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補充資料： 

1. 歌羅西書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L6T626l2Q 

2. 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3.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4.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Reference:  

1. ｢簡易版｣聖經綜覽  

2. 漫畫聖經導覽 

 

 
5月 25日 

 

歌羅西書 第二章 

 
 
當時的異端諾斯底主義，認為「特殊的知識」是得著救恩的關鍵，所以非常強調知識。但保

羅卻教導信徒，一切的知識與智慧都蘊藏在基督裏，勸信徒不要被這些「特殊的知識」的教

導迷惑、引誘離開基督的正軌。他鼓勵信徒要在基督裡建造和堅固自己的信仰，抗拒外來的

欺騙，且有感恩的心，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 

 

保羅勸信徒要小心有假教師用不同的神明、民間傳統把他們引誘離開真道。但基督是萬有的

元首及源頭，祂也是智慧和真理的源頭，超越一切靈界和屬肉體的事物，所以人不需藉著其

他宗教儀式、神明或哲理，尋求潔淨、脫離、甚至得救，人只需接受基督的死，透過受洗與

基督同埋葬同復活，住在基督裏，便能得著完全的釋放，不受過去的律法規條和其他神靈相

關的信仰所綑綁。 

 
 

屬靈原則：基督是一切豐盛的所在，信徒不用再聽信其他錯誤的教導。 

 

背誦經文：「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在他裡面生根建造，信心

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西(2:6-7)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裡面....」西(2: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L6T626l2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其他補充資料： 

1. 歌羅西書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L6T626l2Q 

2. 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3.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4.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Reference:  

1. ｢簡易版｣聖經綜覽  

2. 漫畫聖經導覽 

 

5月 26日 

 

歌羅西書 第三章 

 
 
信徒因著與基督一同復活，有新生命，新價值觀，應追求屬靈（上面）的事，以神國為目

標。作為神揀選的子民，要離棄舊我，不再犯拜偶像和肉體上的罪，要在基督裏穿上新人，

過新生活，個人要聖潔、要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和平，做主喜悅的事，以此感

謝父神。對他人，則要彼此容忍，彼此饒恕。信徒在真理上要追求，彼此教導和互勉。 

 

信徒要讓主作更新的工作，讓祂的愛和平安掌管整個人，以致感恩常常稱頌神。在家中無論

是作妻子、作丈夫、作兒女、作父親、作僕人都要讓主作一家之主，活出主愛，建立和諧關

係。要知道自己作什麼都是為主而作，不是為人而作。 

 
 

屬靈原則：基督復活的生命幫助信徒除舊立新，新生活帶來與人與神和好的新關係。 

 

背誦經文：「......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

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西(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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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補充資料： 

1. 歌羅西書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L6T626l2Q 

2. 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3.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4.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Reference:  

1. ｢簡易版｣聖經綜覽  

2. 漫畫聖經導覽 

 

5月 27日 

 

歌羅西書 第四章 

 
 
一個讓主掌管生命的信徒，必然明白主的旨意是不願一人沉淪，只願萬人得救。所以必定會

恒切禱告，期望福音能傳到未聽過福音的地方，叫人歸主。 

 

另外也會把握時機與未信者交往，透過行為、言語和見證將福音與人分享。 

 

保羅列出忠心的僕役（推基古）、為教會熱切代禱的（以巴弗）、為福音受逼迫並坐監的

（亞里達古）、及以文字傳揚基督福音的（馬可和路加）作例子，教導信徒，傳揚福音不是

單人匹馬的努力，而是各人按神給的恩賜，各按其職，一起承擔一起服侍。 

 

 你身邊有沒有同伴，可以彼此配搭一起傳福音？ 

 

 

屬靈原則：信徒要同心禱告求神開傳道的門，也要盡上傳福音的本份。 
 

背誦經文：「你們要恆切禱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為我們禱告，求 神給我們開傳

道的門，能以講基督的奧祕...」西(4: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L6T626l2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其他補充資料： 

1. 腓利門書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O4qgbkZcyE 

2. 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3.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4.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Reference:  

1. ｢簡易版｣聖經綜覽  

2. 漫畫聖經導覽 

 

 
作 者：保羅 

收信者：腓利門，他是保羅住在歌羅西的好友。保羅寫這封「明信片」答腓利門，是談到由

他那兒逃走的奴隸－阿尼西謀。 

背 景：這封信可能是保羅在羅馬為囚時寫的（約是路加在使徒行傳二十八章提到的那時

期），這封信可能和歌羅西書同一時期寫的，並派同樣的旅客阿尼西謀及推基古

（西四:7-9）送抵歌羅西。 

    阿尼西謀逃離了他的主人腓利門，當他逃走時，他在監獄遇見了保羅。阿尼西謀因

保羅的帶領而成為基督徒。保羅寫這封信，是請腓利門讓阿尼西謀回去，視他為親

愛的弟兄－基督徒弟兄。 

 

 
信息重點： 

 保羅請腓利門饒恕阿尼西謀，阿尼西謀是從腓利門那裏潛逃的奴隸。保羅請腓利門接納

阿尼西謀為弟兄，而不是罪犯，因為如今他們兩人都是基督徒。 

 保羅願為阿尼西謀償還積欠或偷走的東西。 

 保羅暗示，他不僅希望腓利門饒恕阿尼西謀，也希望能探望腓利門，其至請阿尼西謀來

協助他的事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O4qgbkZcy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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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補充資料： 

1. 腓利門書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O4qgbkZcyE 

2. 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3.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4.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Reference:  

1. ｢簡易版｣聖經綜覽  

2. 漫畫聖經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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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補充資料： 

1. 腓利門書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O4qgbkZcyE 

2. 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3.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4.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Reference:  

1. ｢簡易版｣聖經綜覽  

2. 漫畫聖經導覽 

 

5 月 28 日 

 

腓利門書 第一章 

 
 
阿尼西謀是腓利門家中的奴隸，可能因偷走了主人腓利門的財物而逃跑，因遇上保羅信了主，

願意回到主人家裏去。保羅因著基督叫人彼此饒恕的教導和愛弟兄姊妹的心，向有愛心和信

心的腓利門求情，望他收納阿尼西謀。 

 

保羅沒有用自己的地位來命令腓利門，反倒讓他有自由意志，去決定跟隨主的心意，以愛心

和饒恕去接納主內的弟兄阿尼西謀。保羅更以身作則，首先行善，願意承擔阿尼西謀過去或

將來虧負腓利門的一切。 

 

 我們能否學習保羅先付出，後才計算？甚至不計算代價去行善、去愛？ 

 

 

屬靈原則：正如從前我們於神沒有益處，但祂也接納我們，今天我們也要以不同的目

光看待他人，以主的愛接納他們。 

 

背誦經文：「他從前與你沒有益處，但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門(1:1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O4qgbkZcy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其他補充資料： 

1. 以弗所書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z59u5m-QYs 

2. 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3.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4.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Reference:  

1. ｢簡易版｣聖經綜覽  

2. 漫畫聖經導覽 

 

 

作 者：保羅 

收信者：在以弗所的教會（信徒）。保羅是在羅馬監獄中寫這封信的，這封信可能在其他教

會傳閱，以便使更多人能讀到它。 

背 景：以弗所是今名土耳其地區的最重要城市，是商業頻仍的十字路口。崇拜羅馬女神戴

安娜的廟宇，就是位於以弗所。 

    保羅在以弗所傳了大約三年的道（徒二十:31）。他在與以弗所教會的領袖們最後

一次會面時，作了很特別的一次道別（徒二十:17-38）。 

 

 
信息重點： 

 因著耶穌所提供的救贖，每個基督徒都享有新的生命。並有戰勝邪惡的能力。每個基督

徒都是基督身體（教會）的一部分。 

 因著上帝為我們成就的事，所以我們愛祂。既愛祂，就願意順服祂，過討祂喜悅的生活。

我們當讚美祂，歸榮耀給上帝。 

 基督徒要彼此相愛，而不要彼此相爭。 

 神應許要幫助我們、保護我們。上帝已賜給我們一套很特別的「軍裝」，供我們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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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補充資料： 

1. 以弗所書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z59u5m-QYs 

2. 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3.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4.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Reference:  

1. ｢簡易版｣聖經綜覽  

2. 漫畫聖經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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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補充資料： 

1. 以弗所書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z59u5m-QYs 

2. 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3.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4.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Reference:  

1. ｢簡易版｣聖經綜覽  

2. 漫畫聖經導覽 

 

5 月 29 日 

 

以弗所書 第一章 

 
 
保羅教導信徒天父賜給我們各樣屬靈的福氣，包括在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已揀選了我們，

又在愛裡預定我們得著拯救。這些福氣都是藉著基督在十架上流出寶血，賜給我們的。基督

更求父賜下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作我們得基業的憑據，因此保羅為收信者向神表達感恩和

祈禱。 

 
保羅更加指出上帝的美意和奧秘是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

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因此他為信徒禱告，求智慧和啟示的聖靈，教導我們真知道基

督已經從死裏復活，坐在神的右邊，得著一切的權柄。上帝更將基督賜給教會，在萬有之上

做頭，以彰顯神的恩典、大能和榮耀。 

 
 

屬靈原則：信徒要為著因基督而成為神兒女，得福氣，得恩典而稱頌神的恩典、大能

和榮耀。 
 

背誦經文：「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

使你們真知道他，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

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弗(1:17-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z59u5m-Q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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