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召會禮拜堂小組講壇回應 

講题 : 信耶穌，講呢啲？！                                         講員 : 李天鈞博士 

經文 : 歌羅西書 2:8-23                                             日期 :  19-2-2023 

 

引言 

� 今年教會：堅信真理、持守盼望 

� 真理是什麼？很嚴肅，同我們好像很遠，沒什麼關係？ 

� 信仰上的真理是什麼？同我們有什麼關係，是否也只是口號／符號，結果也是：講呢啲？！ 

� 耶穌是真理（約 14:6）是否可以活在我們的信仰／生活中？ 

 

經文背景（8-10節）：信徒面對真理的挑戰，作者：重申信耶穌是信什麼？講呢啲！ 

� 8節表達當時正面對所謂理學和虛空的妄言的挑戰：理學=philosophia；哲學 /虛空的妄言=kenos

虛空 apate迷惑（新漢語：空洞、騙人的學說）→希臘哲學／猶太的思想 

� 有機會被擄去 sulagogeo→成為戰利品（失去生命的主權或失去信仰） 

� 結果：ou kata不照著基督=不合乎基督=離開基督的信仰／真理 

� 理學和虛空的妄言的兩大來源：被人間的遺傳 anthropos paradosis教導和世上的小學 kosmos 

stoicheion （元素→自然／超自然的靈 ）所影響（Message: the empty traditions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empty superstitions of spirit beings） 

 

1. 誤信：做多啲（11-16節） 

� 這源於 8節的人間的遺傳：很多時指猶太人的傳統, 這傳統可言為强調做多啲 

� 由 11節反映當時一些猶太信徒認為外邦信徒一定要做些東西，特別是做猶太人的所有習俗，包

括割禮才能算是歸信, 才是代表信仰上帝。 

� 所以 16節「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正反映他們的要求

並去論斷外邦信徒要做呢啲 

� 這些要求反映更像民間信仰多於信仰上帝：是你先要做一些才能帶來神明的回應，神明是不會主

動下凡為您作拯救 

� 信仰模式：做事 Doing先於成為 Being 

� 我們的信仰：13-14節：「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神赦免了你們（或作：我們）

一切過犯，便叫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字據，

把他撤去，釘在十字架上。」耶穌在我們未求之前已完成（道成肉身及十字架；羅 5:8） 

� 十誡；出 20：2的第一戒（猶太人）：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 基督的真理：不是因為您做多啲上帝才去拯救妳 

 

2. 誤信：屬靈啲（18-23節） 

� 屬靈啲是指 8節的世上的小學：（新漢語）依據世上淺顯的學說即宇宙的星宿之靈；（呂振中）根

據世界所信的星質之靈（或譯『自然界原質』；或譯『世俗初淺的宗教觀』）=只追求屬靈的力量 

� 具體反映在 18節謙虛和敬拜天使（新漢語：或譯作「天使的敬拜」；原文可以指同一事：即透過

謙虛（23節如禁食或苦待己身）而達到加入或如同天使般敬拜） 

� 20-23節服從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條..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導的。…用私意崇拜，

自表謙卑，苦待己身，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 

� 追求屬靈的力量問題：不是追求屬靈有問題，而是追求屬靈成為最终目標，不是過程而以親近上

帝為最终目標。屬靈的力量成為重點，表現或吹虛自己的屬靈力量／境界→驕傲！（始祖的原罪） 

� 19節指出追求屬靈是要連於基督並因而有成長 

� 基督的真理：不是因為您屬靈啲上帝才去提升妳 

小结：無論受人間的傳统或追求屬靈的事物所影响，也是忘記了信仰是由基督的恩典行先 

� 信仰模式；是成為 Being 先於 做事 Doing 

� Eugene H. Peterson：The church is the primary arena in which we learn that glory does not consist in 

what we do for God but in what God does for us.  

� 《恩典太美麗》恩典太美麗，無甚麼可取替，唯求將心全然給主來彰顯主愛多珍貴；終生愛神，

傾心傾意愛別人，才覺生命沒有枉費！ 



 

 

 

3. 確信：唯一啲 

� 既然信仰的真理唯一以基督的恩典行先，只有靠著祂才能成長，還有什麽具體對生命的益處？ 

� 9-10節指我們生命可以經歷豐盛 pleroo（兩次）：指完成／完全; 亦可理解充滿→滿有（基督），

基督是唯一完成上帝的救贖並可與我們同行的上帝（不同挪亜或摩西） 

� 10節指他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不只是我們或教會的元首，在各領域也可靠基督帶來影响

力（非洲-Malawi的總统） 

� 13節：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了，神赦免了你們（或作：我們）一切過犯，便

叫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生命轉化／永生 

� 15節：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生命可以得勝 

� Max Lucado：Grace is everything Jesus. Grace lives because he does, works because he works, and 

matters because he matters. To be saved by grace is to be saved by him, not by an idea, rule, or church 

membership, but by Jesus himself, who will sweep into heaven anyone who so much as gives him the 

nod. 

  

4. 確信：睇闊啲 

� 基督作為真理是帶來恩典、成長、生命的轉化及得勝 

� 這真理能經歷是因基督作元首，基督作元首也很抽象？或具體的內容及方法？我們可透過睇闊啲; 

即上下文去了解什麼是基督作元首的表現 

� 上文 6-7節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新漢語：你們既然接受基督耶穌為主，就應當

在他裏面行事， 7 也就是在他裏面扎根、被建造，在信仰上得以堅固，滿心感謝） 

� 作元首即我們行事、扎根在（也可言為靠著）主裏而被建造及得以堅固信仰 

� 下文第三章 1-2節：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 具體上面的事：12. 就要存（原文作穿；下同）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13. 總要

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14. 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

全德的 

� 具體地上的事不可作的：5. 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8

惱恨、忿怒、惡毒（或作：陰毒）、毀謗，並口中污穢的言語等。  

� 也是先靠基督 Being之後才做事 Doing 

 

小結：這生命有如《耶穌你是中心》 Jesus at the center：我心別無所求，無人能與你相比，耶穌你是

中心，我一切都圍繞著你，只為你。Nothing else matters  Nothing in this world will do  'Cause Jesus 

You're the center  Everything revolves around You 

 

總結 

� 信耶稣的真理，可以很生活／貼地，Rick Warren：What gives me the most hope every day is God's 

grace; knowing that his grace is going to give me the strength for whatever I face, knowing that nothing 

is a surprise to God. 

� 信耶穌→就是講呢啲：帶來恩典、成長、生命的轉化及得勝 

� 信耶穌→就是講呢啲：靠主及在主裏讓主成為元首 

� 是一個歷程：生命不再靠自己而靠主成為元首，經歷恩典、成長、生命的轉化及得勝 

� 講呢啲：《耶穌基督》In Christ Alone：我願全心榮耀耶穌 放棄倚靠我自己的驕傲 祢的祝福無法

測度 靠祢能力我能勝過世界…耶穌基督 我的倚靠 祢的十字架是我永遠的榮耀 生命每個氣息 

都是屬於祢 我的源頭 我的盼望 是祢我主。 

� 我們的生命有否經歷及活出這真理？ 

 

思考問题： 

1. 分享我們的生命是否靠主及讓主成為元首多於靠自己？具體例子？ 

2. 分享我們的生命有否靠主而經歷恩典、成長、生命的轉化及得勝？具體例子？ 

3. 分享我們的生命有否上帝感動那些仍要放下不靠自己的地方或事項？並互相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