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約翰一書查經大綱
第一講
概論及引言（約壹 1—4）
一. 概論
A. 作者—使徒約翰
1. 根據和約翰福音的相似性
a. 作者都沒有說自己是誰
b. 作者寫作的風格相同
c. 作者都是目擊證人
2. 根據歷史的資料及背景
a. 使徒約翰的歷史資料
b. 同時期的異端—諾斯底主義的前身
(1) 否認道成肉身的教義
(2) 否認聖潔生活的道德
(3) 否認彼此相愛的人際關係
c. 約翰壹書一再駁斥異端的錯誤
B. 對象及目的
1. 對象—已經信主的基督徒
2. 目的—
a. 近程目的—和使徒相交
b. 終極目的—喜樂充足
C. 主題—和使徒並神相交的生命
D. 大綱—螺旋式的結構
1. 引言—一 1—4
2. 主題信息—一 5—二 2
3. 第一回合的驗證—二 3—27
4. 第二回合的驗證—二 28—四 6
5. 第三回合的驗證—四 7—五 17
6. 結尾的勸勉—五 18—21
二. 引言—一 1—4
A. 使徒所傳講的生命之道—1—2
1. 是起初原始的福音
2. 在歷史裡是真真實實的
B. 傳講生命之道的目的—3—4
1. 信息的來源和內容
2. 傳揚信息的根據
3. 傳揚和傳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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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和使徒並神相交的生命（約壹一 5—二 2）
一、 宣告—神就是光 — 一 5
二、 應用
A. 犯罪使人不能和神相交 — 一 6—7
1.
錯誤—一面和神相交，一面行在黑暗中—6 上
2.
是說謊—6 下
3.
正確—7
a. 在光明中彼此相交
b. 耶穌血的洗淨
B. 罪性使人不能和神相交 — 一 8—9
1.
錯誤—說自己無罪—8 上
2.
是自欺—8 下
3.
正確—9
a. 神信實和公義的赦免
b. 我們認自己的罪
C. 罪行使人不能和神相交 — 一 10—二 2
1.
錯誤— 說自己沒有犯過罪一 10 上
2.
是以神為說謊——10 下
3.
正確— 二 1—2
a. 不要犯罪
b. 犯罪時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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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講
信仰第一回合的驗證（約壹二 3—27）
一、 道德的驗證 — 二 3—6
A. 「曉得」、「知道」—提供可以驗證的事實
B. 遵守主道才是認識神
C. 認識是體驗過神
D. 愛神必須先遵守主道
二、 人際關係的驗證— 二 7—11
A. 「愛」是舊命令
B. 「愛」是新命令
C. 「愛」的實踐
三、 插進的勸勉和警告—二 12—17
A. 勸勉—12—14
1.
對小子—罪得赦免
2.
對父老—認識神
3.
對少年人—已經得勝
B. 警告—15—17
1.
不要愛世界—15 上
2.
原因
a. 世界和神相對立—15 下—16
b. 暫時和永恆相對立—17
四、 教義的驗證—二 18—27
A. 「敵基督」是「末時」的特質—18
B. 「敵基督」的特徵—19—23
1.
背叛起初的信仰—19—21
2.
說謊—否認主—22—23
C. 防範異端—24—27
1.
從起初所聽見的—24—26
2.
從主所受的恩膏—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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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信仰第二回合的驗證（約壹二 28—四 6）
一、 道德的驗證 —基督顯現的目的是聖潔生活的動力—二 28—三 10
A. 基督未來顯現的目的—二 28—三 3
1.
信徒是從神生的
2.
從神生的盼望基督的顯現
3.
盼望基督的顯現就過聖潔公義的生活
B. 基督過去顯現的意義—三 4—10
1.
犯罪的定義和根源—4，8 上
2.
基督顯現的目的—5，8 下
3.
基督徒的回應—6，9
4.
結論—7，10
二、 人際關係的驗證—三 11—18
A. 重覆「彼此相愛」的真理—11
B. 反面的例子—該隱—12—13
C. 正面的教導—14—18
1.
愛是有神生命的證據—14—15
2.
愛的本質是基督的捨己—16—18
三、 插進的話—19—24
A. 不被定罪的確據—19—21
B. 不被定罪的福氣—21—24
四、 教義的驗證—四 1—6
A. 前提—要試驗諸靈—1
B. 試驗的原則—道成肉身—2—3
C. 試驗諸靈的方法
1.
根據信徒裡面的聖靈—4
2.
根據人所服從的對象—5
3.
根據使徒所傳講的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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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
信仰第三回合的驗證（約壹四 7—五 5）
一、 人際關係的驗證—四 7—12
A. 彼此相愛因為愛是神的屬性—7—8
B. 彼此相愛和神愛的關係
1.
神對我們的愛是藉著基督的犧牲顯明的—9—11
2.
我們愛神的心必須藉著彼此相愛才能完全—12
二、 教義和人際關係的驗證—四 13—21
A. 神的內住—13—16
1.
第一個確據—聖靈—13
2.
第二個確據—認耶穌—14—15
3.
第三個確據—住在愛裡—16
B. 完全的愛—17—21
1.
第一個記號—坦然無懼—17—18
2.
第二個記號—愛弟兄姐妹—19—21
三、 交叉重疊的綜合驗證—五 1—5
A. 我們不可能相信耶穌卻不愛父神和祂的兒女—1
B. 我們不可能愛父神卻不遵守祂的命令—2—4 上
C. 我們不可能不信耶穌卻勝過世界—4 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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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講
（約壹五 6—21）
一、 三個見證—五 6—12
A. 見證的性質—6—9
B. 見證的結果—10—12
1.
信
2.
永生
二、 信徒的確據—13—17
A. 確知有永生—13
B. 確知禱告有功效—14—17
1.
禱告的態度和條件—14—15
2.
禱告的例子—16—17
三、 三個肯定及勸勉—18—21
A. 神的兒女必不犯罪—18
B. 神的兒女是屬神的—19
C. 神的兒女有神的智慧—20
D. 總結—遠避偶像—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