行正義。

SN1

格前 3:6-7
LG12

2:28-3:10
2:28-29 CCSS, 若
15:1-10, BSP#5B2

SN2
申 6:25
BSP6/1

•

藉信主和受洗，我們真的成了天主的子女，不只是名義
上，「而且我們也真是如此」！由於這尊貴和獨特的身
份，基督徒能有分於天主性體；並享天主豐厚的愛情，
和保護；成了「天主的承繼者」，與基督一同受苦和共
享光榮。所以我們要相愛，如基督愛了我們；不斷因主
名向天父祈求。

3:1 CCSS, CSB; 若
1:12-13, 3:5；伯後
1:4; 若 16:27, 17:15;
羅 8:16-17; 若 13:34；
路 11:1-13, 得前 5:1618

•

「但我們將來如何…一顯明了，我們必要相似他」- 信
主者在經歷著肖似基督的轉化，他們「以揭開的臉面反
映主的光榮」，漸漸地「變成了與主同樣的肖像，正如
由主，即神在我們內所完成的」。

3:2 CCSS，格後
3:18，出 34:29-35

•

「所以，凡對他懷着這希望的，必聖潔自己，就如那一
位是聖潔的一樣」。對若望，聖潔包括「不犯罪」
(2:1), 「遵守他的命令」(2:3-4), 「照那一位所行的
去行」(2:6) 。「凡存在他內的，就不犯罪過；凡犯罪
過的」是不認識主的。「不犯罪過」指不慣性和持續地
犯罪，不是指完全不犯罪過。

3:3-6 CCSS

「萬不要讓人迷惑你們！那行正義的，就是正義的人…
那犯罪的，是屬於魔鬼，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 若
望將背棄教會和妖言惑眾的人看作魔鬼的人，並藉此帶
出從起初魔鬼便與天主對抗的教導。按此教導，「天主
的種子…存留在由天主生的」人身上。

3:7-10, CCSS

•

C

基督徒因主耶穌的名字，在真理内彼此相愛
• 加音殺弟亞伯爾是聖經中第一件謀殺案。「凡不行正義的
和不愛自己弟兄的，就不是出於天主」。無論聖經或第一
世紀猶太文學傳統都將二者視為邪惡和正義的代表。梵二
跟隨教父們，認為打開信德和愛德之門的教會已開始於義
者亞伯爾，他的犧牲和祭獻。在五旬節，耶路撒冷的樓廳
裡聖神降臨宗徒們和主的母親身上，教會正式公諸於世。
• 聖經中第一件謀殺案這愛與恨的對立，預告著基督徒和世
界同樣的愛與恨的對立。「如果世界惱恨你們，不必驚
奇」。加音(世界) 的恨蒙蔽了人的心目，讓人看不見愛
護兄弟姐妹的需要。我們卻愛弟兄「因為那一位為我們捨
棄了自己的生命，我們也應當為弟兄們捨棄生命」，而且
「要用行動和事實」去愛。

1:8, 2:1

創 3:14-15
羅 16:20
3:11-24
3:11-12 CCSS, LG2,
G. Tavard, The
Church Community
of Salvation p.49
創 4:10, 黙 6:9-10,
希 11:4

3:13-18 CCSS, 若
15:19；創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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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我們用行動和事實去愛兄弟姐妹，在天主面前便可以安
心，「因為天主比我們的心大，他原知道一切」，他必能
看見我們的愛心，他在基督内無限慈悲，是我們可以放心
依恃的。
• 總之，若「我們信他的子耶穌基督的名字，並按照他給我
們所出的命令，彼此相愛」就住在他內，天主也「藉他賜
給我們的聖神」住在我們內。
Special Notes:
1. Ecumenical Councils of the Early Church
Council
Date Heresy/Issues
1. Nicaea
325
Arianism (denial of
divinity of Christ)
2. Constantinople

381

3. Ephesus

431

4. Chalcedon

451

5. Constntple. II

553

6. Constntple. III

680

Macedonianism (denial
of divinity of the HS.
Nestorianism (Christ is
2 persons. Mary is not
Mother of God).
Monophyysitism (Christ
has one nature, human
nature absorbed by
divine nature).
3 Chapters Theological
writings tainted by
Nestorianism.
Monothelitism (Christ
has one will, human will
absorbed by divine will)

3:19-22 CCSS

3:23-24 CCSS, 則
36:25-26, 耶 31:33,
格後 3:3, 出 31:18

Church Teaching Affirmed
Christ is true God and true man.
One in being (consubstantial)
with the Father.
Reaffirmed teachings of Nicaea.
HS is a divine person.
Christ is one divine person.
Mary is the Mother of God.
Christ has 2 natures, human and
divine; “hypostatic union” – 1
person with human and divine
nature united.
Reaffirmed teachings of
Ephesus & Chalcedon
Christ has two wills: human &
divine

2. In the face of strong attacks from the media against him in his handling of the Munich
cases of sexual abuse, Pope Emeritus Benedict XVI wrote:
“Quite soon, I shall find myself before the final judge of my life. Even though, as I look
back on my long life, I can have great reason for fear and trembling, I am nonetheless of
good cheer, for I trust firmly that the Lord is not only the just judge, but also the friend
and brother who himself has already suffered for my shortcomings, and is thus also my
advocate, my ‘Paraclete. In light of the hour of judgment, the grace of being a Christian
becomes all the more clear to me. It grants me knowledge, and indeed friendship, with
the judge of my life, and thus allows me to pass confidently through the dark door of
death. In this regard, I am constantly reminded of what John tells u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pocalypse: he sees the Son of Man in all his grandeur and falls at his feet as though
dead. Yet He, placing his right hand on him, says to him: ‘Do not be afraid! It is I…’”
Source: https://www.catholicnewsagency.com/news/250319/benedict-letter-munichsexual-abuse-report-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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