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

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

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约壹一3-4)

姓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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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第一天

生命之道

圣徒相交
「圣徒相通」是使徒信经中的宣言之一。因此，这不但是圣经的真

理，也是教会历史的传承。「与圣徒相交」是建立在「生命之道」的根基

上，这是初代使徒们按照圣灵的感动，所启示出的真理，同时，他们也是

历史历代圣徒们的典范。

相交的意义
首先，「相交」的字根是「共同」的意思，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

经验。譬如：财产共有、主权（所有权）共有、理念的共有...等。这个字
还有「伙伴」、「跟随」或「参与者」的意思。因此，这个字的概念不但

是指「神与人之间的互动」，也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以及「物质上

的共享」。

相交的重要性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________________地兴旺福音。
这节经文中的「同心合意」就是「相交」这个字，这样看来，相交必

须在「同心合意」的状态中。

生活中的相交

@...那一天，________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
________，擘饼，祈祷。(徒二42)

这三千位门徒彼此：r 交接；r 相交；r 同为门徒。（复选）

信心中的相交

@愿你与人所________的________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
是为基督做的。（门 6）
腓利门 的信心是与人：r 不同的；r 相交的；r 对立的。这样的信

心所显出的功效，使他们知道各样善事都是：r 为成名而做；r 为

基督而做；r 为慈善而做。

使命中的相交

@....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矶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
_______________，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
去。(加二9)

@这节经文是初代教会使徒们对保罗和巴拿巴的接纳，使他们成为使徒

团队中的：r 伙伴；r 同工；r 共赴大使命的人。（复选）



第三单元  第⼆二天

⽣生命之道

与⽗父神相交
在三一神论的基础上，我们将生命之道的相交，分别從圣父、圣子、

圣灵三方面默想。在本内容中，将针对「与父相交」作默想提示。

@我们若说是与神________，却仍在________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
真理了。我们若在________中行，如同神在________中，就彼此
________，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壹一6-7）

这两节经文中有哪三个字重复出现？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与⽗父相交的条件】

光明与⿊黑暗

@你们和________的原不相配，不要________________。义和不义有甚
么________呢？光明和黑暗有甚么________呢？
從平行结构而言，黑暗是指：r 不信的；r 不义的人；r 义人

⾏行为与⼯工作

@从前你们是________，但如今在主里面是________，________就当像
________的子女。（弗五8）
行事为人应当像：r 光明之子；r 暗昧之子；r 不暗也不明

@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著自己不能____甚
么，惟有看见父所____的，子才能____；父所____的事，子也照样
____。（约五19）

[注] 这节经文中重复出现的「做」与「行」是同一个字，是指工作的
意思。这样看来，(约壹一7)中的「行」使指「所做的事」。因此，
「与父相交的条件」是：

1. 在光明中；r 平安喜乐；r 行事为人；r 虚尤其表

2. 在真理中：r 照父所做的去做；r 照自己认为对的去做；r 看情

形而做。

【与⽗父相交的内涵】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________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________________。（彼后一4）

与神相交的内涵是：r 神的能力；r 神的荣耀；r 神的性情



第三单元  第三天

⽣生命之道

与神⼉儿⼦子相交
论到「与神的儿子相交」，我们在本内容中将基于「相交」的意义，

從「生命」、「后嗣」、「受苦」与「得荣耀」的角度默想「与神的儿子
相交」。

@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____，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____________。（林前一9）
［注］「有分」与「相交」是同一字。

神召我们与祂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r 作教徒；r 读经；r 相交

神儿子的生命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____________，并且叫你们信
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________。（约廿31）。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________，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________。（约
壹五12）
因神儿子耶稣而有的生命是：（复选）

r 身体的生命；r 永远的生命；r 神儿子的生命

【同为后嗣】

@既是儿女，便是______，就是神的______，和基督______________。
(罗八17)
［注］：「后嗣」就是「承受产业的人」。

与神儿子同作后嗣，就是一同承受：r 富足；r 能力；r 产业

【一同受苦】

@...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______，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罗八17)
【一同得荣耀】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______进______里
去，... (来二10)
...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____________。 (罗八17)

神⼉儿⼦子的灵

@你们既为______，神就差______________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
爸！父！」（加四6）



第三单元  第四天

⽣生命之道

与耶稣基督相交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

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_______，就是___________。

(路二10－11)

第一位报佳音的天使，所传的福音是关乎：r 历史；r 政治；r 万

民。这个福音是在大卫的城里，生了：r 君王；r 救主；r 主基督

「耶稣」是神的儿子在肉身的名字，而「基督」却是职称。论到与

「耶稣基督相交」我们将從两方面默想，首先，我们就從神儿子的圣名

「耶稣」作默想提示。

【耶稣是救主】

@你要给他起名叫_______，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_________。

(太一21)

天使长加百列向约瑟宣告婴孩的名字是：r 大卫；r 耶稣；r 基督

这位婴孩的使命是，将自己的百姓從罪恶里：r 处死；r 定罪；

r 救出来。

【在救恩上有份】

@凡_______他的，就是__________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
女。（约一12）
祂的名就是「耶稣」，要成为神儿女必须：r 接待耶稣；r 呼求耶

稣；r 相信耶稣

相信耶稣是救主

@当_______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_______。(徒十六31)
你若口里认耶稣_______，心里信神叫他______________，就必得救。

（罗十一9）
得救的信心是相信耶稣：r 是先知；r 是祭司；r 從死里复活

從罪恶中救出来

@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_______的人用不著医生，_______的人才

用得著。我来本不是召义人_______，乃是召_______。」（可二17）

耶稣来要召怎样的人？r 病人；r 义人；r 罪人 （复选）

（续接下页）



【耶稣是主基督】
「基督」的原意是「受膏者」的意思。在圣经中有三种职务是必须受

膏，就是「祭司」、「先知」和「君王」。神儿子耶稣基督，不但是救

主，也是「主基督」。既然是「主基督」，就是「祭司」、「先知」和

「君王」的主，耶稣就是「主祭司」、「主先知」和「主君王」。因此，

论到「与基督相交」，我们就從这三个职务上作默想提示。

与主祭司相交

@但现在______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事的______，经过那更大更全备
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

的血，乃用________血，只一次进入______，成了______________。
（来九11-12）
论到与「主祭司」相交，大祭司耶稣基督所献上自己的血的是：

r 永远的爱；r 永远的赎罪祭；r 永远的平安

我们若在________中行，如同神在________中，就彼此________，他
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壹一7）
大祭司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血所献永远的赎罪祭，将会洗净我们的：

r 身体；r⼀一切的罪 ；r 某些罪

与主先知相交
「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是神话语的出口。 不论是教导、指示、指引

都必须出于神；即使是说预言，也必须是出于神。

@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______________。」（太廿一11）
因我从我父所________，已经都________你们了。（约十五15）
看哪，我________告诉你们了。（太廿四25）
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________告诉你们了。（可十三23）

耶稣不但被众人认出，耶稣在教导中，说到未来将会发生的事。这些

都显明了耶稣是：r 祭司；r先知 ；r 君王

与主君⺩王相交

@...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
「那生下来作______________的在哪里...」(太二1-2)
彼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____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
____。我____________，也为____________________。特为给真理作
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__________(约十八37)

我们若能________，也必和他________________。(提后 二12)
与「主君王相交」不但要听耶稣基督的话，若能忍耐，最终的结局乃

是与祂：r 同死；r 同⽣生 ；r 同作王



第三单元  第五天

⽣生命之道

喜乐充⾜足

【书信的⺫⽬目的】

@我们将________写给你们，使你们的____________。(约壹一4)
这是一个目的性的子句，这不但是约翰壹书引言的结语，也是约翰壹

书著作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别的，乃是：

r 平安；r 智慧；r 喜乐；r 感恩

不但是「喜乐」，而且是「充足」。这是圣灵对每一位约翰壹书读者

的期待，我们就先认识圣灵对我们的期待。

【圣灵的期待】

喜  乐
许多人都将「喜乐」视为一种「情绪」的现象，无可否认的，「喜

乐」的确会引发出情绪的现象，但是，那并不是「喜乐」的本质。我们可

以從圣经不同的用法，认识「喜乐」的本质：

@______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____，主和你______
了！」（路一28）
忽然，耶稣遇见她们，说：「愿你们______！」她们就上前抱住他的
脚拜他。（太廿八9）
1. 天使对马利亚的问候，以及耶稣在复活后向看见祂显现的妇女们问
候的时候，是问侯她们：r 健康；r 丰盛；r 平安；r 家庭

2. 天使与耶稣以「喜乐」问候她们「平安」，是因为：（复选）

r 天使显现；r 主的同在；r 主的复活；r 看见异象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________是你们的________。（尼八10）
很显然的，依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我们的：

r 智慧；r 聪明；r 力量；r 财富

充  足

@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________。（西一25）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

的________可以________。（腓二2）
喜乐「充足」也就是：r 充满；r 富足；r 满足；r 洋溢 （复选）

［注］：这四个选择都是正确的，这正是「充足」的意思。这样看来

圣灵将使每一位读约翰壹书的人，都要经历到「喜乐充足」。愿你满得圣

灵所赐的喜乐。阿们！



⾏行动纲要
【经⽂文背诵】请背诵约翰壹书第⼀一章1-4节

【祷读与默想】约翰壹书第⼀一章3-4节

【⺫⽬目标】：查验⾃自⼰己与神并祂⼉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事实与状态

1. 请完成下列表格，并在小组中分享，彼此代祷。

相交的亲身体验
经常

（3）
偶尔

（2）
不确定

(1)
没有

(0）
1. 内心的平安

2. 感受到神的爱

3. 对神话语渴慕

4. 向神祷告

5. 态度的改变

6. 注意自己的见证

7. 对罪的警觉性

8. 胜过罪

9. 罪被赦免的感觉

10. 对别人的关心

11. wo 

12.  ni 

2. 请将上表所评估的结果中，积分最少的项目写下来，并列为你今年

藉着着约翰壹书成长的目标，并且经常为自己祷告，也在小组中彼此代

祷，定期评估自己的成长，在结束约翰壹书后，必定会经历到「喜乐充

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