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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延展無限的基督作爲神

的奧祕 

綱     要 

壹、包羅萬有、延展無限的基督是神的奧祕—西二 2： 

貳、基督作爲神的奧祕，乃是神格豐滿的具體化身—9

節： 

叁、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作

爲在基督裏的信徒，我們在基督裏得了豐滿—西二

9～10： 

週一 2/10                                                          *禱讀 

歌羅西書 2:2 

2 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在愛裡結合一起，以

致豐豐富富的在悟性上有充分的確信，能以完

全認識神的奧祕，就是基督； 

約翰福音 1:1 

1 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 

約翰福音 14:20 

20 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我父裡面，你們

在我裡面，我也在你們裡面。 

哥林多前書 15:45 下 

45 下……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羅馬書 8:10-13 

10 但基督若在你們裡面，身體固然因罪是死

的，靈卻因義是生命。11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

人中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面，那叫基督

從死人中復活的，也必藉著祂住在你們裡面的

靈，賜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12 弟兄們，

這樣，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照肉體活著。

13 因為你們若照肉體活著，必要死；但你們

若靠著那靈治死身體的行為，必要活著。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延展無限

的基督》第五週、週一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 6 章：基督包

羅萬有的死 

週二 2/11 

歌羅西書 2:3,8 

3 一切智慧和知識的寶藏，都藏在祂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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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1:8，17 

8 這恩典是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達，使其向

我們洋溢的， 

17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賜給

你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你們充分的認識祂； 

羅馬書 11:33-36 

33 深哉，神的豐富、智慧和知識！祂的判斷

何其難測，祂的道路何其難尋！34 誰曾知道

主的心思，誰曾作過祂的策士？35 誰曾先給

了祂，使祂後來償還？36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

祂、藉著祂、並歸於祂；願榮耀歸與祂，直

到永遠。阿們。 

以弗所書 3:9-12 

9 並將那歷世歷代隱藏在創造萬有之神裡的

奧祕有何等的經綸，向眾人照明，10 為要藉

著召會，使諸天界裡執政的、掌權的，現今

得知神萬般的智慧，11 這是照著祂在我們的

主基督耶穌裡，所立的永遠定旨；12 在祂裡

面，我們藉著信祂，就篤信不疑，放心大膽

的進到神面前。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 延展無限

的基督》第五週、週二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 6 章：基督的

死不同於亞當的死；亞當的死是藉

著罪進來的 

週三  2/12 

歌羅西書 2:9 

9 因為神格一切的豐滿，都有形有體的居住

在基督裡面， 

約翰福音 1:14  

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

滿的有恩典，有實際。我們也見過祂的榮耀，

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腓立比書 3:21  

21 祂要按著祂那甚至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動力，

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使之同形於祂

榮耀的身體。 

歌羅西書 1:19-22 

19 因為一切的豐滿，樂意居住在祂裡面， 20

並且既藉著祂在十字架上的血，成就了和平，

便藉著祂叫萬有，無論是在地上的、或是在諸

天之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21 你們從前是隔

絕的，因著惡行心思裡與祂為敵，22 但如今祂

在基督肉體的身體裡，藉著死，叫你們與自己

和好了，把你們聖別、沒有瑕疵、無可責備的

呈獻在自己面前； 

哥林多後書 13:14 

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

與你們眾人同在。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延展無限的基

督》第五週、週三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 6 章：基督的死藉

著祂的救贖臨到祂的信徒；基督的死乃

是救贖的死，並釋放生命、分賜生命的

死；在消極一面；對付罪；除掉我們性

情裡的罪 

週四  2/13 

約翰福音 1:14，16 

14 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

滿的有恩典，有實際。我們也見過祂的榮耀，

正是從父而來獨生子的榮耀。 

16 從祂的豐滿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以弗所書 3:16-19; 1:22-23; 4:13 

3:16 願祂照著祂榮耀的豐富，藉著祂的靈，用

大能使你們得以加強到裡面的人裡，3:17 使基

督藉著信，安家在你們心裡，叫你們在愛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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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立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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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並認識基

督那超越知識的愛，使你們被充滿，成為神一

切的豐滿。1:22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

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1:23 召會是祂的身體，

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4:13 直到我

們眾人都達到了信仰上並對神兒子之完全認識

上的一，達到了長成的人，達到了基督豐滿之

身材的度量，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延展無限的基

督》第五週、週四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 6 章：擔當我們的

罪；除去罪的總和；對付撒旦；廢除那

掌死權的魔鬼；審判世界，趕出這世界

的王 

週五 2/14 

歌羅西書 2:10-13，18-19 

10 你們在祂裡面也得了豐滿。祂是一切執政

掌權者的元首；11 你們在祂裡面也受了非人

手所行的割禮，乃是在基督的割禮裡，脫去了

肉體的身體，12 在受浸中與祂一同埋葬，也

在受浸中，藉著那叫祂從死人中復活之神所運

行的信心，與祂一同復活。13 你們從前在過

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神赦免了你們

一切的過犯，叫你們一同與基督活過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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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等人留戀於

所見過的，隨著自己肉體的心思，徒然自高自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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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 1:30 

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出於神，這基

督成了從神給我們的智慧：公義、聖別和救贖， 

約翰福音 7: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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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信

入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

活水的江河來。 

耶利米書 17:7-8 

7 信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信靠的，那人

有福了。8 他必像樹栽於水旁，沿河邊紮根，

炎熱來到並不懼怕，葉子仍必青翠，在乾旱

之年毫無罣慮，而且結果不止。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延展無限的

基督》第五週、週五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 6 章：將背叛之

天使中執政的和掌權的脫下 

週六  2/15 

以弗所書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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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羅西書 3:1;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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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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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 6:17 

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以賽亞書 37:30-32 

30 希西家阿，這是給你的兆頭：你們今年要

喫遺落自生的，明年也要喫遺落自長的；至

於後年，你們要撒種收割，栽植葡萄園，喫

其中的果子。31 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仍要

往下紮根，向上結果。32 必有餘剩的民從耶

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脫的人從錫安山而來。萬

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約翰福音 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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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若不住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

面枯乾了，人收集起來，扔在火裡燒了。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延展無

限的基督》第五週、週六 

詩  歌 中文大本 詩歌 373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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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 1:9-14；26-29 

9 所以，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的

禱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和悟性上，充

分認識神的旨意，10 行事為人配得過主，以致凡事

蒙祂喜悅，在一切善工上結果子，藉著認識神而長

大，11 照祂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

使你們凡事歡歡喜喜的忍耐寬容，12 感謝父，叫你

們彀資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給眾聖徒的分；13 祂拯救

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入祂愛子的國裡；

14 我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就是罪得赦免。26 就是

歷世歷代以來所隱藏的奧祕，但如今向祂的聖徒顯

明了；27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的榮耀在外邦

人中是何等的豐富，就是基督在你們裡面成了榮耀

的盼望；28 我們宣揚祂，是用全般的智慧警戒各人，

教導各人，好將各人在基督裡成熟的獻上；29 我也

為此勞苦，照著祂在我裡面大能的運行，竭力奮鬥。 

參 讀 : 新約總論 22 篇 

              生命讀經:  歌羅西書第 18，2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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