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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延展無限的基

督作我們的生命和新人的構成成分 

綱     要 

壹、我們需要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延展無限

的基督作我們的生命： 

貳、我們需要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延展無限

的基督作新人的構成成分： 
週一 2/17                                                         *禱讀 

歌羅西書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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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

思念在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 

哥林多前書 6:17; 1:30 

6: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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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2:22,6 

22 你們也在祂裡面同被建造，成為神在靈裡

的居所。6 祂又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裡一同復活，

一同坐在諸天界裡， 

約翰福音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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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 4:16 

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

前，為要受憐憫，得恩典，作應時的幫助。 

提摩太後書 4:22 

22 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典與你同在。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延展無限

的基督》第六週、週一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 

第六章：對付舊人；釘死我們的舊

人；了結與世界有關聯的舊造 

 

週二 2/18 

歌羅西書 3:3-4 

3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

同藏在神裡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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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5:26; 1:4; 14:6; 10:10; 11:25 

5:26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裡面有生命，就賜給

子也照樣在自己裡面有生命；1:4 生命在祂裡

面，這生命就是人的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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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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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耶穌對她說，我是復活，

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

活； 

腓立比書 1:21 

21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加拉太書 2:20 

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

如今在肉身裡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

信裡，與祂聯結所活的，祂是愛我，為我捨

了自己。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 延展無限

的基督》第六週、週二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 

第六章：殺死天然生命及其天然能

力；釘死肉體及其邪情私欲 

週三  2/19 

希伯來書 8:1; 7:25; 4:16 

8:1 我們所講之事的要點，就是我們有這樣的

大祭司，祂已經坐在諸天之上至尊至大者寶

座的右邊，7:25 所以，那藉著祂來到神面前

的人，祂都能拯救到底；因為祂是長遠活著，

為他們代求。4:16 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

來到施恩的寶座前，為要受憐憫，得恩典，作應

時的幫助。 

 

歌羅西書 4:2; 1:18; 2:19 

4:2 你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在此儆醒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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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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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1:10-11，22-23 

10 為著時期滿足時的經綸，要將萬有，無論是

在諸天之上的，或是在地上的，都在基督裡歸一

於一個元首之下；11 我們既在祂裡面，照著那

位按祂意願所決議的，行作萬事者的定旨，蒙了

豫定，也就在祂裡面成了所選定的基業，22 將

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並使祂向著召會作萬有的頭；

23 召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

的豐滿。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延展無限的基

督》第六週、週三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六章：使罪的身體

失效；對付誡命的律法；廢掉律法的規

條；除滅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間的仇恨 

週四  2/20 

歌羅西書 3:3-4(見週二), 10-11 

10 並且穿上了新人；這新人照著創造他者的形

像漸漸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識； 11 在此並沒

有希利尼人和猶太人、受割禮的和未受割禮的、

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

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啟示錄 2:17 

17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

聽。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

他一塊白石，上面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

沒有人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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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15:5，7; 6:57，63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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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你們若住在我裡

面，我的話也住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

祈求就給你們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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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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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延展無限的基

督》第六週、週四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第六章： 

在積極一面；將神聖的生命釋放出來；

將釋放出來的神聖生命分賜到信徒裏面 

週五 2/21 

歌羅西書 3:15,12-13  

15 又要讓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仲裁，你

們在一個身體裡蒙召，也是為了這平安；且要

感恩。12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別蒙愛

的人，就要穿上憐恤的心腸、恩慈、卑微、溫

柔、恆忍。13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

彼此容忍，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

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以弗所書 2:15-16,18 ; 4:3 

2:15 在祂的肉體裡，廢掉了那規條中誡命的律

法，好把兩下在祂自己裡面，創造成一個新人，

成就了和平；2:16 既用十字架除滅了仇恨，便

藉這十字架，使兩下在一個身體裡與神和好了；

2:18 因為藉著祂，我們兩下在一位靈裡，得以

進到父面前。4:3 以和平的聯索，竭力保守那

靈的一： 

馬太福音 18:19 

19 我又實在告訴你們，你們中間若有兩個人

在地上，在他們所求的任何事上和諧一致，他

們無論求甚麼，都必從我在諸天之上的父，

得著成全。 

羅馬書 5:1 

1 所以，我們既本於信得稱義，就藉著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對神有了和平。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延展無限的

基督》第六週、週五 

團體閱讀 《基督徒的生活》 

第六章：基督包羅萬有之死兩面的象

徵；血象徵基督救贖的死；水象徵基

督釋放生命並分賜生命的死 

週六  2/22 

歌羅西書 3:16-17 

16 當用各樣的智慧，讓基督的話豐豐富富的

住在你們裡面，用詩章、頌辭、靈歌，彼此

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17 凡你

們所作的，無論是甚麼，或說話，或行事，

都要在主耶穌的名裡，藉著祂感謝父神。 

啟示錄 2:7 

7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

當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

子賜給他喫。 

詩篇 119:105,130 

105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130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蒙

人通達。 

以弗所書 5:26 

26 好聖化召會，藉著話中之水的洗滌潔淨召

會， 

馬太福音 4:4 

4 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人活著不是

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腓立比書 4:6-7 

6 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

帶著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7 神那超

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衛你

們的心懷意念。 
晨興聖言 《認識並經歷包羅萬有、延展無

限的基督》第六週、週六 

詩  歌 補充本 詩歌 27 首 

主日 2/23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以弗所書 4:20-27 

20 但你們並不是這樣學了基督；21 如果你們真

是聽過祂，並在祂裡面，照著那在耶穌身上是實

際者，受過教導，22 在從前的生活樣式上，脫

去了舊人，這舊人是照著那迷惑的情慾敗壞的；

23 而在你們心思的靈裡得以更新，24 並且穿上

了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在那實際的義和聖中

所創造的。25 所以你們既已脫去謊言，各人就

要與鄰舍說實話，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26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27 也不可

給魔鬼留地步。 

參 讀 : 新約總論 29，50 篇 

              生命讀經:  歌羅西書第 59, 30, 32-33, 35 篇； 

報告事項： 

※ 2/29 姊妹相調特會 (8 點至 5 點一會所) ,請姊

妹們踴躍參與並請代禱  

※ 3/13-15 東北地區西語聖徒特會(KPCC)  

※ 3/20-21 青年在職相調特會於毘努伊勒舉行請

代禱 

※ 3/27-29 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請代禱 

       

紐  約  市  召  會 

網站 www.churchinnyc.org 及 www.churchny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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