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義大樓相關擴建設備及內裝經常費無息借款代償金額 $33,270,000（至 10/10 止 ) 請代禱支持  

◎基宣主任 郭素鳳

信神代禱報
China Lutheran Seminary

30080 新竹市大學路51巷11號   TEL: 03-571-0023  FAX: 03-572-6425
No.11, Lane51, Ta Hsueh Rd., Hsinchu 30080, Taiwan, R.O.C.
E-mail: hsinshen@ms1.hinet.net.   http://www.cls.org.tw

印刷品
Printed Matter

2015‧ 中華信義神學院第四季

奉獻帳號   郵撥：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信義神學基金會，帳號：01121881 或
 彰化銀行 -新竹分行，  帳號：5727-01-20301-900

活在這個高度使用科技的世界，每天都在接收很

多不同的訊息，例如：Line，Facebook，什麼是可以

接受的、什麼是要拒絕的，若無法分辨，一些錯誤的

價值觀已經在毒害我們的身心而不自知。

一個方向，有所依循而生

活，這個方向就是「耶穌

是主」，生命的方向由耶

穌掌管。有了這個方向，

接下來就是應當如何行？

保羅說要“在祂裡面＂，

這句話在 6-15節不斷地
重覆。在祂裡面就是在基

督裡面，唯有倚靠耶穌基

督，在祂裡面，才能：

(1)“生根＂(紮根 )，完
成式被動分詞，表

示已經成就的事，但

它的果效現在仍然存

在。當樹紮了根，才

會有生命，才能成長。 
結果就是像詩篇 1:3
所說：像一顆樹栽在

溪水旁，按時候結果

子。

(2)“建造＂，現在式被動
分詞，表示仍在進行，

施工中，繼續建造，

直到完成。好像房屋

的建造，先有了根基，

才能在上面不斷地建

造，直到完工。

(3)“信心堅固＂，現在
式被動分詞，信心需

要不斷地得到堅固，

信心不是一次性的堅

定，而是要持續不斷

的增強。

(4) 最後是存“感謝的
心＂。不論是生根、

建造、堅固，這三個

時態都是被動式，表

示都不是靠自己能做

什麼，植物需要藉著

水、陽光才能生長，

房屋的建造，需要有

人來建造，信心的堅

固是藉著上帝的道。

所以，這是要叫我們

知道，我們得以生根

建造，信心堅固，都

不是我們自己可以完

成的，唯有在基督裡

才能完成。因此這

些不會使人感到驕

傲，而是使人有感謝

的心，因著存有感謝

的心，使人更多地思

想上帝，倚靠上帝，

因為這一切都是祂所

賜。

在祂裡面，我們也

受到警誡。「你們要謹

慎」(2:8)，這是現在主動
命令語氣，表示這樣的命

令持續進行。保羅要歌羅

西教會的信徒經常不斷地

警醒防備，恐怕有人用錯

誤的言論取代上帝的道，

使信徒偏離上帝，走到異

端的方向，這些異端的教

訓，不是照著上帝在基督

裡所啟示的真理，而是

照著人的傳統和世俗的言

論。保羅提到「虛妄的哲

學」，有人獻身追求、熱

愛這世上的智慧、玄學，

以此為最高的智慧，這些

哲學漸漸地演變成一種以

人的理智為中心的思想方

式。這些虛妄的哲學可能

很動聽，似乎很合理，甚

至好像給人正面的能量，

但卻是一種虛假的盼望、

虛假的福音，好比現在的

人本主義、多元化社會，

我覺得也是以人為中心，

尊重人過於尊重上帝。福

音是以上帝為中心，是上

帝藉著耶穌基督向人所啟

示的，所以，9-10 節說
「因為上帝完整的神性具

體地在基督裏，而你們跟

基督連結，也得到了豐盛

的生命。祂是元首，超越

一切靈界的執政者和掌權

者。」（現代中文譯本）

但，並不是說信仰不需要

理智，而是不應該用人的

思想和經驗來衡量上帝的

啟示，當人的理智無法理

解上帝的啟示時，我們仍

然相信聖經是上帝的啟

示，上帝的話語是真實

的。

現在的世界有很多的

顯學和流行是我們要警醒

防備和謹慎的。不管是科

學、管理、財經、人文、

或基督教會本身，若我

們沒有正確地認識上帝的

話，我們無法作出分辨，

更無法使我們在基督裡。

歌羅西教會面臨的也

是一些錯誤的教訓，是對

耶穌基督錯誤的理解，例

如諾斯底主義、哲學主義、

人的傳統等等，使得歌羅

西教會偏離真道，走到錯

誤的方向。唯有活在基督

裡，我們的生命才能真正

的得到成長，才有真正的

自由，不受這世俗所擺弄

的自由。 
“既然＂這句話是

承接前面所說的，既然你

們接受了耶穌基督，就要

遵照上帝的道而行，免得

有人用花言巧語迷惑你們

（2:4）。“接受＂，表示
相信耶穌基督的教訓，既

然學了祂的道，若不相信，

就不能成為你的信念，也

不能成為你的引導。所以

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是

要學習祂的樣式，遵祂的

話語而行。“行＂表示有

經文：西二 6-10

在基督裡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在他裏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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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

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

因為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

你們在他裏面也得了豐盛。他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在尋求的過程中，每天

在問：「神啊！祢的心意是

甚麼？祢要我走的道路是甚

麼？」我想走在 神喜悅的

道路，而非自己選擇認為最

好的道路。在一個月的時間

內，神給印證也順利考上神學院，感謝 神！祂

奇妙的帶領，讓我清楚讀神學院不是出於自己單

純的想望，而是有 神的選召。

「change 改變」是不容易的選擇。說實在

的，我真的也喜歡留在舒適圈中生活，去建構自

己引以為傲的事業及功名利祿，為什麼要讀神學

院呢？為什麼要預備自己全職事奉 神呢？有一

首詩歌如此說：「嚐過主恩的滋味，還有甚麼更

甘甜…世界不再吸引我，主愛勝過全所有。」耶

穌捨己赦罪之愛，就是激勵我願意改變的動力，

也是祂的愛給我勇氣走一條不容易的道路。

信神校訓：「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信神，

我看到許多屬靈長輩活出這樣的生命。期待自己

像他們一樣，接受裝備，生命更新，為主得人。

非耶和華建屋

宇、則匠人之經營

徒然、非耶和華衞城邑、則守者

之儆醒徒然 ( 詩篇 127:1) 第一

節，文理和合譯本），這是過去

五年的禱告，在此駐足五年良久，

禱告中沈思上帝在我生命中的計畫，也曾裹足不前，感

謝荊人不斷的鼓勵我，也在日常祈禱中求上主賜下明確

的呼召，信實的上帝透過屬靈長輩們的口，囑咐我要勇

敢的踏出那一步。或許透過錄取通知也是一個外在之印

證。在已知的認知中，知道這不是條易路，除了更加倚

靠上主之恩典外，別無他法，而在未知的部份，唯獨倚

靠上主。

最 後， 僅 以 Daniel Preus 的 "Why I Am a 

Lutheran: Jesus at the Center" 中的一段話簡述為何

會唸信神：我成為信義宗信徒（信神學生）跟我成為基

督徒的理由是一樣的，都是出於恩典，而非出自我的選

擇。信義宗教會（信神）的教導是以耶穌為中心，因為

聖經的教導是以耶穌為中心，沒有其他信仰告白能如此

精確展現神話語的真實；也沒有其他信仰告白因將基督

擺在其所有告白及教訓的中心，而能如此榮耀神。（但

以理．普洛斯 (Preus, Daniel)，《基督為中心－因信

稱義的生活》，胡楚揚、顧美芬（台灣：中華信義神學

院出版社 2011）。頁 177。

為開學後新生在神學院的學習及生活適應代禱。

為待償之擴建支出內裝、設備等工程款經常費無息借款
共 3327萬元 (至 10/10)，求神帶領早日清償。
請為宣教福音車數量及維護費用皆不足，求神感動教會
奉獻支持。

1. 
2. 

3. 

請為我們以下需要 代 禱

學前靈修會

新生訓練 今年年初至今，陸續接到

一些弟兄姐妹電話，提醒我們

神學院十字架的燈部份不亮

了。這 LED 十字架有二層樓

高，高掛在信義大樓八樓建築

頂端，在接近新竹的高速公路

段遠朓，成為多少主內旅人的

安慰。特別是在接到陸續的關

心電話後，更能深刻感受到它

雖默默的存在，卻早已成為生

活和社區的一部份。近日接

到附近鄰舍照片，告訴我們

「十」已經變「T」了。我們

決定不該再拖延了，因為需要

出動大型吊車拆裝更換，工程

費初估 15 萬元左右。若是您

有感動，請為十字架修繕奉

獻，也請代禱大型吊車能夠出

入及 LED 燈泡供貨正常。透

過肢體的幫補，讓十字架繼續

為主發光，照亮旅人的靈魂。

「十」已經變「T」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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