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音的核心在於團契的恢復 
約壹 1:1-4 

 
2020.06.14（主日歡慶） 

朴相雄 宣教士 



感謝真神~ 感謝後站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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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卷作：我們）的喜樂
充足。 

【約翰壹書 1:1-4】  
神的話語 



引言：福音恢復團契，使團契恢復。為什麼透過福音？ 

 

1. 福音使我們享受生命的話語。（1-2） 

2. 福音使我們恢復團契的生活。（3） 

3. 福音使我們享受充滿喜樂的生活。（4） 

 

結論 ：願你們透過福音而恢復團契。 

福音的核心在於團契的恢復。 
大綱 



1. 感謝神！使我們兩家與後站教會相交。 

1）因著福音，我們和你們彼此代禱了1年  

2）福音建立koinonia（交往），恢復Koinonia（親密關
係），使Koinonia（教會內的團契）恢復。  

2. 疫情後，教會都希望恢復團契。聖經的方法 = 福音 

@今天，福音還有效果嗎？為什麼透過福音來恢復團契？ 

今天聽講道的時候，願你們把神透過我的口而告訴你們的講道
接受為神使你們每一個人應當聽的話語。 

 

福音建立團契，恢復團契，使團契恢復。 
引言 



1. 約翰福音的目的：使非基督徒信耶穌基督，得生命 

【約20:31】但記載這些事是要使你們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
並且使你們信他，好因著他的名得生命。 

 

2. 約翰壹書的目的：使已信耶穌的聖徒確信永生，享受與
神的團契（Koinonia）。 

【約一5:13】我把這些話寫給你們信奉神兒子之名的人，要讓你們
知道自己有永生。 

【約一1:3】我們把所看見、所聽見的傳揚給你們，為要使你們也
與我們有團契，而我們的團契是與父和他兒子耶穌基督所共有的。 

 

   寫信目的：透過福音，恢復團契 
寫信目的 



* 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一端  

-二元論（物質-精神），靈知（= Gnosis =真知） 

- 基督論一端（耶穌的身體不是真的） 

【約一2:18】孩子們哪，如今是末世的時光了。你們曾聽過那敵基督者要來，現在有
好些敵基督者已經出來了；由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世的時光了。【約一2:19】他
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他們
出去，這就顯明他們都不是屬我們的。 

 破壞教會和團契 

 

@恢復教會的方法 = 強調福音（教會的最重要的資產） 

 堅強團契的生活！（聖靈的方法） 

        以弗所教會裡面有非常嚴重的事件！ 
背景 



* 福音 

1）英文 Gospel = God（神） + Spell（故事）= 神的故事 

2）希臘文 Euangelion = （羅馬傳令兵的戰報；“福音，福音，
福音！”= 打勝仗；好消息：這一仗我們贏了！） 

3）福音不只是好聽的故事而已，甚至不只是神的故事；還有更深
的含意——這場仗打完了，現在可以宣佈勝利、和平屬於我們的
了！ 

• 對我們而言，打什麼仗？神與撒旦之間的仗。 

• 結果？【約6:47】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信的人有永生。 

Q)那麼，今天福音有用嗎？是的！今天我們仍需要福音呢~ 

今天，福音還有什麼作用？ 
福音 



馬可約翰 

*經歷了失敗（離開了第一次傳道旅遊團：被淘汰了，屬靈生命的
終局，悲慘） 

*巴拿巴幫助馬可恢復屬靈生命。 

*跟彼得做同工（翻譯）【我兒子】（彼前5:13） 

*保羅給歌羅西教會寫信時，勸勉教會的人接待馬可。保羅完全地
容納馬可而叫他稱為【我的同工】。（門1:24）  

 

 *他是從失敗中完全恢復的人。因此…… 

從失敗中恢復的人生 
馬可的見證 



【和合本 可1:1】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αρχη =太初）。 

 

 【和合本 創1:1】 起初，神創造天地。 

 【七十士譯本 創1:1】 εν αρχη εποιησεν ο θεος τον ουρανον και την γην 

 

*主後64-65年，羅馬尼羅皇帝逼迫基督徒（空虛混亂，黑暗，失敗） 

*福音確有重新創造人生的能力！願你們依靠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的福音來
從空虛混亂，黑暗和失敗中重新恢復起來！  

 

*福音：使我們得救，還有很多能力。 

Q)約壹1:1-4說的能力有什麼？ 

    福音具有創造人生的能力！ 
馬可的見證 



【約壹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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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從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道成肉身 

【約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1.福音使我們享受生命的話語（1-2） 
生命之道 



【約壹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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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聽見，所看見（ 現在完成式：動詞動作尚可傳達完成、既存的
動作狀態，此概念的動作可用一個點與一條持續線表達）：過去聽見
的、看見的內容，到現在也活生生地感覺到 

3）親眼看過，親手摸過的（過去式：強調實際性，歷史性）：在我
們當中實際存在過的耶穌，我們親眼看過祂，親手摸過祂。 

*耶穌升天已經過了幾十年了。但是，使徒約翰現在也同樣地感覺（經
歷）到耶穌。 

 

@我們也是約翰壹書的【收信者】。請多多享受。願更深地經歷耶穌~ 

生命之道 



Q)經歷話語的意思？（出埃及記，民數記）  

神的百姓在【曠野=midbar】需要【神的話語=dabar】. 

 

 

生命之道 

曠野（midbar） 神的話語(dabar) 

不好找前路 我路上的光（詩119:105） 

危險，疾病，戰爭 盾牌（詩18:30），醫治、拯救我們（詩107:20） 

痛苦，苦難 安慰（詩119:50） 

絕望，失敗 盼望(詩119:49） 

沒有吃的，喝的 嗎哪（申8:3），活水（出17:6） 



*從起初原有生命之道 = 永恆生命的話語 

-接受耶穌，就可以享受永恆生命 

-永生？認識父神與基督耶穌 

-認識（希臘文 ginosko, 希伯來文 yada）= 深地經歷而建立關係 

（結婚前與結婚後的認識不同） 

-生命的居所在那裡？在腸子（希臘人），在喉嚨（非洲人），在
心臟或腦子裡面？但，解剖後，仍找不到生命的居所。若用肉身
的眼睛確認了一下生命的居所，那生命就會死的。屬靈的眼睛才
看得見生命的居所。 

-有生命的人才可以論道，“生命”。死後，卻不能論道“生命”。 

生命之道 



渴望永生！ 
 

“雖然世上臨時的東西 

對我們實際生活也有用。 

但，還是使永恆的東西 

當做你渴望的對象。” 

（Thomas à  Kempis ， 

托馬斯 肯皮斯，主后1380-1471年） 
 

生命之道 



*永恆生命的話語——耶穌賜給我們真正的喜樂和幸福 

【約10:10】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羊得生
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使羊得生命 =永生 ：真正的喜樂（永恆的東西具有真價值） 

@死後，沒有永恆生命的話，我們追求和擁有的東西有什麼用啊？ 

-使羊得的更豐盛=幸福生活：真幸福（有生命的才能享受幸福） 

 

@祝你們每天享受主恩的滋味，更知道主的美善！ 

【詩34:8】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
福了！ 

生命之道 



@享受神的話語 

-名義上的基督徒 ：沒有享受過神話語的恩典和能力 

                            無力，生活上沒有變化 

 

 

 

 

 

 

*享受神話語的秘訣 ：先放棄自己的看法和知識，再謙虛地領受神賜給我的
話語。（領受神話語的機會很多~） 

*（彼此祝福）祝你從今以後，每時每刻享受神話語的祝福！ 

 

生命之道 

 

聖經 

告訴 

我們的 

阿爸父神，耶穌，聖靈  

才是 

真正的 

……。 

異像，方向，許願 

喜樂，幸福，能力，盼望，智慧，安慰，祝福，禱
告的應允 

教會，國度，宣教，傳道，恩賜 

末日，拯救，審判 



【約壹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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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基督徒而言，福音的作用？ 

1. 福音使我們享受生命的話語（1-2）。 

2. 福音使我們恢復團契的生活（3）。 

@真享受神話語時，才可以與神相交，也可以過團契的生活。 

 

Q)那麼，什麼叫團契？ 

          2.福音使我們恢復團契的生活（3）。 團契的生活 



【弗2:13-22】 

（13）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 

（14）因他使我們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
中間隔斷的牆； 

（15）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著自
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16）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好了， 

（17）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 

（18）因為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 

（19）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人了； 

（20）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21）各（或作：全）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22）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團契的生活 



*團契（Koinonia）= 相交，交往，親密關係  

 信仰的本質，福音的核心  福音的核心在於團契的恢復 

Q)為什麼？耶穌是為了恢復【神-罪人關係】，【人-人關係】而來的。 

 

 

 

 

 

 

@神與罪人相交，罪人與罪人相交  最大的神蹟奇事！ 

 

 

團契的生活 

罪，不信 恩典，信心 

隔離，仇敵 團契的生活，親密關係 

神-罪人 

以色列人-外邦人 

人-人 

歸為一體 

彼此相愛 

一同成為神居住的聖殿 



* 教會就是神賜給我們最重要的團契（Koinonia）！ 

 

 

 

-【林後13:14】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希臘文 Koinonia hagiu Pneumatos = 聖靈的交往（團契，親密關係） 

 

@福音的核心在於團契的恢復。  

因此，破壞團契？不是與福音相稱的生活，不是出於福音的行為 

【約一2:19】他們從我們中間出去，卻不是屬我們的，若是屬我們的，就必仍舊
與我們同在。他們出去，這就顯明他們都不是屬我們的。 

團契的生活 

教會 交會 

以神話語的教導為主 以團契的生活為主 

教會就是團契。福音恢復神-人關係，人-人關係。 



* 享受（關鍵詞） 

-福音使我們認識耶穌，使我們永恆地享受永生的耶穌！ 

@既然我們認識了耶穌，接受了耶穌為救主和君王，就應當享受
祂和祂賜下的恩典直到永遠~ 

比如，慈愛，原諒和赦免，和睦，喜樂，平安，安慰，幫助，依
靠，保守和保護，盼望，能力，同在…… 

因此，福音的核心在於團契的恢復。 

 

@若放棄這份禮物——與耶穌團契的生活（Koinonia），就是放
棄世上最大的祝福。 

 

 

 

團契的生活 



團契的生活 
讚美歌【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無數的黑夜裡，我用星星畫出你 

你的恩典如晨星讓我真實地見到你 

在我的歌聲裡  我用音符讚美你 

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頌讚的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認識主耶穌 

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穌 

走在高山深谷  祂會伴我同行  我知道這是最美的祝福！ 



團契的生活 

* 團契生活的秘訣 = 捨己 

【約15:13】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更大的了。 

【約15:14】你們若遵行我所命令的，就是我的朋友。 

【約15:15】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但我
稱你們為朋友，因為我從我父所聽見的一切都已經讓你們知道了。 

【約15:16】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派你們去結果子，
讓你們的果子得以長存，好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會賜給你們。 

【約15:17】我這樣命令你們，是要你們彼此相愛。」 

 

@放棄自己的，反而取耶穌的方法  真正的團契生活 

不能享受團契生活的祝福？最可憐的基督徒！勸你們天天享受！ 



          3.福音使我們享受充滿喜樂的生活（4）。 充滿喜樂 

【約壹1:4】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你們（有古卷作“我們”）的喜樂充足。 

* 充滿喜樂的秘訣 = 把耶穌的喜樂放在我們裡面，彼此相愛 

【約1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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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 

耶穌的喜樂 = 因著聖子與父神之間的團契而產生的喜樂 

耶穌邀請12個門徒享受這份喜樂  約翰也邀請收信者享受這份喜樂 

@與父神、耶穌和聖靈相交 + 彼此相愛  耶穌的喜樂充滿我們！ 

這喜樂就是過曠野之人的最重要的能源和力量。願你們使耶穌的喜樂
充滿你們~ 這樣，你們就會很順利地過曠野生活的。 



充滿喜樂 

*彼此相愛（團契的生活）的秘訣 = 捨己 

【約15:13】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更大的了。 

【約15:14】你們若遵行我所命令的，就是我的朋友。 

【約15:15】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但我
稱你們為朋友，因為我從我父所聽見的一切都已經讓你們知道了。 

【約15:16】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派你們去結果子，
讓你們的果子得以長存，好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會賜給你們。 

【約15:17】我這樣命令你們，是要你們彼此相愛。」 

 

@放棄自己的，反而取耶穌的方法  真正的彼此相愛 



充滿喜樂 

*在曠野的人需要團契的生活（大的：教會，小的：小組） 

- 曠野裡的障礙和試探（環境，物質，名譽，健康的身體，人際關係） 

但，像耶穌愛我們一樣，彼此相愛  耶穌的喜樂充滿我們！ 

@C3讀經，小組，見面，喝茶，吃飯，敬拜，服侍 

 

@彼此代禱 =彼此相愛的最好方法  

為什麼？禱告是與神相交的時間。代禱的時候，我們把禱告的對象帶
到我與神的團契裡面。我們把他和他的問題放在神的手中時，神、我
和他就在一個團契裡面相交。使耶穌的喜樂充滿他，掌管他的生活，
使他能夠克服一切曠野生活裡的障礙和試探。 

*代禱  測量我愛別人的大小（非常重要的測度） 

 



     福音的核心在於團契的恢復！ 結論 

*感謝： 

-週一禱告會中，教會和同工們為我們兩家代禱！ 

-內門外展中，教會和內門團隊使我們在內門，陪你們與神同工。 

@對我們而言，在福音裡面，這就是真正團契的生活。 

1）享受照著神的話語而與神同心合意地求神的國和祂的義之祝福 

2）享受與神（耶穌、聖靈）相交、它帶來的恩典和能力 

3）享受耶穌的喜樂，並且透過代禱來證明彼此相愛的能力 

@祝你們無論在教會或者個人生活當中，都照著神的話語，恢復與神
團契的生活，使耶穌的喜樂和恩典能夠充滿你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