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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3日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圣诞快乐



聖經的益處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
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
善事。（提後3:16-17）



歌羅西書

 作者：保羅

 對象：歌羅西教會，保羅也要老底嘉教會閱讀此信 (4:16)

 寫作地點与時間：羅馬監獄，與以弗所書、腓立比書、腓

利門書，統稱為監獄書信，乃保羅第一次被囚於羅馬期間

所寫，約在A.D. 61/62 。

 寫作原因: 

1) 教義上的: 保羅從以巴弗得知歌羅西教會面臨異端的攪

擾, 針對異端寫信辨明真理，提出矯正

2) 生活上的: 鼓勵歌羅西教會在生活上活出基督

 送信人：推基古

 主題:  基督居首位： 基督無以倫比的超越性





歌羅西城

 是小亞西亞地區的一個城市，位於亞西亞的中南方，
與老底嘉和希拉波立三城鼎立，三城相距很近。歌
羅西位于老底嘉東十哩，希拉波立東南十三哩，而
距離西面的以弗所約一百哩。

在波斯帝國時代，因位處往來半島的交通樞 紐，
且地勢易於防守，經濟繁榮，是當時的重鎮之一。
但漸為老底嘉所取代，至羅馬帝國時代，城漸衰落，
成爲當時一個微不足道的城市 。而老底嘉為當時
亞細亞的首府, 人口最多。



保羅與歌羅西教會

 歌羅西教會: 使徒行傳並未提到“歌羅西”的名稱，歌羅西
教會的創立有各種說法: 五旬節信徒創立說, 以巴弗創立說, 
腓利門創立說, 保羅創立說等。

 本書提示可能歌羅西教會并不是保羅親手創建，他也未
曾到訪過歌羅西。保羅在第三次傳道旅程中，曾在以弗
所傳道三年之久。歌羅西與以弗所相隔僅一百里，很可
能是他差派以巴弗到那里創立歌羅西教會。

 以巴弗是歌羅西人(4:12-13)，可能在以弗所因保羅的帶
領信主，並且受栽培，成為保羅的親密同工。

 教會成員：從信中，可以看出這是一個以外邦信徒為主, 
也有少数猶太信徒的教會。他們受到希臘哲學的影響, 也
受到猶太律法主義的影響, 保羅向他們證實耶穌超越這些
人間的 “小學” 。



歌羅西書的特色

 是論及基督的本性與位格最豐富的一卷書

 本書 1:15-20 與弗 1:20-23 及腓 2:6-11 為保羅書信中三
段關于基督論最重要的經文。

 本書與以弗所書寫作時期相近。兩書相同或相似經文相當
多，約佔歌羅西書的五分之三。然兩書重點不同，歌羅西
書是強調無以倫比的「元首基督」，而以弗所書則強調作
為基督身體的教會。

 談到了阿尼西母的背景，可與腓利門書同看

 本書為駁斥異端而寫，陳述異端之謬妄，在保羅書信中，
本卷書篇幅最多。

 全書雖為駁斥異端而著，但語氣和緩，平靜安祥，不帶火
氣，和風細雨，但言之有物，邏輯緊湊，措辭嚴謹，擲地
有聲，頗具說服力。



歌羅西書：异端的搅扰

 「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祂裡面藏著。我說這話，免得
有人用花言巧語迷惑你們。」（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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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裡面。」（二：8-9）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
讓人論斷你們。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不可
讓人因著故意謙虛和敬拜天使，就奪去你們的獎賞。這等人拘
泥在所見過的，隨著自己的慾心，無故的自高自大。」（二：
16-18）

 「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上的小學，為甚麼仍像
在世俗中活著、服從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
條呢？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導的。說 到這一切，正用的時
候就都敗壞了。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
表謙卑，苦待己身，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
（二：20-23）



歌羅西書的主題和主要內容

本書的主題：基督居首位：基督無以倫比的超越性

 本書的主要內容：各種異端潛入歌羅西教會，信徒受到迷惑。
以巴弗將教會正面對的困擾帶到羅馬，向保羅請教，促使保
羅寫成此函，一面駁斥異端教訓的錯誤，一面指引歌羅西信
徒持守基督的真道，更深地認識基督，不要被異端迷惑，
並在生活中讓基督居首位，活出新生命的樣式來 。

 他將無論是猶太教的律法主義還是諾斯底主義的所謂理學和
知識都嗤之為“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指出：基
督是神的像，萬有都是藉著祂而造，又是為祂造的，基督是
萬有的主，是教會的元首，在凡事上居首位， 藉著祂叫萬
有與神和好，一切智慧知識都在祂裏面藏著，神本性一切的
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 凡一切借著信與他聯
合的， 就得著完備的救恩和有份于神的豐盛，不 必借著苦
行的生活，也不用追求那些神秘的經歷和知識。



新約時代面對的主要異端

一、 律法主義：

 來自猶太人，強調在基督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外，還必
須要嚴格遵守猶太教的傳統和禮儀，包括飲食條例、節期
(西2：16-17)和割禮(西2：11；3：11)等。

二、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1 中心思想：

 二元論：宇宙分為靈魂和物質兩個部汾，靈魂是全善的，
物質是全惡的。

2 主要觀點：

 天使觀：人與神不能直接接觸，必須要借助最低等次的神，
即天使，所似人要敬拜天使(西2:18)。



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人的身體是物質，是惡的；神是靈，是善的。

 身體優如監牢，捆主了人的靈魂。若想得救，就必須使
其靈魂脫蘺身體，而這需要獲得特殊的知識才可以（希
臘文的知識為gnosis, 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因此得名）。
所似人得救不是靠基督耶穌的救恩，而是靠特殊的知識，
而諾斯底的師傅們可以傳授這些知識，自詡其“理學”
隱藏著一切知識和智慧的奧秘，可以讓人得救 (西2:8)。

 因為身體是惡的，耶穌即然是神，是善的，就不可能有
身體，因而對耶穌道成肉身有兩種謬論：

1) 幻影說 (Docetism)

2) 暫時有體說 (Cerinthianism)。



認識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

 因為身體是惡的，與全善的靈互不相幹，所以不重要，表
現在行為上有兩種極端的做法：

1) 苦行主義：嚴厲對待身體，使其受苦，人必須服從
『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條，苦待己身，才
能克制肉體的情欲 (西2:20-23)。

2) 縱欲主義：身體屬物質，是惡的，可以任憑身體去行
惡， 放縱欲望，身體的邪惡不會影響到靈。保羅在本書
中勸勉“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體”的話 (西3:5)，可能是
針對這個謬論而發的。



歌羅西書主題經文
1：17-19

 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
教會全體之首；他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
復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為
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他裏面居住。



歌羅西書大綱

 一 教义：基督的本位超越一切 (1,2章)

Christ is First in His Person

 二生活：基督在我們的生活超越一切 (3,4章)

Christ is First in Our Conduct



基督的本位超越一切（1和2章）
第1章: 基督的超越性

 1 引言(1-14)

1) 問安（1－2）

2) 感恩（3－8）

信：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

爱：向众圣徒的爱心

望：存在天上的盼望

3) 禱告（9－14 ）



基督的本位超越一切（1和2章）
第1章: 基督的超越性

 2 基督的超越性（15－20）

1) 創造上居首位（15－17）

基督是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15）

万有靠祂，藉祂，为祂而造（16）

万有靠祂而立（17）

2) 救贖上居首位（18－20）



基督是神的像

约翰福音1：18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
子将他表明出来。

希伯来书1：3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
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
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基督的本位超越一切（1和2章）
第1章: 基督的超越性

 2 基督的超越性（15－20）

1) 創造上居首位（15－17）

2) 救贖上居首位（18－20）

基督是教会全体之首，是元始，凡事居首位（18）

基督里有神一切的丰盛（19）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叫万有与父神和好（20）



基督的本位超越一切（1和2章）
第1章: 基督的超越性

3 基督使信徒與神和好 （21－23）

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22）

4 保羅的職分（24－29）

基督患难的缺欠：传扬基督患难（24，25）

传扬的目的：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
到神面前（28）

传扬的能力：照着祂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
（29）



基督的本位超越一切（1和2章）
第2章: 基督得勝的工作：辨明真理，驳斥異端

 1 保羅對歌羅西人的期待 (1-5)

 2 在基督裡的豐盛和救贖 (6-15)

1) 遵基督而行，不要被異端擄去 (6-8)

2) 因为在基督裡已得豐盛 (9-10)

3) 因为在基督裡已得救贖：十架得勝的大能 (11-15)

 3 異端的錯謬 (16-23) 

1) 辯駁拘泥禮儀的異端 (16-17)

2) 辯駁敬拜天使的異端 (18-19)

3)辯駁服從規條苦待身體的異端 (20-23) 



基督在我們的生活超越一切 (3,4章) 
歌羅西書 3:1-4:6 — 新生活的原則

 1 更新的生命(3:1-4)

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新生命，当求上面的事

 2 更新的心思與言行(3:5-11) -----个人

治死所有属世界的性情

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3 更新的肢體關系(3:12-17) ------教会

1) 彼此饒恕彼此相愛 (12-14)

2) 基督里的合一（15）

3) 彼此造就 (16)

4) 奉主耶穌的名：基督是教會的元首 (17)



基督在我們的生活超越一切 (3,4章) 
歌羅西書 3:1-4:6 — 新生活的原則

 4 更新的家庭倫理(3:18-4:1) 

1) 夫妻關系(3:18-19)

2) 父母與兒女的關系(3:20-21)

3) 主仆關系(3:22-4:1)

 5 最後的勸勉(4:2-6)

1)關於禱告(2-4)

2)愛惜光陰，用智慧與外人來往應對(5-6)



基督在我們的生活超越一切 (3,4章) 
末了的問安（四7-18）

1)介紹捎信人推基古 （7-8）

2) 同行的阿尼西母 （9）

3) 保羅同工的問安（10-14）

4) 問候歌羅西一帶的基督徒（15-17）

5) 保羅親筆問安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