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的生命裡、與神同行



屬靈生命的『年輪』



思念『天上的事』



思念『天上的事』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 
就當求在上面的事...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Since you have been raised to new life with Christ, 
Set your sights on the realities of heaven…  

Think about the things of heaven,  
not the things of earth. 

（歌羅西書：三1-2, NLT） 



思念『天上的事』

什麼是有那永恆價值的呢？ 

『遵神旨意』⋯ 

『愛的關係』⋯ 

『愛心付出』⋯ 

『主裡勞苦』⋯



在新的生命裡、 
 

思念『天上的事』 
 

與神同行⋯ 

思念『天上的事』



活出『更新生命』



活出『更新生命』

穿上了新人． 
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Put on your new nature, and be renewed  
as you learn to know your Creator  

and become like him. 

（歌羅西書：三10, NLT） 



活出『更新生命』

Jesus called us not to a new religion  
but to a new life.  

耶穌不是呼召我們 
相信一個『新的信仰』， 

而是讓我們得到、 
並活出一個『新的生命』。 

— by Hugh Whelchel from his book  
『How then should we work』



在新的生命裡、 
 

活出『更新生命』 
 

與神同行⋯ 

活出『更新生命』



彼此『包容饒恕』



彼此『包容饒恕』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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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allowance for each other’s faults,  
and forgive anyone who offends you.  

Remember, the Lord forgave you,  
so you must forgive others. 

（歌羅西書：三13, NLT） 



彼此『包容饒恕』

"Make allowance for each other’s faults" means, 
don’t judge people immediately,  

don’t jump to the conclusion immediately,  
but give forgiveness immediately. 

『彼此包容』就是， 
不要立即論斷人，不要立即下定論、 

卻是要立即饒恕人。。 

— by Pastor Talo Sataraka at NHT  
on 2020/01/12



彼此『包容饒恕』

“Remember to Forget”  
 

對於別人的『得罪』、 
我們應該『記得要忘記』 

“Remember to Remember”  
 

對於別人的『恩惠』、 
我們卻是『記得要記得』



在新的生命裡、 
 

彼此『包容饒恕』 
 

與神同行⋯ 

思念『天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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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基督的道』

當用各樣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 

Let the message about Christ,  
in all its richness, fill your lives.  

Teach and counsel each other  
with all the wisdom he gives. 

（歌羅西書：三16a, NLT） 



心存『基督的道』

你們若常在我裡面、 
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 。 

Stay joined to me  
and let my teachings become part of you. 

（約翰福音：十五7a, CEV） 



心存『基督的道』

靈修生活真正重要的， 
並不是我們讀了多少章節的經文、 

或用多少時間來禱告， 
而是為了讓神有機會在我們身上工作、 

並藉著我們來工作。 

Work in Us and Work through us 
 

— by John Ortberg from his book   
“The Life You've Always W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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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基督的道』 
 

與神同行⋯ 

心存『基督的道』



在新的生命裡、與神同行



在新的生命裡、與神同行

所以我們不喪膽， 
外體雖然毀壞， 

內心卻一天新似一天。 

So we do not give up.  
Our physical body is becoming older and weaker, 
but our spirit inside us is made new every day. 

（哥林多後書︰四16, NCV） 



在新的生命裡、與神同行

思念『天上的事』  

活出『更新生命』  

彼此『包容饒恕』  

心存『基督的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