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更經節                                                  歌羅西書 (第五週)   與基督聯合的生活 (歌羅西書 3:12 – 4:18)               2022 年 3 月 21 日-3 月 27 日 

 

週一 3/21                                                          *禱讀 

歌羅西書 3:12-15(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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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在這一切之上，還要穿上愛，愛是全德的聯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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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壹書 4:16 

16 神在我們身上的愛，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

住在愛裡面的，就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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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前書 13:4, 13 

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

自誇，不張狂， 

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望、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

是愛。 

約翰福音 14:27 

27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

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受

攪擾，也不要膽怯。 

羅馬書 12:10 

10 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互相爭先。 

哥林多後書 5:14-15 

14 原來基督的愛困迫我們，因我們斷定：一人既替

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15 並且祂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向自

己活，乃向那替他們死而復活者活。 

晨興聖言 歌羅西書  第五週, 週一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十八篇: 

要操練分辨聖經的中心和外圍;聖經有

中心也有外圍;聖經的中心就是神在祂

兒子裡面來作人的生命 

 

 

週二 3/22 

歌羅西書 3: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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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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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2:14, 17 

14 因祂自己是我們的和平，將兩下作成一個，拆毀

了中間隔斷的牆，就是仇恨， 

17 又來傳和平為福音，給你們這遠離的人，也傳和

平為福音，給那相近的人， 

約翰福音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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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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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羅西書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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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歌羅西書  第五週, 週二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十八篇: 聖

經的外圍有四類; 第一類，苦難的安

慰 

週三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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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10:17 

17 可見信是由於聽，聽是藉著基督的話。 

 

帖撒羅尼迦前書 1:8 

8 因為主的話從你們那裡已經宣揚出來，不單在馬

其頓和亞該亞，就是在各處，你們向神的信心也都

傳開了，所以不用我們說甚麼； 

約翰福音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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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6: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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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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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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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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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歌羅西書  第五週, 週三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十八篇: 第

二類，道德的建立; 第三類，處世的

秘訣; 第四類，宗教的熱心 

週四 3/24 

歌羅西書 3:18-25(23, 24) 

18 作妻子的，要服從丈夫，這在主裡是相宜的。 

19 作丈夫的，要愛妻子，不可苦待她們。 

20 作兒女的，要凡事順從父母，因為這在主裡是可

喜悅的。 

21 作父親的，不要惹你們兒女的氣，免得他們灰心

喪志。 

22 作奴僕的，要凡事順從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

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乃要憑心中的單純敬畏

主。 

*23 你們無論作甚麼，都要從心裡作，像是給主作

的，不是給人作的， 

*24 知道你們從主那裡必得著基業為賞報；你們所

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25 那行不義的，必受不義的報應，並沒有偏待人的

事。 

 



晨更經節                                                  歌羅西書 (第五週)   與基督聯合的生活 (歌羅西書 3:12 – 4:18)               2022 年 3 月 21 日-3 月 27 日 

 

歌羅西書 4:1(1) 

*1 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對待奴僕，知道你們也

有一位主在天上。 

哥林多後書 5:17 

17 因此，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舊事已過，

看哪，都變成新的了。 

腓立比書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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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8:17 

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

作後嗣，只要我們與祂一同受苦，好叫我們也與祂

一同得榮耀。 

使徒行傳 26:18 

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

暗轉入光中，從撒但權下轉向神，又因信入我，得

蒙赦罪，並在一切聖別的人中得著基業。 

彼得前書 1:4 

4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

們存留在諸天之上的基業， 

晨興聖言 歌羅西書  第五週, 週四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十八篇: 讀經

的實例 

週五 3/25 

歌羅西書 4:2-6(2, 5-6) 

*2 你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在此儆醒感恩， 

3 同時也要為我們禱告，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

能以講說基督的奧祕，（我也為此被捆鎖，） 

4 叫我按著所當說的，將這奧祕顯明出來。 

*5 你們對於外人要憑智慧行事，要贖回光陰。 

*6 你們的言語總要帶著恩典，好像用鹽調和，就可

知道你們應當怎樣回答各人。 

使徒行傳 1:14 

14 這些人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並

耶穌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堅定持續的禱告。 

以弗所書 5:15-16 

15 你們要仔細留意怎樣行事為人，不要像不智慧的

人，乃要像有智慧的人； 

16 要贖回光陰，因為日子邪惡。 

以弗所書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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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4:29 

29 敗壞的話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按需要說建造人

的好話，好將恩典供給聽見的人。 

晨興聖言 歌羅西書第五週, 週五 

團體閱讀 《如何享受神及操練》第十八篇: 人

只會讀到聖經的外圍讀不到聖經的

中心; 要操練從聖經的外圍讀到聖經

的中心 

週六 3/26 

歌羅西書 4:7-18(7, 12, 16-18) 

*7 一切關於我的事，有親愛的弟兄，忠信的執事，

在主裡同作奴僕的推基古，要告訴你們。 

8 我為這事打發他到你們那裡去，好叫你們知道關

於我們的事，又叫他安慰你們的心； 

9 還有忠信親愛的弟兄歐尼西母同去，他是你們那

裡的人。他們要把這裡一切的事都告訴你們。 

10 與我一同坐監的亞里達古問你們安。巴拿巴的表

弟馬可也問你們安。（說到這馬可，你們已經受了

吩咐，他若到了你們那裡，你們就接待他。） 

11 那稱為猶士都的耶數，也問你們安；奉割禮的人

中，只有這些人是為神的國作我的同工，他們也成

了我的安慰。 

*12 有你們那裡的人，作基督耶穌奴僕的以巴弗問

你們安；他在禱告中常為你們竭力奮鬥，要你們得

以成熟，站立得住，在神一切的旨意上滿有確信。 

13 我可以給他作見證，他為你們和那些在老底嘉，

並在希拉波立的人，多多的辛勞。 

14 親愛的醫生路加，和底馬問你們安。 

15 請問在老底嘉的弟兄和寧法，並他家裡的召會安。 

*16 這書信在你們中間念了之後，務要叫在老底嘉

的召會也念，你們也要念從老底嘉來的書信。 

*17 要告訴亞基布：務要留心你在主裡所領受的職

事，好盡這職事。 

*18 我保羅親筆問安。你們要記念我的捆鎖。願恩

典與你們同在。 

帖撒羅尼迦前書 5:27 

27 我指著主吩咐你們，要把這信念給眾弟兄聽。 

啟示錄 1:11 

11 你所看見的，當寫在書上，寄給那七個召會：給

以弗所、給士每拿、給別迦摩、給推雅推喇、給撒

狄、給非拉鐵非、給老底嘉。 

啟示錄 3:22 

22 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晨興聖言 歌羅西書  第五週, 週六 

詩    歌 大本詩歌 274，579，304，559首  

主日 3/27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詩篇 2:1-2, 4, 6, 12 

1 外邦為甚麼吼鬧，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事？ 

2 地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抵擋耶

和華並祂的受膏者， 

4 那坐在諸天之上的必發笑；主必嗤笑他們。 

6 說，我已經立我的王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 

12 當以嘴親子，恐怕祂發怒，你們便在路中滅亡，

因為祂的怒氣快要發作。凡投奔於祂的，都是有福

的。 

詩篇 46:10 

10 你們要住手，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列國中被高

舉；我必在遍地上被高舉。 

馬太福音 28:19-20 

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將他們浸入

父、子、聖靈的名裡， 

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無論是甚麼，都教訓他們遵

守；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這世代的終結。 

使徒行傳 28:31 

31 全然放膽宣揚神的國，並教導主耶穌基督的事，

毫無阻礙。 

啟示錄 22:21 

21 願主耶穌的恩與眾聖徒同在。阿們。 

 

參讀:  歌羅西書生命讀經  第 29, 64, 30, 31 篇 

紐  約  市  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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