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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7 年 7/23~ 7/29 

七月二十三日 

讀經 徒十九 1～20主道興旺 

鑰節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  (徒十九 20) 

禱告 主啊!願袮的道大大興旺。求袮保守我們不被世務纏身，

能為著福音勇往直前。 

詩歌 復興你工作主～churchinmarlboro 

七月二十四日 

讀經 徒十九 21～41 以弗所的大暴亂 

鑰節 那時，因為這道起的擾亂不小。(徒十九 23) 

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信你是叫萬事互相效力的神。不論我們

所遭遇的大小患難，你必行奇事，保守我們。 

詩歌 我知誰掌管前途～churchinmarlboro 

七月二十五日 

讀經 徒二十 1～16靈命復興 

鑰節 有一個少年人，名叫猶推古，坐在窗臺上，困倦沉睡。保

羅講了多時，少年人睡熟了，就從三層樓上掉下去；扶起

他來，已經死了。保羅下去，伏在他身上，抱著他，說：

『你們不要發慌，他的靈魂還在身上。』 (徒二十 9～10) 

禱告 親愛主，求袮使我們時刻儆醒，不讓我們的靈沉睡。 

詩歌 哦，我要像袮～churchinmarlboro 

七月二十六日 

讀經 徒二十 17～38 屬靈功課 

鑰節 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 (徒二十 28) 

禱告 親愛主，幫助我們作袮忠信的僕人，在真道上為自己和眾

聖徒謹慎。 

詩歌 我若稍微偏离正路～churchinmarlboro 

七月二十七日 

讀經 徒二十一；聽神聲音 

鑰節 保羅說：『你們為甚麼這樣痛哭，使我心碎呢？我為主耶穌

的名，不但被人捆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 

(徒二十一 13) 

禱告 親愛主，幫助我們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全心順服，也有受

苦的心志。 

詩歌 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churchinmarlboro 

七月二十八日 

讀經 徒二十二；當做甚麼 

鑰節 「我說：『主啊，我當做甚麼？』主說：『起來，進大馬

色去，在那裏，要將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訴你。』」【徒

二十二 10】 

禱告 親愛的主，求袮讓我們經歷在教會生活中交通的甘甜。 

詩歌 我們呼吸天上空氣～churchinmarlboro 

七月二十九日 

讀經 徒二十三；主話應時 

鑰節 當夜，主站在保羅旁邊說，放心罷！你怎樣在耶路撒冷為

我作見證，也必怎樣在羅馬為我作見證。 (徒二十三 11) 

禱告 親愛主，幫助我們在各種情況下，得袮安慰的話語，使我

們信心堅固，為袮作見證。 

詩歌 父我知道我的一生～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

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祂用自己血所買來的。」(徒二十

28) ――這些勸勉對我們有甚麼提醒？ 

(1) 長老乃是聖靈所設立的 (28節上) ，並不是出於任何人的

推選或任命。雖然在表面上看，長老是使徒所選立的(徒十四

23；多一 5)，但實際上，使徒不過是明白聖靈的意思，印證了

聖靈的設立。 

(2) 長老是作全群的監督 (28 節中) ，而要按神的旨意牧養神

的群羊，並不是要轄制所託付的 (彼前五 2～3) 。 

(3) 長老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 (28 節中) ，所以必須

先要謹慎自己的屬靈光景，也以群羊的福祉為前提，處處、事

事為他們著想。 

(4) 長老的職責是牧養神的教會 (28 節下) ；而教會中的眾聖

徒，是主用祂自己的血買的，是屬於祂自己的 (林前六 19～

20) 。 

教會若能有這樣的長老們，主的見證自然剛強。我們當為此祈

求。 

《歌羅西書第一章》──基督的超越與成就         
【讀經】西一 1～29。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從保羅感謝與代禱的內容，明白他寫

本書的負擔；並且從保羅的信息，認識基督的超越與成就；以

及從保羅的見證，瞭解他如何盡福音的職事，要把人完完全全

地引到神面前。 

【主題】《歌羅西書》第一章主題強調：(1)保羅的感謝與代

禱(1～14 節)；(2)基督的超越與成就 (15～22節)；和(3)保

羅作福音和教會的執事(23～29節)。 

【特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 

(一)保羅禱告的負擔(9～14節)──(1)叫我們充分認識神的旨

意(9節；(2)叫我們多認識神(10 節)；(3)叫我們得力和喜樂

(11節)；(4)叫我們認識在光中所得分的基業(12節)；(5)叫

我們認識被遷入祂愛子的國裡(13 節)；(16)叫我們認識在愛子

裡得蒙救贖(14節)。 

(二)基督的超越與成就(15～22節)──(1)愛子是那不能看見

之神的像(15節上)；(2)是首先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15節

下)；(3)萬有都是靠他造的(16節)；(4)他在萬有之先(17節

上)；(5)萬有也靠他而立(17節下)；(6)他是教會全體之首(18

～19節)；(7)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18節中)；(8)成就了和

平，又使人能進到神面前(20～22節)。 

(三)保羅作福音和教會的執事(23～29節)──(1)傳福音給普

天下萬人聽(23節)；(2)為教會受苦以補滿缺欠(24節)；(3)要

把神的道理傳得全備(25～27節)；(4)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

全全地引到神面前(28～29節)。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Revive%20Thy%20Work.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I%20know%20who%20holds%20the%20futur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72.htmhee.htm
h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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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節】「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祂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

的，使祂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西一18) 」在此我們可以看見基督

與教會的關係：(1)衪是教會的頭；(2)衪是教會的元始(指根源)；

(3)衪是從死裏復活的首生者；(4)衪 在教會中居首位。其結論就

是，基督既是在復活裏作教會的元首，則教會中的一切事物，都須

由祂來支配。 

【鑰字】「祂也是教會全體之首」 (西一18)――《歌羅西書》與

《以弗所書》是相配的；《以弗所書》說到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本書

則講基督是教會的頭。《歌羅西書》第一章15～20節的「愛子頌

歌」，是表明基督至高的地位和豐滿的神性；它言簡意賅地描述基

督的神格與超絕，是對付當時入侵教會的希臘哲學和猶太教派的律

法主義的最佳利器。而18節則指出基督是新造之首和根源，這乃是

關於教會，基督的身體的。在此我們可以看見基督與教會的關係： 

(一)祂是「頭」，教會是祂的身體，得著祂的保護、引導、豐富和

一切； 

(二)祂是「元始」 (希臘原文arche，有起始者、開始、起源的意

思)，不但指時間上的起頭，也指地位上、權柄上的首位，故教會中

的一切事物，都須由祂發起並推動； 

(三)祂是「是從死裏復活」，教會乃是彰現祂的得勝，勝過撒但、

世界、肉體； 

(四)祂是「居首位」，教會若不受祂的支配，便一無是處。留意神

已在以下各方面讓祂居首位：(1) 神的形像(15節)；(2)權能(15

節)；(3)創造(16節)；(4)萬有之先(17節)；(5)萬有的維繫者(17

節)；(6)教會(18節)；(7) 權柄(18節)；(8)一切豐盛(19節)；(9) 

成就了和平(20節)。梅斯(A. Mace)說得好，「基督在任何地方都不

能屈居第二。」 

基督之外的一切人事物，都無關緊要；最要緊的是，讓基督在我們

身上居首位。歷世歷代教會的危機，都是因不照著基督，而照著屬

人的遺傳、道理、教訓和屬世的知識、作法、制度，因而標新立

異，危言聳聽，把人擄離基督。若是這樣，這表示教會已經變了

質，失去了教會的實際。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教會中，我們是

持定某一個神的僕人，或是持定某一個真理，或是持定某一種制度

呢？ 

【綱要】本章可分成三部份： 

（一） 感謝與代禱(1～14節)――滿心知道神、行事為人對得起主； 

（二） 基督的超越與成就 (15～22節)――凡事上居首位； 

（三） 保羅福音的職事(23～30節)――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

地引到神面前。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保羅的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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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鑰點。保羅為歌羅西教會禱吿

的實意，也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禱告。 

在歌羅西書第一章 9節裡，保羅禱告求神使他們能在一切屬靈的智

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這是本書前一段的主題，第 10

節神使他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這是本書後一段的主題。「知

道」(一 9～10，二 2，三 10)的希臘文 epignosis，指經歷上的認

識，不單是得著知識的「知道」(希臘文 gnosis)。這樣的「知道」能

影響我們對真理的認知(一至二章)，也能影響我們生活的實行 

(三至四章)。 

第 9節的「知道」是第 10節「行」的因，而第 10 節「行」

的因則是第九節「知道」的果。然而，正確的基督徒生活，

必須建立在能「知」，也能「行」。因此，本書的架構可分為

二部分： 

(一)知否──基督的超越與完備(一至二章)。基督的神性，

尊貴，榮耀，與豐滿，基督是神的愛子，是教會的元首，生命

之主，是神的奧秘，祂在萬有之先，萬物靠祂而造而立，神的

一切豐盛在基督裡，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二 9～10)。 

(二)行否──基督居首位的生活(三至四章)。基督是我們的

生命與內涵(西三4，11)。所以我們要穿上新人(西三10)，叫

基督的平安在心裏作主，把基督的話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裏，並

奉基督的名說話行事。因此我們的行事為人，以及和人的交

往，便能有新人生活的表現。 

【默想】 

（一） 1～14節說出保羅的感謝與代禱，指出他禱告的負擔，

乃是使他們滿心知道神、行事為人對得起主！我們若不讀本

書，如何能夠滿心知道神的旨意呢？ 

（二） 15～22節說出基督的超越與成就，指出衪是神 、是創

造主 、是教會元首、是萬有的救贖主！基督與宇宙萬物、與

教會、與我們有什麽關係呢？我們是否願意在每天的生活中，

讓基督凡事居首位呢？ 

（三） 23～30節說出保羅的執事，指出他一面「是用諸般智

慧」、一面是忠心「勞苦」、「盡心竭力」，而傳揚神的奧

秘、關顧教會、勸告激勵聖徒！我們是否願意作基督的工人，

盡心竭力地幫助人認識基督、追隨基督呢？在教會中，主給予

我們有不同的職分，我們是以何種態度去完成主的託付呢？ 

（四） 9～10節保羅的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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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我們對神的旨意，該怎樣竭力以屬靈的智慧來

認識呢？我們行事為人是否對得起主呢？我們是否越過越有更

豐滿的認識三一神，並且長進呢？ 

（五） 13節告訴我們，「祂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

們遷到祂愛子的國裡。」人。我們生活的表現有沒有體現脫離

了魔鬼的管制，而天天在愛子基督的國裡，享受父無限的慈愛

呢？ 

（六） 22節告訴我們，父神的工作是藉基督的十字架成就了

和平，而把眾人 「引到自己面前」；而28告訴我們，保羅的

事奉是以「諸般智慧」、「盡心竭力的」「把各人在基督裡完

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們是否照著神的心意，與保羅同一目

標，將人「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呢？ 

（七） 25～27節「這奧秘……就是基督在你們 (聖徒）裡面

成了榮耀的盼望。」告訴我們那奧秘豐滿的基督是宇宙中每一

件事物的中心關鍵；並且啟示基督在我們裏面是會長大、成形

並彰顯的(弗四13；加四18；腓一20)，當祂再來時，信徒的彰

顯基督要達到極致，就模成祂的形像，並得榮耀(羅八

29~30)，因此基督是我們榮耀的盼望。今日我們一切的所是所

作是否讓基督得著絕對中心和優越地位呢？ 

【禱告】親愛主，求袮開我的心眼，使我們更深地認識袮，一

生火熱地愛你、追求你、跟隨你；並且在生活中凡事讓袮居首

位，在教會中殷勤事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