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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一 3/14                                                           *禱讀 

歌羅西書 2:18-1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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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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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3:14 

14 向著標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召我

向上去得的獎賞。 

約翰貳書 1:8-9 

8 你們要小心，不要失去我們所已經作成的，乃要

得著滿足的賞賜。 

9 凡越過基督的教訓，不留於其中的，就沒有神；

留於這教訓中的，這人就有父又有子。 

約翰福音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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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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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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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歌羅西書  第四週, 週一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十七篇: 

要操練放棄自己的觀念;我們還要點出

一些讀經應該注意的重點;帶著自己的

觀念就讀不出聖經的本色;帶著自己的

觀念也讀不出聖經的中心(1-3 段) 

 

 

 

 

週二 3/15 

歌羅西書 2:20-23 (20, 23) 

*20-21 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上的蒙學，

為甚麼仍像在世界中活著，服從那不可拿，不可嘗，

不可摸等類的規條？ 

22 這些都是照著人的吩咐和教導，一經使用，就都

敗壞了。 

*23 這些事在私意敬拜，自表卑微和苦待己身上，

確有智慧之名，但在克制肉體的放縱上，卻是毫無

價值。 

羅馬書 6:4-5 

4 所以我們藉著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們

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

從死人中復活一樣。 

5 我們若在祂死的樣式裡與祂聯合生長，也必要在

祂復活的樣式裡與祂聯合生長； 

加拉太書 5:16 

16 我說，你們當憑著靈而行，就絕不會滿足肉體的

情慾了。 

羅馬書 7:4-6 

4 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

向著律法也已經是死的了，叫你們歸與別人，就是

歸與那從死人中復活的，使我們結果子給神。 

5 因為我們在肉體中的時候，那藉著律法活動的罪

慾，就在我們肢體中發動，以致結果子給死。 

6 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

了律法，叫我們在靈的新樣裡服事，不在字句的舊

樣裡。 

晨興聖言 歌羅西書  第四週, 週二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十七篇: 帶

著自己的觀念也讀不出聖經的中心

(4-7 段) 

週三  3/16 

歌羅西書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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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

神裡面。 

以弗所書 2:6 

6 祂又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裡一同復活，一同坐在諸

天界裡， 

羅馬書 8:4-6 

4 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這不照著肉體，只

照著靈而行的人身上。 

5 因為照著肉體的人，思念肉體的事；照著靈的人，

思念那靈的事。 

6 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

生命平安。 

約翰壹書 2:15 

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

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哥林多後書 4:18 

18 我們原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

為所見的是暫時的，所不見的纔是永遠的。 

馬太福音 6:33 

33 但你們要先尋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一切就都要

加給你們了。 

希伯來書 12:2 

2 望斷以及於耶穌，就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

者；祂為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

十字架，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晨興聖言 歌羅西書  第四週, 週三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十七篇: 讀

經的時候必須放棄自己原有的觀念; 

聖經的中心就是神在祂兒子裡面來

作人的生命 

週四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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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書 2:10-11; 3:27 

2:10 只是要我們記念窮人，這也是我本來熱誠去行

的。 

2:11 但磯法來到安提阿的時候，因他有可定罪之處，

我就當面抵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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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你們凡浸入基督的，都已經穿上了基督。 

羅馬書 6:3-5 

3 豈不知我們這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浸入祂的死

麼？ 

4 所以我們藉著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好叫我們

在生命的新樣中生活行動，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

從死人中復活一樣。 

5 我們若在祂死的樣式裡與祂聯合生長，也必要在

祂復活的樣式裡與祂聯合生長； 

腓立比書 3:9-10 

9 並且給人看出我是在祂裡面，不是有自己那本於

律法的義，乃是有那藉著信基督而有的義，就是那

基於信、本於神的義， 

10 使我認識基督、並祂復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

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晨興聖言 歌羅西書  第四週, 週四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十七篇: 人的

觀念遮蔽聖經的實例 (1-4 段) 

週五 3/18 

歌羅西書 3:5-10 (5, 9-10) 

*5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是淫亂、污穢、

邪情、惡慾和貪婪，貪婪就是拜偶像， 

6 因這些事，神的忿怒正臨到那悖逆之子。 

7 當你們在這些事中活著的時候，也曾在其間行事

為人過。 

8 但現在你們要脫去這一切的事，就是忿怒、惱恨、

惡毒、毀謗，並你們口中所出可恥的穢語。 

*9 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同舊人的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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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書 2:20; 5:2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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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但那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

邪情私慾，都釘了十字架。 

 

羅馬書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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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4:22-2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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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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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歌羅西書第四週, 週五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十七篇: 人

的觀念遮蔽聖經的實例 (5-6 段); 要

向神要新的東西 

週六 3/19 

歌羅西書 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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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2:15-16;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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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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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12:2 

2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喜悅、並純全的旨意。 

腓立比書 1:21 

21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哥林多前書 12:13 

13 因為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是為奴的或

自主的，都已經在一位靈裡受浸，成了一個身體，

且都得以喝一位靈。 

 

 

晨興聖言 歌羅西書  第四週, 週六 

詩    歌 大本詩歌 388，359，435首 , 英文本詩

歌 1087, 1187首,  補充本 625 首 

主日 3/20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加拉太書 3:26-29 

26 因為你們眾人藉著相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 

27 你們凡浸入基督的，都已經穿上了基督。 

28 沒有猶太人或希利尼人，沒有為奴的或自主的，

也沒有男和女，因為你們眾人在基督耶穌裡，都是

一了。 

29 你們既屬於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

應許為後嗣了。 

以弗所書 4: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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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讀:  歌羅西書生命讀經  第 25, 26, 43, 27, 28 篇 

紐  約  市  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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