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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篇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延展無限的基

督作一切正面事物的實際 

  綱 要 

壹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在節期、月朔、或

安息日方面，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這些原是

要來之事的影兒，那實體卻屬於基督。不可讓

人憑故意卑微，並敬拜天使，所作反對你們的

判斷，騙取你們的獎賞。』—西二 16～18 上： 

貳 包羅萬有、延展無限的基督是宇宙中一切正

面事物的實際—參羅一 20，弗三 18，詩歌三

七四首： 

叁 這位是一切正面事物實際的基督，乃是身體

的元首；因此，持定元首就是享受基督作一切

正面事物的實際—西二 19： 

週一 2/3                                                          *禱讀 

歌羅西書 2:16-18 上 

16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在節期、月朔、或安息

日方面，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 

17 這些原是要來之事的影兒，那實體卻屬於基督。 

18 上不可讓人憑故意卑微，並敬拜天使，所作反對

你們的判斷，騙取你們的獎賞； 

瑪拉基書 4:2 

2 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升起，

其翅膀有醫治之能；你們必如圈裡的肥牛犢出來

跳躍。 

約翰福音 15:1, 4-5 

1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4 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住在你們裡面。枝子若

不住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

住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住在我裡面的，我也

住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

們就不能作甚麼。 

羅馬書 13:14 

14 總要穿上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打算，去放

縱私慾。 

加拉太書 3:27 

27 你們凡浸入基督的，都已經穿上了基督。 

腓立比書 1:20-21 上 

20 這是照著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就是沒有一

事會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

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 

21 上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 延展無

限的基督 第四週,週一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 5 章：將神

的深奧啟示給信徒; 將基督的死

應用在信徒身上 

週二 2/4 

馬太福音 11:28-29 

28 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必使你

們得安息。 

29 我心裡柔和謙卑，因此你們要負我的軛，且要

跟我學，你們魂裡就必得安息； 

哥林多前書 10:3 

3 並且都喫了一樣的靈食， 

約翰壹書 5:12 

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

就沒有生命。 

約翰福音 5:39-40 

39 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其中有永遠的生命，

為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40 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裡來得生命。 

哥林多後書 4:16 

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外面的人雖然在毀

壞，我們裡面的人卻日日在更新。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 延展無限

的基督 第四週,週二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 5 章：自

“將基督的復活應用在信徒身上”,

至 “ 產生信徒美德的果子” 

週三  2/5 

約翰福音 1:4;8:12; 4:14; 7:37; 6:35,57  

1:4 生命在祂裡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8:12 於是耶穌又對眾人講論說，我是世界的光，跟

從我的，就絕不在黑暗裡行，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4:14 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

要在他裡面成為泉源，直湧入永遠的生命。 

7:37 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說，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6:35 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

的，必永遠不餓；信入我的，必永遠不渴。 

6:57 活的父怎樣差我來，我又因父活著，照樣，那

喫我的人，也要因我活著。 

哥林多後書 3:17 

17 而且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有自由。 

箴言 20:27 

27 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鑒察人的深處。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 延展無限的

基督 第四週,週三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 5 章：是信徒

撒種的目的; 在祂的交通裡，使父神

的愛和子基督的恩，在信徒裡面流

通，作他們的享受 

週四  2/6 

約翰福音 1:51;6:63; 12:24 

1:51 又對他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

看見天開了，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 

6:63 賜人生命的乃是靈，肉是無益的；我對你們所

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12: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

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

來。 

以弗所書 3:18; 6:17-18 

3:18 使你們滿有力量，能和眾聖徒一同領略何為那

闊、長、高、深， 

6:17 還要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盔，

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 

6:18 時時在靈裡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

且為眾聖徒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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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20 

20 自從創造世界以來，神那看不見永遠的大能，

和神性的特徵，是人所洞見的，乃是藉著受造之

物，給人曉得的，叫人無法推諉； 

歌羅西書 1:15-17 

15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一切受造之物

的首生者。 

16 因為萬有，無論是在諸天之上的、在地上的、

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

執政的、掌權的，都是在祂裡面造的；萬有都是

藉著祂並為著祂造的； 

17 祂在萬有之先，萬有也在祂裡面得以維繫；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 延展無限的

基督 第四週,週四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 5 章：是基督

身體生機建造的素質; 如同主說話 

週五 2/7 

歌羅西書 2:19; 1:4,8,18 

2:19 不持定元首；本於祂，全身藉著節和筋，得

了豐富的供應，並結合一起，就以神的增長而長

大。 

1:4 因聽見你們對基督耶穌的信，並對眾聖徒的愛， 

1:8 也把你們在那靈裡的愛告訴了我們。 

1:18 祂也是召會身體的頭；祂是元始，是從死人

中復活的首生者，使祂可以在萬有中居首位； 

以弗所書 3:8; 4:15-16 

3:8 這恩典賜給了我這比眾聖徒中最小者還小的，

叫我將基督那追測不盡的豐富，當作福音傳給外

邦人， 

4:15 惟在愛裡持守著真實，我們就得以在一切事

上長到祂，就是元首基督裡面； 

4:16 本於祂，全身藉著每一豐富供應的節，並藉

著每一部分依其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聯絡在一

起，並結合在一起，便叫身體漸漸長大，以致在

愛裡把自己建造起來。 

約翰福音 14:6,17;16:13 

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實際、生命；若不藉 

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14:17 就是實際的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

不見祂，也不認識祂；你們卻認識祂，因祂與你

們同住，且要在你們裡面。 

16:13 只等實際的靈來了，祂要引導你們進入一

切的實際；因為祂不是從自己說的，乃是把祂所

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要來的事宣示與你們。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 延展無限

的基督 第四週,週五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 5 章：如同

神的七眼鑒察、灌輸; 與召會這新

婦一同說話 

週六  2/8 

歌羅西書 3:1-4; 2:6-10 

3:1 所以你們若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尋求在上

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3:2 你們要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

事。 

3:3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

藏在神裡面。 

3: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們也

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2:6 你們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穌， 

2:7 在祂裡面已經生根，並正被建造，且照著你

們所受的教導，在信心上得以堅固，洋溢著感謝，

就要在祂裡面行事為人。 

2:8 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哲學，和虛空

的欺騙，照著人的傳統，照著世上的蒙學，不照

著基督，把你們擄去； 

2:9 因為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

基督裡面， 

2:10 你們在祂裡面也得了豐滿。祂是一切執政掌

權者的元首； 

哥林多後書 3:17 

17 而且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有自

由。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 延展無

限的基督 第四週,週六 

詩  歌 中文大本 詩歌 374 首 

主日 2/9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約翰福音 4:10;6:35; 10:9-11;15:1 

4:10 耶穌回答說，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請

給我水喝的是誰，你必早求祂，祂也必早給了你活

水。 

6:35 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裡來

的，必永遠不餓；信入我的，必永遠不渴。 

10:9 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要得救，並且必

要入，必要出，也必要找著草場。 

10:10 賊來了，無非是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

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10: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15:1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 

腓立比書 1:19 

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督

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救。 

提摩太後書 4:22 

22 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典與你同在。 

彼得前書 2:4 

4 你們來到祂這為人所棄絕，卻為神所揀選所寶貴

的活石跟前， 

約翰壹書 5:6 

6 這藉著水與血來的，就是耶穌基督；不是單憑著

水，乃是憑著水，又憑著血；並且作見證的就是那

靈，因為那靈就是實際。 

               參讀 李常受文集 1964 第ニ輯  

         “由基督與召會的觀點看新約概要”  (巻ニ)  

                    羅馬書至腓立門書第 19 章: 

              生命讀經:  歌羅西書第 24,55-57篇；  

                       紐  約  市  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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