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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7 年 7/16~ 7/22 

七月十六日 

讀經 徒十四；堅固門徒 

鑰節 堅固門徒的心，勸他們恆守所信的道。又說：『我們進入神的

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徒十四 22) 

禱告 啊! 幫助教會不怕艱難、心得堅固，並恆守所信的道。 

詩歌 復興袮工作，主～churchinmarlboro 

七月十七日 

讀經 徒十五 1～32；同心定意 

鑰節 所以，我們同心定意，揀選幾個人，差他們同我們所親愛的

巴拿巴和保羅往你們那裏去。 (徒十五 25) 

禱告 親愛主，教導我們在處理教會事務時，能同心合意，按真理

並聖靈的心意而行。 

詩歌 弟兄和睦同居～churchinmarlboro 

七月十八日 

讀經 徒十五 33～41；配搭危機 

鑰節 於是二人起了爭論，甚至彼此分開。巴拿巴帶著馬可，坐船

往居比路去。 (徒十五 39) 

禱告 親愛主，求袮使我珍惜我們的配搭，不讓我們堅持己意以至

與同工分裂。 詩歌 我們呼吸天上空氣～churchinmarlboro 

七月十九日 

讀經 徒十六 1～15；聖靈不許 

鑰節 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

許。 (徒十六 7) 

禱告 親愛主，謝謝袮藉著環境、事物、艱難或令人失望的事來引

導我們經歷袮更多。求袮使我們清楚聖靈的引導，也順服聖

靈的禁止和不許。 

詩歌 我今願跟隨耶穌～churchinmarlboro 

七月二十日 

讀經 徒十六(16～40) ； 全家得救 

鑰節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徒十六 31下) 

七月二十一日 

讀經 徒十七；考查聖經 

鑰節 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

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 (徒十七 11) 

七月二十二日 

讀經 徒十八家與教會 

鑰節 遇見一個猶太人，名叫亞居拉，他生在本都；因為革老丟命

猶太人都離開羅馬，新近帶著妻百基拉，從義大利來。保羅

就投奔了他們。他們本是製造帳棚為業。保羅因與他們同

業，就和他們同住作工。 (徒十八 2～3) 

【本週聖經鑰句】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十六 31下) 正常的基 

督徒家庭，乃是全家歸主 (15，31，34 節) 。禁卒是繼呂底亞，

成為歐洲第二位全家都受浸，歸入主名下的家庭。所以凡是關

心全家歸主的聖徒，當竭力將福音傳給家人，使全家人都得救

歸主。筆者曾抓住此應許，憑信心一直為家人禱告近十年，至

終全家人逐一地得救歸主。然而本句不是說只要家中的一個人

相信，全家人就自動得救；乃是說： 

（一） 一個人先得救，其生命和生活真實的改變，自必容易影響

全家人歸主； 

（二） 先得救者關心自己的家人，憑信心一直為他們禱告，至終

全家人也會受感動而歸主； 

（三） 神的本意喜歡讓一家、一家的得救(創七 1；出十二 3～4；

書二 18～19)，聖經和教會歷史都證明，全家得救的機會

很大(路十九 9；徒十一 14；十八 8)。 

【《歌羅西書》綜覽】──基督是神一切的豐盛 
【本書鑰義】《歌羅西書》論及基督是神一切的豐盛，以及基

督又是一切的一切，故祂不但是我們生活的力量泉源，更是我

們的生命與內涵，並且還是教會對付一切異端教訓的最佳利器。

本書啟示了基督的超越與完備，因神的一切豐盛在基督裡，而

我們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以及教導我們的行事為人如何對

得起主，因而在教會中、家庭裏、在社會上活出基督的生活。

保羅精心編寫本書，藉以特別強調： 

(一) 基督是那位包羅萬有者，以及祂是元首，祂也是一切。

故基督不但是我們生活的力量泉源，更是我們的生命與

內涵，並且還是教會對付一切異端教訓的最佳利器。 

(二) 基督的超越與完備。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

居住在祂裡面，我們在祂裡面也得了豐盛；而我們有了

基督，就有了一切。故我們要滿心認識祂、持定祂，使

我們行事為人對得起祂，因而在教會中、家庭裏、在社

會上活出基督的生活。 

【本書重要性】 

(一)《歌羅西書》比新約其他書卷，更完滿地把基督的超越性

啟示出來。在這短短的四章中，保羅用了許多高超的詞句來發

表、描述基督，因為在當時的歌羅西教會中，異端教訓正產生

影響力，而這些教訓又是猶太人和外邦人兩種文化的最高產品；

由於它們是高尚的東西，就很容易成了基督的代替品。因此，

保羅在本書中鄭重地講論這位超越的基督：祂是教會全體之首，

當在凡事(原文為萬有)上居首位，因為父一切的豐盛都在祂裡

面居住(一 18～19)，祂是獨一至高且無可比擬的一位﹗在教會

中絕不可有任何東西取代基督。教會生活必須單單由基督所組

成，祂必須是獨一的組成元素，是教會生活的內容。因此，任

何人若想要更深地認識基督的超越與完備，並且學習如何讓基

督居首位，而在教會中、家庭裏、在社會上，活出新人的生活，

就必須讀本書。 

(二)《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都是保羅書信中特別論到基

督與教會的真理和實行： 

(1)《以弗所書》——啟示教會在神旨意中的重要地位，就是作

基督的身體。教會要顯出祂的豐富，並對付祂的仇敵，故我們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2)《歌羅西書》——啟示基督究竟有多超越、多豐盛，就是作

教會的元首。基督既然如此，我們也在祂裡面得以完全，故我

們行事為人就當對得起主。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Revive%20Thy%20Work.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95.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ollow%20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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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任何人若想要滿心知道神的旨意，看見基督是神一切的豐盛，

而在基督裏活出得勝的生活，就必須讀本書。 

【本書背景】本書與《以弗所書》和《腓利門書》幾乎都是保羅同

時寫的，在主後 61 年，於羅馬監獄(四 3)。本書也是由推基古送遞

(四 7)。福音傳到歌羅西後，一直結果增長，以巴弗專程來到羅馬，

把這好信息報告保羅，以致保羅為他們謝恩(一 3～8)。但同時亦告

知保羅，教會中有異端入侵，聖徒被人用花言巧語迷惑(二 4)，所

以保羅在本書也斥責異端教訓的錯誤，然而更重要的是指引歌羅西

聖徒更深地認識基督。這些異端的教訓直接牴觸了基督那至高的主

權和豐盛，抹殺了那在基督裡的豐盛。苦修派著重人的行為，智慧

派強調人的智慧，其根源都是人，結果叫人偏離基督──「不照著

基督」(二 8)、「不持定元首」(二 19)；但保羅在本書卻一再高舉

基督，特別是祂那元首的地位和豐盛，好叫聖徒滿心認識祂、持定

祂，行事為人對得起祂(一 9～10)。 

【本書鑰節】「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地禱

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好

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祂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

漸漸地多知道神。」(西一 9～10)保羅在第一章的禱告是本書的中

心鑰點。我們因滿心知道神的旨意，必然會有四樣結果產生：(1)

行事為人對得起主；(2)凡事蒙祂喜悅；(3)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

(4)漸漸的多知道神。 

「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祂可

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一 18) 本書向我們啟示基督對教會的優越

和中心的地位。基督是一切舊造的元首和根源；照樣，祂自然也是

新創造(教會)的頭，也是教會全體之首和根源。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你們在

祂裡面也得了豐盛。」(二 9～10上)  

保羅著此書，鑰義是糾正異端的錯誤，並正面的啟示了神本性一切

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居住在祂裡面，而我們得以有分於神本性一切的

豐盛。因此，我們在基督以外還要追求其他如哲學、律法主義、神

秘主義、禁慾主義嗎？ 

「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三 11 下另譯)本句是基督

與教會真理和實行的精髓和實質，又是全書的中心信息，其含意

極其豐富：(1)教會裏外所有的不同，都已被基督取代；(2)基督

是教會外面的彰顯，又是教會裏面的豐富；(3)基督是教會裏外所

需的一切，在基督之外的一切人事物，都無關緊要；(4)基督在我

們的環境和心裏運行，使我們能藉外面的事物和裏面的帶領來經

歷祂；(5)教會一切都是為著基督，也都歸於基督。 

【本書鑰字】《歌羅西書》對「基督」的超越和豐盛有多方面的啟

示，大概可包括以下數點： 

(一)祂愛子的身分(15～19)──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15上)，是

神的彰顯和表明；是首生的，在萬有之先，是元始(15、17～18)；

是萬有的根源、創造的憑藉、目的和維繫(16～17)。祂就是萬有的

中心和內容；是元首，無論在教會中、在復活上或凡事上，(二)祂

都是居首位；「父一切的豐盛，都在祂裡面居住。」(18～19) 

(三)祂的工作(20～22)──祂在十字架上流血、受死，使萬有與神

和好，叫我們成為聖潔，沒有瑕疵，能被引到神面前。 

(四)祂是神的奧祕(二 2～10)──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祂

裡面藏著。我們能透過祂來認識神，並有分於祂裡面的豐盛，不需

求助於理學、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 

(五)祂是律法儀文的實體(二 16～23)──祂是我們的聖潔(飲食)、 

喜樂(節期)、起始(月朔)、安息(安息日)，有了祂，就能得享

其中的實際，而不需守這些儀文。 

(六)祂是我們的生命(三～四 6)──我們與基督同死、同復活，

在地上能思念天上的事，並有榮耀的盼望，將來要與祂一同顯

現在榮耀裡。 

【本書簡介】「基督是一切」(西三 11)是全書的中心信息。

本書是論基督的本性與身位最豐富的一卷書。「基督就是神的

奧祕」──是神的像，是首生的，又是教會全體的頭；神本性

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這樣的一位基督，

住在我們各人的裏面，使神一切的豐盛，成了我們的豐盛，因

此祂也就成了我們榮耀的盼望。總之，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

(二 9～10)；祂不但是我們基督徒生活的力量泉源，並且還是

教會對付一切異端教訓的最佳利器。祂更是我們的生命與內涵

(西三 4，11)。所以，我們的行事為人要讓祂居首位，便能在

教會裏、在家庭裏，以及和人的交往上，活出新人的生活。 

【本書大綱】本書共四章，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五大段：

(一)引言──問安與祝福(一 1～2)；(二)保羅為歌羅西教會

的感謝和禱告(一 3～14) ；(三)基督的超越與完備──歌羅

西教會當認識的(西一 15～西二 23) ；(四)生活的持定與經歷

──歌羅西教會當實行的(西三～四 6) ；(五)結語──問安

與囑咐(西四 7～18) 。 

【本書特點】 

（一） 《歌羅西書》與《以弗所書》可稱為姊妹書，寫於同

時、同地，並講論同一偉大的主題――宇宙的新人，就是基

督與教會。內容還有頗多雷同之處，有人作過比較，整本

《歌羅西書》的95節之中，有79節都與《以弗所書》的155節

相似。因此有人說「《歌羅西書》是《以弗所書》的外溢」，

而「《以弗所書》是《歌羅西書》的擴大」。然而《歌羅西

書》著重基督是教會的元首，《以弗所書》則著重教會是基

督的身體。 

（二） 本書啟示了基督與教會的關係── 

(1)基督是教會的頭，在凡事上居首位(西一12～三4)：(a)基

督是萬有的豐盛(西一12～29)；(b)基督是神的奧秘(西二1～

5)；(b)基督是神本性的豐盛(西二6～10)；(d)基督是舊約所

豫表的實體(西二11～23)；(e)基督是信徒的生命(西三1～4)。 

(2)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在凡事上順服(西三5～四1)：(a)教會

是新人，漸漸更新而像基督(西三5～11)；(b)教會中以愛心

彼此聯絡，歸為一體(西三12～17)；(c)教會在主裏面彼此相

待，凡事都為基督(西三18～四1)。 

（三） 本書說明了我們的救恩、生命和生活(一12～14，三1

～四6)。基督是我們的救恩，祂救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而

遷到祂愛的國裏；在祂裏面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還叫

我們與眾聖徒在光中同得基業。祂更是我們的生命，我們與

祂聯合，同死、同復活，在地上能思念天上的事，並有榮耀

的盼望，就是將來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因此我們存著

盼望，並靠基督脫去舊人和它的行為──淫亂、污穢、邪情、

惡慾和貪婪；穿上新人，過新人的生活──彼此包容、饒恕、

相愛。心中充滿主的話，口中滿了詩章、頌詞，凡事感謝父

神。在人倫中過彼此敬愛、順服的生活。 

 「基督觀可以糾正一切異端，無論是已往的與將來發生的。」

──史考基(W.Scrogg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