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約翰一書 1:1-2:2

與神團契
Koinonia





神是生命的源頭

與神隔絕是死亡

人因罪與神隔絕

神使人重新連結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約翰福音 14:6



信耶穌是為了死後上天堂，死後永生
才開始？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
兒子，就沒有生命。

約翰一書 5:12



以基督為中心 Christ-centered

信徒個人與神團契

全體教會與神團契

與神
團契



以基督為起點、根基、中心

Christ-initiated, Christ-based, Christ-
centered



 歸屬於一位牧人耶穌基督

 基督已拆毀了人與人之間隔斷的墻

 基督與教會同在，拯救萬民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
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裡，並叫你們的喜樂
可以滿足。」

約翰福音 15:11



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
主所聽見，又報給你們的信息。

約翰一書 1:5



「人看見我，就是看見那差我來的。我
到世上來，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
在黑暗裡。」

約翰福音 12:45-46



光 好 正面 顯明 善 屬神

黑暗 壞 負面 隱藏 惡 不屬神



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負一軛。
義和不義有什麼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
什麼相通呢？

哥林多後書 6:14



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要叫他們的眼睛
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
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
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使徒行傳 26:18



至高真神創造主的真實、公義、絕對、
永遠不變的旨意、道理、話語。

God Most High, the Creator’s true, 
righteous, absolute, and never-changing 
will, precepts, and words.



你話的總綱是真實；你一切公義的典章
是永遠長存。

詩篇 119:160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
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翰福音 1:14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
白一切的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
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
來的事告訴你們。

約翰福音 16:13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
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
進去。」

馬太福音 7:21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
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
得以自由。」

「If you continue in My word, then you are truly 
disciples of Mine; and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make you free.」(NASB)

約 John 8:31-32



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

主張沒有絕對的真理

強調沒有真理、以人為中心的愛

拒絕承認真神，真理，真相



1. 不符合現實 Unrealistic Thought

2. 自相矛盾 Self-Contradiction



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
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
此。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
怕他的行為受責備。但行真理的必來就
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約翰福音 3:19-21



求你叫我轉眼不看虛假，又叫我在你的
道中生活。

詩篇 119:37



1. 行真理 Live out the Truth

2. 認罪 Confess the Sins



原因

1. 真理不在心裡 Lack of Truth in Heart

2. 人心剛硬 A Hardened Heart



遮掩自己的罪過的，必不亨通；承認離
棄罪過的，必蒙憐恤。

He who conceals his transgressions will not 
prosper, But he who confesses and forsakes 
them will find compassion. (NASB)

箴 Prov. 28:13



凡心裡沒有詭詐、耶和華不算為有罪的，
這人是有福的！…我向你陳明我的罪，
不隱瞞我的惡。我說：我要向耶和華承
認我的過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惡。

詩篇 32:2, 5



我要除淨他們的一切罪，就是向我所犯
的罪；又要赦免他們的一切罪，就是干
犯我、違背我的罪。

耶利米書 33:8



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
此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 8:11



我小子們哪，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是
要叫你們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
裡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
督。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是單
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

約翰一書 2:1-2



1. 作主的見證 Be the Lord's Witness

2. 堅固教會 Strengthen the Church



一、事奉神

二、分享主的見證

三、彼此服事，彼此相愛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
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
然的。

羅馬書 12:1



1）主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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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 1:9



2）與主同行的見證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
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
樣患難的人。

哥林多後書 1:4



3）與主同工的見證

到了耶路撒冷，教會和使徒並長老都接
待他們（保羅與巴拿巴），他們就述說
神同他們所行的一切事。

使徒行傳 15:4



教會 = Multigenerational Fellowship

新生命的分享和交流在不同團契、不同
Congregation之間；並超越所有背景，
都在基督裡合而為一。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
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
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
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3:34-35



• Admit 認罪：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 Believe 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穌為主，相信他因救贖
你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
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 Confess 宣告：決志信主，公開表明自己與基督的關
係。「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
活，就必得救。」（羅 10:9）



1. 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2.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3. 研讀聖經，使靈命得著餵養。

4. 過Koinonia的生活，彼此相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