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講道撮要 (5.4.2020)
主題 ： 何去何從，思念什麼？
講員／撮要：楊家傑牧師

經文： 歌羅西書 3：1 - 4

引言：
 受疫情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教會聚會也為之改變；在家中辦公、實體
的教會聚會暫停、公共交通工具內刻意保持距離，甚至在升降機內大家都
避免主動按關門鈕。

我們的人生方向是什麼？我們思念的是什麼？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 4:23)
 詩歌：
《常念主愛》
「我晝夜常思念祢的愛，耶穌！不能測長濶與高深。」
；
副歌更特別提到：
「我的愛都澆奠祢腳前，耶穌！因祢比萬有滿我意；祢到
底又盡美，又盡善，耶穌！我心歡喜住祢懷裡。」

在記念耶穌的受難節和復活節，我們又想起了什麼？
我們要在神面前省察，思想耶穌犧牲的愛，背起自己十字架來跟從主(路 9:23)，
也要特別默想耶穌的「十架七言」！
1. (路 23:34)「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
2. (路 23:43)「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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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約 19:26、27)「 母親，看，你的兒子！… 看，你的母親！」
4. (太 27:46)「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
離棄我？」
5. (約 19:28)「我渴了。」
6. (約 19:30)「成了！」
7. (路 23:46) 「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
 網絡世界的信仰反思：
「但以理啊，你要隱藏這話，封閉這書，直到末時。必有多人來往奔跑，知
識就必增長。」(但 12:4)
 根據統計，目前全球有超過 17 億個網站，讓我們的心思和時間都忙於追趕
最新科技、在網絡世界瀏覽、購物、追資訊、追貼最近疫情。
 信徒要儆醒：惟有神才是全知和全能的主宰，我們要一生尋求神的心意、要
明白神的旨意、順服祂的帶領。
「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 119:105)

本論：
(一) 新造的人之靈性生命 (西 3:1-3)
1
「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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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邊。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
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西 3:1-3)
主旨：在神國度裡的新生命
 「死了」
、
「復活」(v.1、3) ：是指基督徒在靈性上的死和復活；我們不要忘
記在浸禮的立志：定意活出「與基督同死，同復活的生命！」
 昔日歌羅西教會正瀰漫著舊我虛假生命的思想，就是：
 虛假的哲學 (西 2:8)
 飲食和節期 (西 2:16)
 自高和自大 (西 2:18)
 命令和教條 (西 2:20-23)
 我們信主後成為「新人」
，是靈性生命與基督一同死亡、一同被埋、一同復
活；
「老我」和「罪惡」已被除掉，擺脫屬世的價值觀和束縛，心思意念都
轉向神的國度。
 我們要思念天上的事，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的裡面(西 3:3)！基督徒縱然
要抗衡屬世的價值觀，甚至因信仰而被嘲笑和欺壓，但我們仍要堅定地跟
從神。
「我們是屬神的，認識神的就聽從我們；不屬神的就不聽從我們。從此我
們可以認出真理的靈和謬妄的靈來。」(約壹 4:6)
生活實踐：宣教使命中的教會 (church-in-mission)
 基督徒是要與世人分別出來，要見證神的國度是與世界不一樣，她能帶來
神人復和，生命要更新像基督的生命。
 我們有神國子民的身份。基督教會恩雨堂(En Yu Evangelistic Mission) 是帶
有宣教使命的教會，我們的終極目標是成為被差派的子民，實踐「宣教使
命中的教會」(church-in-mission)，活出合一的宣教見證和行動。
 具備「末世國度觀」的教會作為天國的群體，為要見證神在全地終極的管
治；具備「教會國度觀」的神之子民，要活出福音合一的見證，超越任何文
化和種族；具備「救恩國度觀」的教會，成為使神人復和的屬靈群體。
 求主幫助我們恩雨堂眾肢體能遵從福音的使命 (Evangelistic Mission)，成為
教會的定位。

(二) 要思念作門徒的根據 (西 3:1 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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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 因為你們已經死
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 (西3:1上、3)
主旨：我們是否根據聖經的教導來為基督而活？
 「所以，你們若……就當……」
，這是帶有條件性的命令。基督徒蒙召作主
門徒，是根據一些已確立的屬靈事情；我們也確信，以致能放下自我，為
主而活！
 作主門徒就是參與神的計劃：
「祂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祂
愛子的國裡。」(西 1:13) 我們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蒙了基督救贖，脱離
這世界，被遷到神的計劃中！

在基督裡的生活必須要有以下堅信：
 「萬軍之耶和華既然定意，誰能廢棄呢？祂的手已經伸出，誰能轉回
呢？」(賽 14:27)
9
 「 你們要追念上古的事。因為我是神，並無別神；我是神，再沒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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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我的。 我從起初指明末後的事，從古時言明未成的事，說：我的籌
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悅的，我必成就。」(賽 46:9-10)
 「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
已經立祂為主，為基督了。」(徒 2:36)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
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
2:9)
 我們學做主的門徒，必須篤信不疑地在基督裡走上一條新的人生道路。
 屬靈的真相會實在地在門徒生命中發生。(西 3:1、3、4)
 此外，
「接受基督」的真義，是指在屬靈上與基督聯合(西 2:12；林前 12:13；
多 3:5-7)。
 從以上經文，我們得知基督徒在基督裡的死、復活和新生命，不單單是神學
知識或查經的資料，乃是藉著聖靈，我們不但在神的面前有新的身份，連生
命的本質也被更新了。
 更寶貴的是：「…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西3:3下)「藏」即「隱
藏」
，在神裡面與基督緊扣在一起。
 反思：神所結合的，我們決不可分開；這是靠著神話語的能力和聖靈的更新
工作，來維持我們與神的關係(猶 20-21)！
生活應用：疫情下新媒體網絡在信仰群體的反思！
 專門研究宗教傳播的學者 Peter Horsfield 之著作“From Jesus to the Internet”
(由基督時代到互聯網時代)，道出今天在疫情下，媒體網絡在信仰群體廣泛

使用，教會採用網上崇拜、查經、祈禱會、會議、關懷牧養、栽培、宣教及
傳福音等聚會已成趨勢；然而，我們更要小心反思：
 要懂得分辨正道：異端邪說已發動強烈的網絡攻勢宣揚他們違反真理的
信息！
 資訊科技讓受眾得到聽覺、視覺的刺激，製造虛擬的實境(virtual reality)，
即 VR 眼鏡，讓受眾在自己的地方倣如已去到不同地域、不同空間與其
他人一同「聚會」。這種讓會眾「不費吹灰之力」已獲得具創意、新穎，
以及視覺的滿足。
 信 徒 要 反 思 ： 崇 拜 聚 會 是 聖 徒 聚 在 一 起 ， 以 心 靈 和 誠 實 (約 4:23)
同心敬拜三一真神！
 崇拜的目的是讓會眾在同一空間經歷神的同在，一起敬拜祂、尊崇祂、接
受祂的差遣。
然而網上崇拜使我們享受到科技帶來好處，但是教會容易流於運作一個
programe！會眾也被動地欣賞表演項目。
實體崇拜的禮儀、神聖互動、信徒與神或與信徒之間的相交，必然是網上
「信徒個別崇拜」所不能取代的！
 信徒要對所屬的地上教會有委身、忠誠和歸屬。
信徒可以任意在網絡上選取收看那些教會崇拜、神學講座、查經或栽培課
程，但這些缺乏系統的屬靈學習仍然不能取代讓我們得到歸屬的教會培
育。
「祂就設立十二個人，要他們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們去傳道。」(可
3:14)
(三) 要思念作門徒的本質 (西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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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神
2
的右邊。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西 3:1-2)
主旨：要作門徒，郤沒有生命方向上的改變，就根本不是門徒！
 「 求 」：意思 是尋 求、尋 覓、勉力 尋 找；如 牧羊人 尋 找 迷羊 (太 18:12)。
有如我們遺失了錢包、鎖匙、身份證，必定會盡力尋回。
 「要思念」
：意思是要想念，或有這種思想模式和活動；有如心思像孩子 (林
前 13:11) 。
 以上兩動詞「求」和「要思念」都是現在進行式、是主動和命令式的。所以，
我們應當遵照主的心意而行，努力脫離屬靈嬰孩的景況，讓屬靈的生命得著
更新！
 我們要「求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
。然而，我們要得知天上的事，必須

透過聖經 - 神的話語，以及聖靈的啟示 (太 11:25-26；提後 3:16-17；林前
2:9-10)。
 我 們 要 有裡 外的 更 新，有 新 生命 和 新 方向，必須 將「 求 」和「思 念 」
這兩個行動合併起來。
「求」是恆常專心尋求或成天上的事；
「思念」是接受屬天的思想模式，使
自己的心願、意志和良知都專注屬天的事；
 生命見證：我在香港家庭新更新協會除了負責行政管理和促進帶領營會的
技巧外，更重要是神託付予我帶動家新的屬靈方向、牧養和栽培家新人的
生命，因此，縱然面對沉重壓力，我仍要堅守這使命。
 我們跟隨基督，不是遵守一系列的規則；如果我們愛主，就自然會遵守祂
的命令 (約 14:15；路 9:23-24)。
 反思：很多基督徒說要作主門徒，然而郤不願作出生命改變，甚至只是盼
望神助自己一臂之力，成就自己的心意！
生活應用：敏銳神在自己生命上的召命！
 我們都只是神的卑微僕人和使女，神給我們的呼召不一定是轟轟烈烈的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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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有 180 的改變，就有如耶穌三次呼召門徒彼得般「…你餵養我的小
羊…」(約 21:15)、「…你牧養我的羊…」(約 21:16)和「你餵養我的羊…」
(約 21:17)。
 神給我們的呼召可以是細水長流的、持續的生命陶造。神透過生活上種種經
歷讓我們認識自己、經歷神、認識神。這經歷可能是成功的高峰，也可能是
失意的低谷。
 神也可藉生活細節，讓我們察覺祂同在的軌跡，或祂所作的奇妙作為，藉此
磨煉和塑造我們的生命更像基督。
「信神所差來的，這就是做神的工。」(約 6:29)
結語
 何去何從，思念什麼？
讓我們人生的心思、目標、抱負和觀點，都是以屬天的國度為中心，讓基督
掌權，努力不懈地追求生命成長、靈命更新，盡心、盡性、盡力地抓緊神，
榮耀主！
 當主再來時，我們能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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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3:4)
回應詩歌：《向高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