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恩生活系列 1-「活在基督裏」 
蔡維恩牧師 

前言:「聖誕點燈，別怕，耶穌愛你！」 
  上週（11/27）晚間的高雄鹽埕長老教會點燈禮拜，除了設置

一如往年壯觀的燈飾，此次更是跨出教會的圍欄，在市政府的積極

協力下，擴大於一旁的帶狀公園（馬雅各紀念廣場）舉行；高雄市

長陳其邁連續兩年蒞臨點燈現場，這天特別提早 10分鐘到，並兩

次強調：「跟上帝約定的時間不能遲到！」 

近 9年來，高雄鹽埕長老教會於每年聖誕節，皆投注許多資源

於點燈活動，漸漸成為地方盛事，各界主動共襄盛舉；如「發光城

堡」般的浪漫場景，吸引民眾駐足拍照，更成為走進教會聽福音的

契機！今年很特別的地方是，配合明年元宵節「台灣燈會」在高雄

舉行，從愛河延伸出的燈飾將擴大規模，緊鄰愛河的公園路帶狀公

園，從流行音樂中心一路到鹽埕長老教會，都會安裝「樹海」燈

飾，教會亦會繼續配合政府相關點燈活動。 

今年鹽埕長老教會聖誕點燈的主題為「不要怕，耶穌愛你」，

提前幾天遠遠從七賢路上，就能看見 LED燈投射於教會對面牆面

頂端的這 7個字！陳其邁市長接著談到，馬雅各醫師最初將福音帶

進高雄，而至今，若不是上帝愛高雄市民，這座城市無法發展得這

麼好。一開始他當選市長時，常被稱為「大家長」還不太習慣，但

經過今年台灣歷經半世紀以來最嚴重旱災，身為市長必須四處奔波

「找水」，以及 8月份高雄山區的水災、撤離了 2800多人，「我

當時也是一直祈禱上帝保守高雄」，再加上兩年來密切參與政府防

疫工作，如今終於懂「大家長」的心情，以及上帝眷顧的重要性。 

對基督徒而言，最重要的保守，就是每天都活在基督裏，因為

活在基督裏，就有生命果實出現，領受主的恩典，會有生命的成

長。這是生命的喜悅。 

 

一、思考的焦點.  
1. 在多元世界中，我們在主恩典下，活出基督而感恩？ 



2. 我們是否因「信望愛」天國價值、活出生命果子、生命有力與

喜樂而感恩？ 

 

參考經文：《歌羅西書一 3-11》 

1:3 我們感謝 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常常為你們禱告； 

1:4 因聽見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並向眾聖徒的愛心， 

1:5 是為那給你們存在天上的盼望；這盼望就是你們從前在福音真

理的道上所聽見的。 

1:6 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也傳到普天之下，並且結果，增長，如

同在你們中間，自從你們聽見福音，真知道 神恩惠的日子一樣。 

1:7 正如你們從我們所親愛、一同作僕人的以巴弗所學的。他為我

們（有古卷：你們）作了基督忠心的執事， 

1:8 也把你們因聖靈所存的愛心告訴了我們。 

1:9 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地禱告祈求，願

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 神的旨意； 

1:10 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

果子，漸漸地多知道 神； 

1:11 照他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好叫你們凡事歡歡

喜喜地忍耐寬容； 

 

二、經文背景 
        歌羅西教會的淵源，據信是保羅在以弗所傳道的 2-3年期間(徒

十九:10)，得著了以巴弗，他後來成了保羅的同工(西一:7-8；

四:12；門 23)；大概是以巴弗把福音帶到歌羅西，成立了在歌羅西

的教會。保羅在寫此書信時尚未訪問過他們(西二:1)，雖僅耳聞(西

一:4，9)，但對他們的情況至為關切。當時歌羅西的教會，據推測

是在腓利門的家裏聚會(門一-2)。歌羅西教會成立不久，即為異端

主義者所潛入，用花言巧語企圖迷惑信徒(西二:4)。歌羅西教會的

信徒大多數是外邦人（一：27；二：13），他們信主之後曾在信心

和愛心上有很好的見證（一：4），但後來有異端傳到他們中間，

使教會產生危機。以巴弗將這困擾帶到羅馬，向在羅馬監獄中的保



羅請教應付之道，促使保羅提筆書寫此函，一面駁斥異端教訓的錯

誤，一面勉勵教會堅持以基督作中心。他將異端教訓與關於基督的

『真知識』作一比較，期使他們知所進退。 

    據本書信的內容推斷，當時在歌羅西一帶地方所流行的異端教

訓，大體上可分為三類： 

1儀文主義：猶太教中拘泥禮儀的愛色尼派，他們強調宗教傳統和

禮儀，諸如飲食、節期(西 2:16-17)和割禮(西二:11；三:11)等。 

2禁慾主義：人必須服從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

條，苦待己身，才能克制肉體的情慾(西二 21~23)。 

3智慧主義：極可能第二世紀起的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早在此

時已經萌芽。保羅一方面駁斥這些異端，另一方面則高舉基督。他

說，基督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一:15），同時又說萬有都是靠

他造的，不是由天使們造的。 

 

三、啟示: 
（一）因有信望愛內在生命感恩 

           「在替你們禱告的時候，我們常常感謝上帝，就是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的父親；  因為我們聽見你們對基督耶穌有信心，對所有信

徒有愛心。 起初，福音真道傳到你們那裏的時候，你們就聽見了

這福音所帶來的盼望。這樣，你們的信心和愛心都是以那為你們

保存在天上的盼望為根據的。」（西一 3-5） 

使徒保羅在面臨黑暗的時刻，藉著禱告期待光明來到。保羅替

歌羅西人代禱，祈求上帝使他們擁有知識及能力。因保羅憂心假教

師可能誤導歌羅西的基督徒，以為關於知識及能力的祈禱有特別的

力量，被錯誤教導影響的信徒，以為外在的儀式是最重要的宗教行

為。其實不然，要先為自己的內在生命擁有的「信望愛」來感恩，

內在生命的操練，是基督徒靈命的根基，那惡者卻在這個世代用詭

計與假冒使基督徒忽略或畏於作內在的操練。在這個世代中，看見

許多基督徒日益走向重視外表的宗教儀式而忽略這種引向更深生命

之內在操練。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13節說:「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



這三 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常存」就好像一個存入信、望、

愛的存款簿,當這 存款簿是不斷的存入,我們的信心、盼望、愛心

就不斷的增長;但若這存款簿 是一直提款,就使我們的信心、盼

望、愛心越來越少,甚至破產,導致我們對 自己、對家庭、對工

作......失去了盼望。求主施恩,仇敵要奪去我們的信心、 盼望、

愛心,但是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

盛。」 (約十 10) 

 

（二）因有生命成長結果子感恩 

 「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地禱告祈

求，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 神的旨意； 

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

子，漸漸地多知道 神；」（西一 9-10） 

保羅寫信宣告出黑暗入光明的狀況，談及當初歌羅西信徒聽

見而且真正認識上帝的恩典時，生命有成長且結出美好果子。保

羅帶來的喜樂及信心，激勵當時的歌羅西信徒，讓他們也以喜樂

及信心回應。再者，福音也會傳遍全世界，不斷生長並結果子。 

保羅在當時受逼迫的環境下，似乎很難想像福音會傳遍全世

界，但他仍懷抱著異象，說出福音傳遍全世界，不斷地生長並結

果子。時至今日，福音已快速的傳遍各洲。但是，現今多數教會

對傳福音的信心似乎裹足不前。對照當時宣教的保羅，他早已知

道最終光明國度的子民不會被打敗擊退。同樣地，因著上帝榮耀

的權能，身為光明國度之子的我們，也必得到堅強的力量，能忍

受一切。 

禁慾主義乃是二章二十節所說『世上的蒙學』的一部分。世

上的蒙學是外在、物質事物初階的原則，形式主義幼稚的教訓。

這裡的蒙學是指猶太人和外邦人初階的教訓，包括在飲食、洗

濯、禁慾等事上儀式的條例。苦待己身或苛待自己以抑制肉體，

乃是禁慾主義的基本原則。這與神的作法，十字架的作法，完全

不同。 

活出聖靈的果子（加拉太書五：22-23）這不是追求而來，而



是自然成長來的。聖靈是我們的「內在老師」，讓我們學習到

「十字架的功課」，所以，不是用「禁慾主義」來達到生命成

長。對基督之死的經歷與禁慾主義相對。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禁

慾主義沒有地位，憑苦待己身來禁戒肉體的放縱也沒有地位。禁

慾不是神的路。相反的，禁慾乃是人類的發明，是人類墮落心思

的產品。印度教徒和佛教徒也許實行禁慾主義，但基督徒不該這

樣。我們要為自己生命中，靠著聖靈，而不是靠著自己意志力禁

慾，產生突破與成長來感恩。 

 

（三）因生命有力喜樂來感恩 

     「照他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好叫你們凡事

歡歡喜喜地忍耐寬容」（西一 11） 

保羅為歌羅西教會的基督徒禱告，希望他們能得著神所賜的權

柄和能力，為的是希望看到他們的生命，能活出屬天的見證；就

是在各樣事上，各種處境中，因著生命有足夠忍耐的力量、寬容

的身量，以致能夠歡歡喜喜面對生活。 

一個基督徒的禱告，不一定是求主挪走一切的苦難、爭戰、挫

折，而是求主賜給我們去面對、去勝過、去改變的信心和力量。

有許多時候，神不一定很快地改變我們的逆境，但神會給我們面

對環境所需的力量。聖經中的約伯、摩西、大衛……都是很好的

例子和榜樣。上帝並沒有給他們一帆風順的人生和際遇，甚至容

許他們經歷許多難以想像和擔當的挑戰、風暴、挫折、壓

力……，但是他們卻因上帝加給他們的恩典和力量，寫下了生命

美好的見證，也成就了上帝偉大的旨意和計畫。耶穌基督在面對

十字架的苦難時，也曾在客西馬尼園禱告，求父神將這「苦杯」

挪去，但上帝並沒有答應。保羅也曾三次求主，把身上的「刺」

挪去，但主卻對他說：「我的恩典是夠你用的」。雖然「求主挪

去我們的環境」可以是一個迫切的禱告，但當環境沒有改變的時

候，或者「給我忍耐、寬容的力量」就變成我們必要的禱告了。 

           生命有力量與有喜樂，不是外在知識、理性所引導，不是所

謂「智慧主義」所能給予。因為聖靈帶領，在黑暗中有光，便能



為我們找出路，並能看到上帝的榮耀。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耀

你。看 哪,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

祂的榮耀要現 在你身上。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

的光輝。你舉目向四方觀 看;眾人都聚集來到你這裡。你的眾子

從遠方而來;你的眾女也被懷抱而來。 那時,你看見就有光榮;你心

又跳動又寬暢;因為大海豐盛的 貨物必轉來歸 你;列國的財寶也必

來歸你。」(賽六十 1∼5) 

其實我們生命有力量與喜樂，是因為我們能夠為人「分享愛

加值」。今年新冠疫情席捲台灣，讓低收入戶的景況「雪上加

霜」。TVBS信望愛永續基金會、基督教文化交流協會及台灣眾

教會，期待透過實際的慈惠行動，以「攜手愛無限」的名稱，幫

助台灣 6都，以及 3個邊陲縣市（花蓮、台東、屏東）地區的低

收入戶。TVBS信望愛永續基金會和基督教文化交流協會共同提

出「500+500」的計畫， 每當教會捐贈 500元、基金會就加碼捐

贈 500元，基金會表示，「不管有多少教會資助，都願意全力支

持！」此一慈惠事工，其實要做成這件事情非常困難，但神帶領

成就新事、大事。看到負責人陳弟兄的堅持與愛心，可見信仰的

生命力與影響力。 

 

   四、自己的感受 
          在歌羅西書中，保羅向歌羅西人指出，沒有一樣事物可以

代替基督。基督不該被規條、儀文、神祕主義、或哲學頂替。

基督是一切，祂絕不可被任何事物頂替。歌羅西書清楚的說

出，包羅萬有的基督乃是我們的一切。神的心意不是要賜給我

們千萬的事物，乃是單要賜給我們一個人位，就是包羅萬有的

基督。保羅開始給我們看見，十字架乃是神惟一的路。神的路

不是禁慾主義，不是自表卑微、自我貶抑、或苦待己身。惟一

的路乃是十字架的路。藉著十字架，神對付了宇宙中一切反面

的事物；不僅如此，神還藉著十字架管理萬有。因此，我們有

一個人位和一條道路，也就是說，我們有基督和十字架。就擁



有智慧與能力。 

        上週《東方聖誕：女人的後裔》神劇在高雄叫好又叫座，透

由基督教今日報的報導，讓我們對尤國雄牧師與師母陳藹宜牧

師，對於「基督教文化宣教」的理念有更一步的理解與感動。

特別尤牧師夫婦這幾年來都在我們教會聚會，也幫忙服事。 

中華恩感基督教文化協會」創辦人尤國雄牧師，2018年起

連續三年，於高雄舉辦「聖誕神劇」福音音樂劇，近兩年更有

許多跨宗派教會牧長，參與合一獻唱；去年逾千名觀眾進場觀

賞，有慕道友幾乎全程落淚進而信主。今年的聖誕劇，更擴展

至台南和屏東文化中心演出。在籌備和排練過程中，常見尤國

雄牧師與師母陳藹宜牧師，合作無間的身影。許多人可能好

奇，他們究竟如何促成這幾年「又大又難」的事？其實二人並

沒有特別「強大」的背景，他們多年於美國進修和牧會，回台

灣也僅 12年，資源非常有限，但上帝一步步打開各扇

「門」，使年近 70歲的他們，繼續向著標竿全力奔跑！ 

特別在疫情下，若不是聖靈的同在，堅持信望愛，容易就被

外界環境打敗。雖然疫情帶來許多不確定性，但反而讓他們

「異軍突起」，得以在場地租用等方面，獲得出乎意料的恩

典；雖過程繁瑣、困難重重，甚至錯過正常租借場地的時間一

度可能無法演出，但上帝調動萬有、一一解決。這樣的見証，

令人感動，活在基督裏的生命，是令人羨慕的。 

五、結論 

感謝主,神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告訴我們要興起發光,因為

祂的光已 經來到。周圍的人都會看見那光,因為神與我們同

在。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 在任何景況,都常存信望愛。「……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命記三十三:25）

如果神要給我們力量，祂就會給我們彰顯力量所需要的環境。

因為，如果沒有那樣的環境和需要，怎會需要那樣的力量？當

神給你恩典和力量的時候，就去慷慨分享吧！盡心盡力做在身

邊有需要的人事物上，因為你用什麼量器量給人，神就必量給

你更多；你也必藉著神給你更多的力量，足以面對並勝過各樣



的環境和爭戰。當我們的禱告是以神為中心，以神的國和神的

義為滿足，不僅我們的生命會因此而改變，得著神所應許的屬

靈基業，就連我們生活的一切所需，上帝也必充充足足地為我

們預備。所以我們要生活充滿感恩，因為我們活在「基督

裏」。 

 

討論題綱： 

1. 在你個人的生命、家庭、信仰共同體（小組、教會）中，曾面

臨黑暗時刻嗎？你如何靠著禱告面對黑暗時刻，因為信望愛而

感恩？ 

2. 我們因著信耶穌，得以脫離黑暗權勢，進入光明國度，有資格

分享上帝為信祂的兒女所保留的福澤，試分享你所得的福分是

什麼？ 

3. 分享個人認識上帝的學習途徑是什麼？要如何避免過於律法主

義、禁慾思考或理性的探索？ 

 

代禱事項： 

1. 為教會能脫離以人為中心思考禱告，使教會能以上帝為中心、

相信智慧源自上帝，求聖靈賜予智慧和理解力，能認識上帝的

旨意。 

2. 為教會能熱切傳揚主的福音禱告，使教會成為能帶領人信主、

培育新人，使之不斷生長且結出美好果子的教會。 

 

祈禱文： 

榮耀的父上帝，感謝祢救我脫離黑暗的權勢，進入光明國度，

使我生活在祢愛子耶穌的主權下。求祢差聖靈賜予各樣的智慧和理

解力，使我與屬靈家人能充分認識祢的旨意，並且日日精進，凡事

使祢歡喜。祈願祢使我們在生活上結出各種美好果子，懷抱異象同

心傳基督的福音，不斷繁殖倍增。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在聖誕節期將來之際，為教會 12/12（日）福音月活動，傳福

音的使命祈禱，求主使教會不斷生長結果子，繁殖倍增。 

2. 找人參加「幸福小組」分享進入光明國度時我們有資格分享

的福分，在傳福音前預備妥當，在傳福音時可勇敢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