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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7 年 8/6~ 8/12 

八月六日 

讀經 羅二；神的恩慈 

鑰節 還是你藐視祂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祂的恩慈

是領你悔改呢？ (羅二 4) 

禱告 感謝神，因袮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和赦免，我才不至

於被定罪。 

詩歌 憐憫，慈愛～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七日 

讀經 羅三；稱義根據 

鑰節 「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三 23) 

禱告 神啊，感謝袮所預備奇妙的救恩，我們竟能靠主的寶血，

憑信來親近袮。 

詩歌 何等奇妙的救主～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八日 

讀經 羅四；信心根據 

鑰節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 

(羅四 17上) 

禱告 神啊，賜我活潑的信心，碓信並經歷你這叫死人復活、使

無變有的神。 

詩歌 信靠耶穌何其甘甜～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九日 

讀經 羅五；恩典作王 

鑰節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叫人因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羅五 21) 

禱告 主啊，感謝你，我今日成了蒙恩稱義的人，全是你的恩

典。每天的生活中，教導我讓生命在我身上作王。 

詩歌 信的故事～ churchinmarlboro.org  

讀經 羅六；成聖過程 

鑰節 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至於成聖。 (羅六

19 下) 

禱告 親愛主，我們將自己奉獻給你，讓你逐日變化我的生活、

態度和性情，直至全然成聖像你。 

詩歌 耶穌，袮的全勝的愛-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十一日 

讀經 羅七；三律交戰 

鑰節 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感謝神，靠

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心順

服神的律，我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羅七 24～25) 

禱告 親愛主，求你使我認清自己可憐的光景。教導我靠著你得

勝，脫離肉體的權勢。 

詩歌 我無能力，我的主- churchinmarlboro.org 

八月十二日 

讀經 羅八 1～17；聖靈工作 

鑰節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羅八 6) 

禱告 感謝主！聖靈今內住在我裏面。提醒我更多體貼隨從聖

靈，好使我經歷更豐盛的生命，生活更有能力。 

詩歌 充滿我- churchinmarlboro.org 

《真理問答》 
第一問：「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三 23)的意義

是什麼呢？  

「罪」在希臘原文(hamartano) 有射不中目標，作惡犯罪，偏

離正直之途，違背神的律法的意思。「虧缺」希臘原文

(hustereo)意錯過，沒有達到，低於，短缺，不足。罪不僅是違

背神的律法(約壹三 4)和悖逆神(申九 7)，而本節指出一切叫

神得不著榮耀的就是罪，凡叫神的榮耀受虧損的就是罪。本節

是聖經中對罪的定義是嚴厲而且絕對的。因此，神對罪的看法

和人不同。神的看法是：(1)不是根據法律，而是根據你良心

是否有愧；(2)不是根據外表言行，而是看你的意念；(3)不是

看你受環境污染，而是看你本性；(4)不是看程度輕重大小，

而是看有無。所以，神宣告說，「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

(10 節)，是因為祂乃以祂的「榮耀」來衡量人。若以道德眼光

來衡量，世間不能說絕對沒有義人；但若以神榮耀的心意，就

是祂兒子豐滿的彰顯來衡量，普天之下，就沒有一個不顯出他

的「虧缺」。所有沒有達到基督豐滿度量的人，在神看，都是

虧缺了祂的榮耀，都需要耶穌基督的救恩(24節)。 

第二問：保羅在羅馬書第七章失敗的哀聲：「我真是苦阿！」，

是描寫基督徒重生以前的經歷，還是基督徒重生以後的情形？ 

本章究竟保羅是引述他得救前的經歷，還是得救後的經歷，解

經家的意見不一致。甚至有些人根據 7〜13 節的動詞全是過去

式詞，指過去保羅未信主前活在律法的原則之下，而掙扎痛

苦；而 14〜25節的動詞則是現在式詞，指保羅信主以後，心

靈與肉體交戰時描寫的經歷。《羅馬書》第七章之目的乃是為

第八章的主題而作的引介。按照正常的次序，《羅馬書》第六

章與基督的聯合，應該緊接帶來《羅馬書》第八章聖靈中的釋

放。但是神卻在其間插入《羅馬書》第七章在律法下肉體中的

痛苦，為的是叫我們先在經歷中深深認識「律法」的徒然，

「罪」的可惡，「肉體」的敗壞，和「我」的無能。然後，面

對此絕望，我們才能真實感受到基督的釋放，聖靈的自由，是

何等的榮耀，何等的寶貴！因而，從絕望的呼喊，變成讚美的

詩歌(25節)。因此，在許多基督徒身上，蒙恩得救之後，若靠

著自己作基督徒，無可否認仍會有與肉體交戰的痛苦經歷，直

到經歷了活在聖靈中，而從「肢體中罪的律」得釋放。 

《歌羅西書第二章》──神本性一切的豐盛 
【讀經】西二 1～23。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從保羅對歌羅西教會的期望，認識基督

是神本性一切的豐盛，因而持定元首基督；以及瞭解如何對付所

有異端的錯誤。 

【主題】《歌羅西書》第二章主題強調：(1)保羅的關懷 (1～7

節)；(2)對付律法條例(13～17節)；(3)對付神秘主義(18～19

節)和用權柄勸戒人(15 節)；和(4)對付苦修規條(20～23 節)。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2077.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75.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rust%20In%20Jesus.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stody%20of%20believe.htm
h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3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474.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Fill%20Me%20No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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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保羅對歌羅西教會的期望――(1)他

為教會盡心竭力，要使他們因認識基督而信心堅固(1～7 節)；(2)

他勸告他們要謹慎，免得被異端教訓擄去(8 節)；(3)他說明需要

謹慎的理由──教會惟在基督裏，才得有分於神的豐盛(9～12

節)；(4)他說明神已經為教會成就了享受神豐盛的基礎(13～15

節)；(5)他盼望他們持定神豐盛的實體就是基督，不可在禮儀和

規條上讓人論斷(16～23節)。 

【鑰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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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二 9～10) 」這說明基督就是

神的豐盛，而基督一切的豐盛都是為我們的享受和經歷。 

【鑰字】「神本性一切的豐盛」(西二 9)──就是神自己和神本

性的總和，包括祂的愛、祂的聖潔、祂的正確、祂的公義、祂的

美德、祂的能力等。這裡表達了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居住在基督

耶穌裡。因此，我們得著基督，就得著神的一切，並有分於祂的

豐盛，也才能具體且實際地認識和經歷神。本書值得我們注意的

是，保羅沒有詳述異端的教訓，包括理學妄言，人間遺傳，世上

小學等；反而是完全集中講論超越和「豐盛」的基督──祂的所

是(西一 15～19)、所作(西一 13～14，20～22)、奧秘(西一 27；

二 2～3；四 3～4)、豐盛(西二 9～12，19)、隱藏和顯現(西三 3～

4)、普及(西三 11)、平安(西三 15) 、道理(西三 16)、名(西三

17)、主權(西三 18～四 1)。因此，我們只要有基督，便已經足夠

回應一切錯誤的教訓和虛妄的教義。司布真曾說，我們(1)不須靠

猶太教儀式的協助而完全；(2)不須靠理學的幫助而完全；(3)不

須捏造迷信而完全；(4)不須靠人的功德而完全。因為認識、享受

和經歷基督的「豐盛」是對付一切異端錯誤的最佳之路。今日我

們的挑戰也一樣，面對異端邪說的衝擊，我們應以基督的「豐盛」

來回應各種「不照著基督」的混雜教訓，而不是在信仰上向世界

妥協、被其同化。如果人能看見基督的「豐盛」，認識認識和經

歷祂，那麼異端的問題自會很快煙消雲散。惟有祂能開啟我們，

使我們認識祂的奧秘，並且具體的, 實際的進入祂本性的豐滿。

但願我們實際的進入「神本性一切的豐盛」，忠心地把基督的超

越和豐盛明確地呈示給人。 

【綱要】本章可分成五部份： 

（一） 保羅的關懷(1～7節)──他為教會盡心竭力，要使他們因

認識基督而信心堅固；  

（二） 對付希臘哲學(9～12節)──不要被理學妄言擄去，要在基

督裏有分於神的豐盛； 

（三） 對付律法條例(13～17節)──不要被禮儀和規條捆綁，當

聚焦那位是實體的基督； 

（四） 對付神秘主義(18～19節)──不要被人奪去獎賞，當持定

元首； 

（五） 對付苦修規條(20～23節)── 與基督同死，脫離世上的小

學、人所吩咐的。 

【鑰義】本章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

穌，就當遵祂而行，在祂裏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

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 (西二6～7)   

保羅在《歌羅西書》第二章，一方面勸勉歌羅西人，要認識基督是

神的奧祕，並且持定元首基督，就能穩固地跟隨祂；另一方面是提

醒他們，不要被神秘的經驗蒙騙，免得獎賞被奪去。接著，保羅便

轉而勸勉我們要遵祂而行，便可以在祂裏面生根建造(6～7節)。 

第6節在文法上，「接受」是過去完成式，「遵...行，」是現在進 

行式；前者是瞬間己發生過的事，後者是逐步長進的事；前者是

祂歸我所得，後者是我歸祂所得。我們在接受「主基督耶穌」的

那一刻，就成為基督徒，但活出神豐盛的生命卻需一生之久。所

以我們既已開始，就當繼續「遵祂而行」(原文是在祂裏面行

走)。 

有人將第7節翻譯如下：「像樹一樣穩固扎根，像房屋一樣慢慢

建造起來，感受到衪與你同在，並且(因你所受的教育使然)信心

不動搖，滿心感謝。」這描述了我們如何在基督裏面繼續往前的

四個方向： 

(一)向下「生根」──我們是在「主基督耶穌」裏生根，如

同樹木紮根深入泥土(何十四5～7)。若然如此，我們就能支取

祂作生命的泉源和力量，必定經得起試探、苦難、失敗、疾

病、逼迫等。 

(二)向上「建造」──我們是「在祂裏面建造」，像建造房

屋那樣(太七24，26； 林前三10～15)。以祂為建造的根基，

如此我們的工作才經得起暴風雨的侵襲(太七24～27)。 

(三)向內「堅固」──我們要「藉著信得以堅固」(原文

bebaioo，有使堅固、建立、確定、證實的意思)，信是從所領

受的真理而 

來的。我們愈認識基督，如此信仰就愈堅固，就不致被人迷

惑，離棄了祂(西二8)。  

(四)向外「豐盛」──「增長」原文是perisseuo，有滿溢出、

使豐盛的意思，有如杯子盛滿了水而溢流出來。我們「感謝的

心」越過越增長，如此生命就要結果纍纍，以致成為別人的祝

福。 

【默想】 

（一） 1～7節說出保羅的關懷，指出他們不要被人的花言巧

語，而迷惑至偏離神的奧秘；當認識基督，而信心堅固！我們

是否真認識，基督就是認識神的一切智慧知識呢？ 

（二） 9～12節說出如何對付希臘哲學，指出不要被人的理學

妄言擄去，而不再聚焦於基督；當照著基督，而有分於神的豐

盛！我們是否嚐過，在基督裏得到無限的豐盛呢？ 

（三） 13～16節說出如何對付律法條例，指出不要被宗教的

律法捆綁，而失去主裡自由；當享受基督，而寶貝祂是一切影

兒的實體！我們是否注重外表，卻忽略了基督是一切的實際

呢？ 

（四） 17～19節說出如何對付神秘主義，指出不要被神秘的

經驗蒙騙，而掠奪去我們的獎賞；當持定元首基督，而因神大

得長進！我們是否凡事持定元首，讓基督在我裏面增長呢？ 

（五） 20～23節說出如何對付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

等類的苦修規條，指出不要被苦待己身的無用，而讓人徒有智

慧之名；當聯於基督，而經歷與祂同死！我們是否不局限在人

的吩咐和教導，凡事與活的主同行呢？ 

（六） 在歌羅西書中有一句極簡單卻極重要的話，就是「持

定元首！」(西二19) 「持定」希臘原文krateo，有握緊，繼續

握住，留在原處的意思。「持定元首」是整個身體長進的秘

訣；教會若被吸引逐漸轉向去追求基督之外的，就必分崩析

離。今天在教會中，我們是否聚焦、抓緊基督，而不是持定某

一個神的僕人，或是某一個真理，或是某一種制度呢？ 

※ 「純正基督學(對基督的研究)是對付所有發生過或將來會發

生的異端的最佳答案。」──司克羅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