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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使徒保罗，在信的开头提摩太与其一同问安(1:11:11:11:1),信的末尾保罗签下了自己

的名字(4:184:184:184:18)。早期研究教会历史的人士也认为这封信是保罗所写，这其中包括：

优西比乌（Eusebius）[公元 300 年],俄利根（Origen）[公元 250 年], 亚历山大革

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公元 200 年]，德尔图良（Tertullian）[公元 200

年]，爱任纽（Irenaeus）[公元 200 年]，和穆拉多利残典（the Muratorian Fragment）

[公元 180 年]。 

歌罗西城歌罗西城歌罗西城歌罗西城:::: 该城位于小亚细亚省 (即今日土耳其)，位于都会城市以弗所市以东一

百英里的地方。歌罗西、希拉波立 (4:134:134:134:13)、老底嘉 (2:12:12:12:1；；；；4:134:134:134:13----16161616；；；；启示录启示录启示录启示录 3:14 3:14 3:14 3:14----22222222) 

组成了“三城地区。”每个城各有其特点： 

   * 希拉波立，以卫生、娱乐、休闲而闻名 

   * 老底嘉, 以商贸和政治而闻名 

   * 歌罗西, 仅是座小城镇 

歌罗西基本上属于一个异教城市，城里有很多犹太人 (公元前 62年,“三城地区”

有 11,000 犹太自由民)。这便解释了歌罗西教会出现的问题中其中一些问题的本质 

(与异教以及与犹太血统之间的问题)。 

歌罗西教会歌罗西教会歌罗西教会歌罗西教会:::: 有关该教会的建立说法不一。其中一个原因是无法确定保罗是否亲自

到过歌罗西。有些人认为保罗在他的第三次传道之旅中，在去以弗所的途中曾做过

事工 (参见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8:23 18:23 18:23 18:23；；；；19:119:119:119:1)。还有一些人指出从保罗的评语中可以看出他

没有亲自到过歌罗西 (参见 2:12:12:12:1)。有一种可能，该教会是在保罗继续呆在以弗所

的期间，由于他的事工传遍了小亚细亚，其影响使得歌罗西的教会建立起来 (参见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9:8 19:8 19:8 19:8----10101010)。也许并不是保罗本人建立的该教会，而是他那些出访歌罗西

的同工们。保罗在信中说的话表明以巴弗在歌罗西 (1:51:51:51:5----8888)、希拉波立以及老底嘉 

(4:124:124:124:12----13131313) 传讲福音。虽然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以巴弗和他在一起，但是他保罗

成为“你们那里的人”(4:124:124:124:12), 这表明以巴弗最初可能来自歌罗西。 

歌罗西教会其他成员包括腓利门，亚腓亚、亚基布，他们之间可能是父、母、儿子

的关系。通过比较《歌罗西书》和《腓利门书》，我们有理由相信歌罗西教会的成

员是在他们三人的家中聚会的 (参见4:174:174:174:17 并 腓利门书腓利门书腓利门书腓利门书1111----2222节节节节, 以及与亚基布有关

的内容)。如果腓利门和他的家人主持着歌罗西教会的聚会，那么阿尼西母(腓利门

的奴仆) 在回到他们家后也成为在那里聚会的成员之一 (参见 4:74:74:74:7----9999    并    腓利门腓利门腓利门腓利门    

8888----16161616 节节节节)。 

写作地点时间写作地点时间写作地点时间写作地点时间:::: 《歌罗西书》书是保罗四封“狱中书信”其中之一 (4:184:184:184:18；参见 《以

弗所书》、《腓立比书》及《腓利门书》)。一般认为这些信是在保罗被囚罗马时所

写 (参见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28:16,30 28:16,30 28:16,30 28:16,30----31313131)。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歌罗西书》是保罗

在公元 61-63 年间于罗马所写。从信的内容中可以得知《歌罗西书》、《腓利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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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以弗所书》是由推基古和阿尼西母送达的 (参见 4:74:74:74:7----9999；；；；腓利门书腓利门书腓利门书腓利门书 10 10 10 10----12121212 节节节节；；；；

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以弗所书 6:216:216:216:21----22222222)。 

写作目的写作目的写作目的写作目的：：：：保罗从以巴弗那里得到了关于歌罗西教会状况的汇报 (1:71:71:71:7----8888)。总体来

说该教会还是令人欢喜的 (2:52:52:52:5)。然而这封信论及的主要问题在于提醒该教会正面

对的两重危险： 

   * 危险之一：落入异教恶劣的道德败坏之中(参见 1:211:211:211:21----23232323；；；；2:62:62:62:6；；；；3:53:53:53:5----11111111) 

   * 危险之二：接受逐渐形成的““““歌罗西异端歌罗西异端歌罗西异端歌罗西异端。””””这异端混合了四种来自异教以

及犹太起源的诸说—— 

       * 世世世世人人人人理理理理学学学学 ——否认基督的充足完全、居于首位 (2:82:82:82:8) 

       * 犹太犹太犹太犹太礼教礼教礼教礼教————————强调割礼习俗、食物戒律、以及恪守特别的日子 

         (2:11,162:11,162:11,162:11,16----17171717) 

       * 敬拜敬拜敬拜敬拜天使天使天使天使 —— 损害基督的独一性 (2:182:182:182:18) 

       * 苦行禁欲苦行禁欲苦行禁欲苦行禁欲 —— 要求严苛地对待身体以控制其情欲 (2:202:202:202:20----23232323) 

为了防备这些危险，保罗写信为的是要 

    告诫歌罗西教会的人不要故态复萌 (1:211:211:211:21----23232323) 

    告诫他们要防备那些否认基督的充足完全而提出所谓的“解决办法”的人     

(2:82:82:82:8----22223333) 

    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向“神的爱子，” “全备至高的救主” (1:131:131:131:13----18; 2:818; 2:818; 2:818; 2:8----10101010) 

 

主旨主旨主旨主旨:::: 解决“歌罗西异端”的关键在于将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上，因此这封信的主

旨很明确：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    ————————    满有神一切的丰盛满有神一切的丰盛满有神一切的丰盛满有神一切的丰盛，，，，凡事上居凡事上居凡事上居凡事上居首首首首位位位位，，，，充足完全的救主充足完全的救主充足完全的救主充足完全的救主 

重点经节重点经节重点经节重点经节:  :  :  :  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 2:9 2:9 2:9 2:9----10101010 

   ““““因为因为因为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你们在他里面也得

了丰盛了丰盛了丰盛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1:1 (1:1 (1:1 (1:1----14)14)14)14) 

1. 问安 (1111----2222) 

2. 感恩及祷告 (3333----14141414) 

I.I.I.I.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居于居于居于居于首位首位首位首位 (1: (1: (1: (1:15151515----23)23)23)23) 

A.A.A.A. 在创世方面在创世方面在创世方面在创世方面    (1:15(1:15(1:15(1:15----17)17)17)17) 

1. 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1111 章章章章 15151515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基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1111 章章章章 15151515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17171717 节节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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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 在救赎方面在救赎方面在救赎方面在救赎方面(1:18(1:18(1:18(1:18----23)23)23)23) 

1. 他是教会全体之首 (1111 章章章章 18181818 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2. 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1111 章章章章 18181818 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3.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1111 章章章章 18181818 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a. 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1:191:191:191:19) 

b. 在他里面万有都与神和好 (1:201:201:201:20) 

c. 对歌罗西的圣徒们就是如此 (1:211:211:211:21----23232323) 

II.II.II.II. 基督的使徒基督的使徒基督的使徒基督的使徒 (1:24 (1:24 (1:24 (1:24----2:7)2:7)2:7)2:7) 

A.A.A.A. 保罗的侍奉保罗的侍奉保罗的侍奉保罗的侍奉 (1:24 (1:24 (1:24 (1:24----29)29)29)29) 

1. 他为他们受苦，倒觉欢乐 (1:241:241:241:24) 

2. 他的传道 (1:251:251:251:25----29292929) 

a. 作执事宣告揭示神曾隐藏的奥秘 (1:251:251:251:25----27272727) 

b. 劳苦传扬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1:281:281:281:28----29292929) 

B.B.B.B. 保罗的挂念保罗的挂念保罗的挂念保罗的挂念 (2:1 (2:1 (2:1 (2:1----7)7)7)7) 

1. 他很关心他们 (2:12:12:12:1----3333) 

2. 关心的原因 (2:42:42:42:4----5555) 

3. 勉励他们要在基督里信心坚固 (2:62:62:62:6----7777) 

III.III.III.III. 防备防备防备防备““““歌罗西异端歌罗西异端歌罗西异端歌罗西异端”””” (2:8 (2:8 (2:8 (2:8----23)23)23)23) 

A.A.A.A. 防备防备防备防备世人世人世人世人理学理学理学理学 (2:8 (2:8 (2:8 (2:8----10)10)10)10) 

1. 要防备他人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2:82:82:82:8) 

2. 神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你们在基督里也成为完全 (2:92:92:92:9----10101010) 

B.B.B.B. 防备犹太礼教防备犹太礼教防备犹太礼教防备犹太礼教((((2:112:112:112:11----17)17)17)17) 

1. 在基督里面你们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2:112:112:112:11----12121212) 

2. 你们在基督里面活过来，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的字据已经被涂抹撤去，钉

在十字架上 (2:132:132:132:13----15151515) 

3.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2:162:162:162:16----17171717) 

C.C.C.C. 防备敬拜天使防备敬拜天使防备敬拜天使防备敬拜天使 (2:18 (2:18 (2:18 (2:18----19)19)19)19) 

1. 不可让人怂恿你们敬拜天使，随著自己的欲心窥察所没有见过的，夺去你们

的奖赏 (2:182:182:182:18) 

2. 这种人不持定基督是元首，靠着他才能得着神的滋养 (2:192:192:192:19) 

D.D.D.D. 防备苦行禁欲防备苦行禁欲防备苦行禁欲防备苦行禁欲 (2:20 (2:20 (2:20 (2:20----23)23)23)23) 

1. 既然与基督同死，脱离了这世界，就没有必要守着世俗的规条(2:202:202:202:20----22222222) 

2. 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这些做法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2:232:232:232:23) 

IV.IV.IV.IV. 基督徒的解决办法基督徒的解决办法基督徒的解决办法基督徒的解决办法 (3:1 (3:1 (3:1 (3:1----4:6)4:6)4:6)4:6) 

A.A.A.A. 要思念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 (3:1 (3:1 (3:1 (3:1----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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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既然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3:13:13:13:1----2222) 

2.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藏在基督里面，直到他显现的时候 (3:33:33:33:3----4444) 

B.B.B.B. 脱去旧人脱去旧人脱去旧人脱去旧人 (3:5 (3:5 (3:5 (3:5----9)9)9)9) 

1. 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因神的忿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3:53:53:53:5----7777) 

2. 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3:83:83:83:8----9999) 

C.C.C.C. 穿上新人穿上新人穿上新人穿上新人 (3:10 (3:10 (3:10 (3:10----17)17)17)17) 

1. 穿上了新人，更新如我们造物主的形像 (3:103:103:103:10----11111111) 

2. 作神的选民，穿上基督一样的品德 (3:123:123:123:12----14141414) 

3. 叫神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且要存感谢的心 (3:153:153:153:15) 

4. 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

神 (3:163:163:163:16) 

5. 做任何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著他感谢父神 (3:173:173:173:17) 

D.D.D.D. 家庭中的责任家庭中的责任家庭中的责任家庭中的责任 (3:18 (3:18 (3:18 (3:18----4:1)4:1)4:1)4:1) 

1. 妻子对丈夫 (3:183:183:183:18) 

2. 丈夫对妻子 (3:193:193:193:19) 

3. 儿女对父母 (3:203:203:203:20) 

4. 父亲对儿女 (3:213:213:213:21) 

5. 仆人对主人 (3:223:223:223:22----25252525) 

6. 主人对仆人 (4:14:14:14:1) 

E.E.E.E. 劝勉祷告及合宜行事劝勉祷告及合宜行事劝勉祷告及合宜行事劝勉祷告及合宜行事 (4:2 (4:2 (4:2 (4:2----6)6)6)6) 

1. 要专心祷告 (4:24:24:24:2----4444) 

2.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言语要常常带著和气 (4:54:54:54:5----6666) 

V.V.V.V. 保罗的同伴保罗的同伴保罗的同伴保罗的同伴 (4:7 (4:7 (4:7 (4:7----14)14)14)14) 

A.A.A.A. 称赞他的信使称赞他的信使称赞他的信使称赞他的信使 (4:7 (4:7 (4:7 (4:7----9)9)9)9) 

1. 推基古, 他是忠心的仆人，会将保罗的景况告诉你们 (4:74:74:74:7----8888) 

2. 阿尼西母, 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 (4:94:94:94:9) 

B.B.B.B. 来自他朋友的问候来自他朋友的问候来自他朋友的问候来自他朋友的问候 (4:10 (4:10 (4:10 (4:10----14)14)14)14) 

1. 亚里达古、马可以及为神的国做工的人 (4:104:104:104:10----11111111) 

2. 以巴弗，他们中的一个，基督的仆人 (4:124:124:124:12----13131313) 

3. 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底马 (4:144:144:144:14)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4:15 (4:15 (4:15 (4:15----18)18)18)18) 

1. 向老底嘉的弟兄和宁法，并她家里的教会问安 (4:154:154:154:15) 

2. 要他们念这书信，并与老底嘉教会交换保罗的书信 (4:164:164:164:16) 

3. 对亚基布单独地勉励 (4:174:174:174:17) 

4. 保罗在信的结尾亲笔签上名字，并请他们记念，为他们代祷 (4:184:184:1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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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 

1) 1) 1) 1) 谁谁谁谁将神之恩典的真理教导给将神之恩典的真理教导给将神之恩典的真理教导给将神之恩典的真理教导给歌罗西歌罗西歌罗西歌罗西的圣徒的圣徒的圣徒的圣徒？？？？((((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 1:6 1:6 1:6 1:6----7)7)7)7) 

   - 以巴弗 

2) 2) 2) 2) 保罗在何时何地写的保罗在何时何地写的保罗在何时何地写的保罗在何时何地写的《《《《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    

   - 在罗马，公元 61-63 年间  

3) 3) 3) 3) 在这段时期保罗还写了另外哪三封信在这段时期保罗还写了另外哪三封信在这段时期保罗还写了另外哪三封信在这段时期保罗还写了另外哪三封信？？？？这四封信有时又被称为什么这四封信有时又被称为什么这四封信有时又被称为什么这四封信有时又被称为什么？？？？ 

   - 《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 

   - “狱中书信” 

4444) ) ) ) 是哪两种潜在的是哪两种潜在的是哪两种潜在的是哪两种潜在的危险促使作者写这封信危险促使作者写这封信危险促使作者写这封信危险促使作者写这封信？？？？ 

   - 落入异教恶劣的道德败坏之中 

   - 接受“歌罗西异端” 

5555) ) ) ) ““““歌罗西异端歌罗西异端歌罗西异端歌罗西异端””””由哪些内容组成由哪些内容组成由哪些内容组成由哪些内容组成？？？？ 

   - 世人理学 

   - 犹太礼教 

   - 敬拜天使 

   - 苦行禁欲 

6666) ) ) ) 这封信的这封信的这封信的这封信的““““主旨主旨主旨主旨””””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 “基督 —— 满有神一切的丰盛，凡事上居首位，充足完全的救主” 

7777) ) ) ) 这封信的这封信的这封信的这封信的““““重点经节重点经节重点经节重点经节””””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 

   - 歌罗西书 2:9-10 

8888) ) ) ) 根据上文列出的大纲根据上文列出的大纲根据上文列出的大纲根据上文列出的大纲，，，，这封信可以分为哪五个主题部分这封信可以分为哪五个主题部分这封信可以分为哪五个主题部分这封信可以分为哪五个主题部分？？？？ 

   - 基督居于首位 

   - 基督的使徒 

   - 防备“歌罗西异端” 

   - 基督徒的解决办法 

   - 保罗的同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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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看到知道神的恩典与结出果子之间的关系 

2) 察看保罗为歌罗西圣徒的祷告，看到基督徒生活成功的关键  

3) 体会基督在创世中以及在对我们的救赎中居于首位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信的开头保罗照着惯例问安，之后他献上感恩并祷告。他从以巴弗那里了解到他们

的状况，因他们的信心、爱心及盼望而感谢神 (1111----8888 节节节节)。他祷告愿他们满心知道神

的旨意，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并感谢神叫他们能与众圣徒在光

明中同得基业，尤其感谢神救了他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他们迁到神爱子的国里，

在那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9999----14141414 节节节节)。 

随后他切入到这封信的主旨，即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居于首位且充足完全。保罗先

后宣告基督在创世中以及在救赎中居于首位 (15151515----20202020 节节节节)。他举了歌罗西圣徒得救赎

的例子来阐明后者，并告诫他们要稳固坚定 (21212121----23232323 节节节节)。 

这一章的最后保罗描述了他传道事工，讲到他虽为基督和基督的教会受苦，却感到

欢乐。他将自己看作神的管家，神将在以前的世代曾隐藏的奇妙“奥秘”交托给他。

这“奥秘”关乎外邦人，并且是关于基督如何在他们里面的 (24242424----27272727 节节节节)。因此保罗

殷勤传讲基督，他的目标是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28282828----29292929 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1 (1 (1 (1----14141414 节节节节))))    

A.A.A.A. 问安问安问安问安 (1 (1 (1 (1----2222 节节节节)))) 

1. 来自保罗，他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的使徒 (1111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以及“兄弟”提摩太 (1111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3. 写信给歌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 (2222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4. 愿恩惠、平安从神和耶稣基督归与他们 (2222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B.B.B. 保罗的感恩及祷告保罗的感恩及祷告保罗的感恩及祷告保罗的感恩及祷告    (3(3(3(3----14141414 节节节节)))) 

1. 他对他们的感谢 (3333----8888 节节节节) 

a. 他感谢神，并常常为你们祷告 (3333 节节节节) 

b. 他感谢神，是因为他听见： 

1) 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 (4444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他们向众圣徒的爱心 (4444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c. 他感谢神是因为那给他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5555 节节节节) 

1) 这盼望是他们从前在福音的道上所听见的 

a) 这福音传到他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 (6666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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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自从他们听见福音，知道神恩惠的那天，便在你们中间结果 (6666 节节节节

后半部分后半部分后半部分后半部分) 

2) 这盼望是他们从以巴弗所学的 

a) 他为保罗等人所亲爱，一同作仆人，为他们作了基督忠心的执事 

(7777 节节节节) 

b) 他把他们的爱心告诉了保罗 (8888 节节节节) 

2. 保罗为他们祷告 (9999----14141414 节节节节) 

a. 自从听见他们进展，他就为他们不住地祷告祈求 (9999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愿他们 

1) 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9999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 (10101010 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a)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10101010 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b) 渐渐地多知道神 (10101010 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3) 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11111111 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a) 照他荣耀的权能 (11111111 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b) 好叫他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 (11111111 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4) 感谢父 (12121212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a) 他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12121212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13131313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c) 他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13131313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1. 我们在爱子里藉着他的血得蒙救赎 (14141414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我们在爱子里罪过得以赦免 (14141414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II.II.II.II. 基督居于首位基督居于首位基督居于首位基督居于首位 (15 (15 (15 (15----23232323 节节节节))))    

A.A.A.A. 在创世方面在创世方面在创世方面在创世方面 (15 (15 (15 (15----17171717 节节节节)))) 

1. 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15151515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15151515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3. 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16161616 节节节节) 

4. 他在万有之先 (17171717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5. 万有也靠他而立 (17171717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B.B.B. 在救赎方面在救赎方面在救赎方面在救赎方面 (18 (18 (18 (18----23232323 节节节节)))) 

1. 他是教会全体之首 (18181818 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2. 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18181818 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3.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18181818 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4. 因为父喜欢…… 

a. 叫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面居住 (19191919 节节节节) 

b. 藉著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藉著基督叫万有都与父和好 

(20202020 节节节节) 

5. 对歌罗西的圣徒们便是如此 (21212121----23232323 节节节节) 

a. 他们从前与神隔绝，因著恶行，心里与他为敌 (21212121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但如今他们与神和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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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 (22222222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在神的面前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 (22222222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3)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 

a) 根基稳固，坚定不移 (23232323 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b) 不至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1. 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 (23232323 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2. 这福音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 (23232323 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3. 保罗也作了这福音的执事 (23232323 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 

III.III.III.III. 基督的使徒基督的使徒基督的使徒基督的使徒 (24 (24 (24 (24----29292929 节节节节)))) 

A.A.A.A. 他的喜乐他的喜乐他的喜乐他的喜乐 (24 (24 (24 (24 节节节节)))) 

1. 为他们受苦 (24242424 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2. 要在他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24242424 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3. 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 (24242424 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B.B.B.B. 他的事奉他的事奉他的事奉他的事奉 (25 (25 (25 (25----29292929 节节节节)))) 

1. 照神所赐他的职分，作了教会的执事 (25252525 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a. 神赐他职分是为了他们 (25252525 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b. 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 (25252525 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1) 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 (26262626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但如今向神的圣徒显明了(26262626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a)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27272727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就是基督在他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27272727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传扬基督 (28282828----29292929 节节节节) 

a. 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 (28282828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28282828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1) 他也为此劳苦 (29292929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照著基督在他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29292929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介绍 (1-14 节) 

   - 基督居于首位 (15-23 节) 

   - 基督的使徒 (24-29 节) 

2) 2) 2) 2) 这封信中与保罗已同问安的是谁这封信中与保罗已同问安的是谁这封信中与保罗已同问安的是谁这封信中与保罗已同问安的是谁？？？？(1(1(1(1 节节节节)))) 

   - 提摩太 

3) 3) 3) 3) 保罗因为听到关于歌罗西圣徒的哪三件事而感恩保罗因为听到关于歌罗西圣徒的哪三件事而感恩保罗因为听到关于歌罗西圣徒的哪三件事而感恩保罗因为听到关于歌罗西圣徒的哪三件事而感恩？？？？(3(3(3(3----5555 节节节节)))) 

   - 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 

   - 他们向众圣徒的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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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给他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4) 4) 4) 4) 福音在他们的生活中结出果子有多长时间了福音在他们的生活中结出果子有多长时间了福音在他们的生活中结出果子有多长时间了福音在他们的生活中结出果子有多长时间了？？？？(6(6(6(6 节节节节)))) 

   - 自从他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的恩惠开始 

5) 5) 5) 5) 谁将他们的状况告诉给保罗谁将他们的状况告诉给保罗谁将他们的状况告诉给保罗谁将他们的状况告诉给保罗？？？？(8(8(8(8 节节节节)))) 

   - 以巴弗 

6)6)6)6)    保罗就哪四件事情为歌罗西的圣徒祷告保罗就哪四件事情为歌罗西的圣徒祷告保罗就哪四件事情为歌罗西的圣徒祷告保罗就哪四件事情为歌罗西的圣徒祷告？？？？(9(9(9(9----11111111 节节节节)))) 

   - 愿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 愿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 

   - 愿他们照神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 感谢父叫他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 

7) 7) 7) 7) 我们被迁到哪里我们被迁到哪里我们被迁到哪里我们被迁到哪里？？？？(13(13(13(13 节节节节)))) 

   - 神爱子的国里 

8) 8) 8) 8) 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得着什么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得着什么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得着什么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得着什么？？？？(14(14(14(14 节节节节)))) 

   - 藉着他的血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9) 9) 9) 9) 列举出五件事说明基督在创世上的至高性列举出五件事说明基督在创世上的至高性列举出五件事说明基督在创世上的至高性列举出五件事说明基督在创世上的至高性 (15 (15 (15 (15----17171717 节节节节)))) 

   - 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 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 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 他在万有之先  

   - 万有也靠他而立 

10) 10) 10) 10) 列举出四件事说明基督在救赎上的至高性列举出四件事说明基督在救赎上的至高性列举出四件事说明基督在救赎上的至高性列举出四件事说明基督在救赎上的至高性 (18 (18 (18 (18----20202020 节节节节)))) 

    - 他是教会全体之首 

    - 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  

    - 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 藉著他万有都与神和好  

11) 11) 11) 11) 歌罗西的圣徒们以前是什么样子歌罗西的圣徒们以前是什么样子歌罗西的圣徒们以前是什么样子歌罗西的圣徒们以前是什么样子？？？？他们是如何改变的他们是如何改变的他们是如何改变的他们是如何改变的？？？？(21(21(21(21----22222222 节节节节)))) 

    - 他们从前与神隔绝，因著恶行，心里与他为敌  

    - 如今他们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与神和好了 

12)12)12)12)    他们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他们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他们在什么条件下可以他们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在神的面前成为在神的面前成为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圣洁圣洁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瑕疵没有瑕疵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无可责备无可责备无可责备? (22? (22? (22? (22----23232323 节节节节))))  

    - 如果他们根基稳固，坚定不移 

    - 如果他们不至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 

13) 13) 13) 13) 关于那曾经隐藏的关于那曾经隐藏的关于那曾经隐藏的关于那曾经隐藏的““““奥秘奥秘奥秘奥秘，，，，””””作者说了些什么作者说了些什么作者说了些什么作者说了些什么？？？？(26(26(26(26 节节节节)))) 

    - 这奥秘如今向神的圣徒显明了 

14) 14) 14) 14) 这奥秘的荣耀本质是什么这奥秘的荣耀本质是什么这奥秘的荣耀本质是什么这奥秘的荣耀本质是什么？？？？(27(27(27(27 节节节节)))) 

    - 基督在外邦人中间，荣耀的盼望 

15) 15) 15) 15) 保罗传讲基督的目标是什么保罗传讲基督的目标是什么保罗传讲基督的目标是什么保罗传讲基督的目标是什么？？？？(28(28(28(28 节节节节)))) 

    - 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10 

《《《《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看到知道神的“奥秘”与对我们的救赎有着坚固的信心二者之间的关系 

2) 体会受洗是我们属灵上的割礼，它是神的作为在起作用，而不是人的作为 

3) 理解基督如何通过他在十字架上受死而使旧的律法得以完结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保罗说他非常挂念歌罗西人以及其他他没有见过的人，他希望他们的心因爱而联络，

愿他们知道神藉着基督揭示的奥秘，以致有充足的信心。他因他们循规蹈矩，信心坚

固而感到欢喜，并鼓励他们要在基督里信心坚定，多多感恩 (1111----7777 节节节节)。 

第八节中的“要谨慎”归纳了这一章余下的内容。保罗告诫他们要防备“歌罗西异端”

的危险。这些危险包括被理学和虚空的妄言所蒙骗，以及用各种方式夺取他们的奖赏，

这些方式包括故意的谦卑、敬拜天使、错误的假想、按照人的规定和教条定下的苛刻

规条，这些规条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他们在基督里成为完备，受了非人手

所行的割礼，在受这礼的过程中神叫他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因为基督被钉在十字架

上，那“所写攻击我们的字据”被撤去，没有人能按宗教的规条来论断他们，那些只

是一个影儿，预表着基督这一实体 (8888----23232323 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保罗的挂保罗的挂保罗的挂保罗的挂念念念念 (1 (1 (1 (1----7777 节节节节)))) 

A.A.A.A. 他非常关心他们他非常关心他们他非常关心他们他非常关心他们 (1 (1 (1 (1----3333 节节节节)))) 

1. 保罗为他们尽心竭力 

a. 为歌罗西人和老底嘉人 (1111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他们没有与保罗亲自见面 (1111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他渴望…… 

a. 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 (2222 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b. 以致丰丰足足 

1) 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 (2222 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2) 真知神的奥秘 (2222 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a) 知道父，知道基督 (2222 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 

b)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 (3333 节节节节) 

B.B.B.B. 关心的原因关心的原因关心的原因关心的原因 (4 (4 (4 (4----5555 节节节节)))) 

1. 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 (4444 节节节节) 

2. 他身子虽与他们相离，心却与他们同在 (5555 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3. 他欢喜因为 

a. 见他们循规蹈矩 (5555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b. 见他们信基督的心坚固 (5555 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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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 勉励他们在基督里信心坚固勉励他们在基督里信心坚固勉励他们在基督里信心坚固勉励他们在基督里信心坚固 (6 (6 (6 (6----7777 节节节节)))) 

1. 他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 (6666 节节节节) 

a.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7777 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b. 信心坚固 (7777 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7777 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2.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7777 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 

II.II.II.II. 要防备要防备要防备要防备““““歌罗西异端歌罗西异端歌罗西异端歌罗西异端”””” (8 (8 (8 (8----23232323 节节节节))))    

A.A.A.A. 防备世人理学防备世人理学防备世人理学防备世人理学 (8 (8 (8 (8----10101010 节节节节)))) 

1. 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就把你们掳去 (8888 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a. 照着人的传统 (8888 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b. 照着世上的粗浅知识 (8888 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 

         -- 不照著基督 (8888 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2. 神的丰盛，都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基督里面也得着完全 (9999----10101010 节节节节) 

a.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9999 节节节节) 

b.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10101010 节节节节) 

B.B.B.B. 防备犹太礼教防备犹太礼教防备犹太礼教防备犹太礼教 (11 (11 (11 (11----17171717 节节节节)))) 

1. 你们在他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11111111----12121212 节节节节) 

a. 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11111111 节节节节) 

b. 你们已经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12121212 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1) 在受洗中与他一同复活 (12121212 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2) 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12121212 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2. 你们在基督里活过来，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的字据已被撤去，钉在十字架

上 (13131313----15151515 节节节节) 

a. 你们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叫你们活过来 (13131313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 (13131313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c. 神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的字据 (14141414 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1) 那字据有碍于我们 (14141414 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2) 神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 (14141414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d. 神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 (15151515 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1) 公开给众人看 (15151515 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2) 仗著十字架夸胜 (15151515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3.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16161616 节节节节) 

a. 这些原是后事的影儿 (17171717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那形体却是基督 (17171717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C.C.C.C. 防备敬拜天使防备敬拜天使防备敬拜天使防备敬拜天使 (18 (18 (18 (18----19191919 节节节节)))) 

1. 不可让人夺去你们的奖赏 (18181818 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a. 因著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 (18181818 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b. 这等人窥察所没有见过的，随著自己的欲心，无故地自高自大(18181818 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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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等人不持定基督为元首 (19191919 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a. 全身都靠著他 (19191919 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b. 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因神而大得长进 (19191919 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D.D.D.D. 防备苦行禁欲防备苦行禁欲防备苦行禁欲防备苦行禁欲 (20 (20 (20 (20----23232323 节节节节)))) 

1. 不必守人的规条 (20202020----22222222 节节节节) 

a. 你们已经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粗浅知识 (20202020、、、、21212121 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b. 因此不要服从禁欲的规条 (20202020、、、、21212121 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1) 例如“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 (20202020、、、、21212121 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2) 说到这一切规条，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 (22222222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3) 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 (22222222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这些规条毫无功效 (23232323 节节节节) 

a. 使人徒有智慧之名 

1) 用私意崇拜 (23232323 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2) 自表谦卑 (23232323 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3) 苦待己身 (23232323 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节第四部分) 

b.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 (23232323 节第五部分节第五部分节第五部分节第五部分) 

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保罗的挂念 (1-7 节) 

   - 要防备“歌罗西异端”(8-23 节) 

2) 2) 2) 2) 保罗对那些他没有见过的人有着怎样强烈的愿望保罗对那些他没有见过的人有着怎样强烈的愿望保罗对那些他没有见过的人有着怎样强烈的愿望保罗对那些他没有见过的人有着怎样强烈的愿望？？？？(2(2(2(2 节节节节)))) 

   - 愿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 

   - 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 

3) 3) 3) 3) 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藏着藏着藏着藏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3(3(3(3 节节节节)))) 

   -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4) 4) 4) 4) 保罗看到歌罗西人的什么而感到欢喜保罗看到歌罗西人的什么而感到欢喜保罗看到歌罗西人的什么而感到欢喜保罗看到歌罗西人的什么而感到欢喜？？？？(5(5(5(5 节节节节)))) 

   - 他们的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 

5) 5) 5) 5) 歌罗西人应该怎样遵基督而行歌罗西人应该怎样遵基督而行歌罗西人应该怎样遵基督而行歌罗西人应该怎样遵基督而行？？？？(6(6(6(6----7777 节节节节)))) 

   -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 信心坚固 

   - 感谢的心更加增长  

6) 6) 6) 6) 有哪三种事可能被用来有哪三种事可能被用来有哪三种事可能被用来有哪三种事可能被用来““““蒙骗蒙骗蒙骗蒙骗””””我们我们我们我们？？？？(8(8(8(8 节节节节)))) 

   - 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 人的传统 

   - 世上的粗浅知识 

7) 7) 7) 7) 作者说耶稣与神是什么关系作者说耶稣与神是什么关系作者说耶稣与神是什么关系作者说耶稣与神是什么关系？？？？(9(9(9(9 节节节节)))) 

   - 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13 

8) 8) 8) 8) 我们在基督里是什么样我们在基督里是什么样我们在基督里是什么样我们在基督里是什么样？？？？(10(10(10(10 节节节节)))) 

   - 在他里面得了丰盛 

9) 9) 9) 9) 我们在基督里受了哪种我们在基督里受了哪种我们在基督里受了哪种我们在基督里受了哪种““““割礼割礼割礼割礼””””？？？？(11(11(11(11 节节节节)))) 

   - 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 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10) 10) 10) 10) 受洗时发生了什么事受洗时发生了什么事受洗时发生了什么事受洗时发生了什么事？？？？在受洗时谁在做工在受洗时谁在做工在受洗时谁在做工在受洗时谁在做工？？？？(12(12(12(12----13131313 节节节节)))) 

    - 我们受洗与基督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 

    - 神,他让耶稣死里复活 

11) 11) 11) 11) 基督把什么撤去钉在了十字架上基督把什么撤去钉在了十字架上基督把什么撤去钉在了十字架上基督把什么撤去钉在了十字架上？？？？(14(14(14(14 节节节节)))) 

    - “所写攻击我们的字据” 

12) 12) 12) 12) 在哪些事上我们不可让人论断我们在哪些事上我们不可让人论断我们在哪些事上我们不可让人论断我们在哪些事上我们不可让人论断我们？？？？(16(16(16(16----17171717 节节节节)))) 

    - 在饮食上 

    - 在节期、月朔、安息日上 

13) 13) 13) 13) 世人可能用什么方式夺取我们的奖赏世人可能用什么方式夺取我们的奖赏世人可能用什么方式夺取我们的奖赏世人可能用什么方式夺取我们的奖赏？？？？(18(18(18(18 节节节节)))) 

    - 通过故意的谦卑、敬拜天使、窥察没有见过的东西 

14) 14) 14) 14) 有人会用什么样的有人会用什么样的有人会用什么样的有人会用什么样的““““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来束缚我们来束缚我们来束缚我们来束缚我们？？？？(21(21(21(21 节节节节)))) 

    - 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 

15151515) ) ) ) 关于人的传统关于人的传统关于人的传统关于人的传统，，，，其真实的面貌是什么样的其真实的面貌是什么样的其真实的面貌是什么样的其真实的面貌是什么样的？？？？(22(22(22(22----23232323 节节节节)))) 

    - 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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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看到保罗为基督徒在对待罪的问题上给出的解决办法 

2) 理解我们作为“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应担起什么责任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在告诫弟兄们要防备“歌罗西异端,”要在耶稣基督里信心坚固，之后，保罗为基督

徒在生活中犯罪的问题给出了一个详尽的“基督徒的解决办法。”他们应该寻求上

面的事，那里有基督，他们应该思念上面的事而不是思念地上的事。这样他们也不

会被蒙骗或者受人影响而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他们之所以应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

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 (参见 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 2:12 2:12 2:12 2:12) 并且他们的生命现在藏在基督里面，

等到基督来临时便显现出来，那时他们也要与基督一同在荣耀中出现 (1111----4444 节节节节)。 

当他们将心思都放在基督上时，他们需要“治死”他们在地上的肢体中的罪，而神

的忿怒将降临在有这些罪的人身上。要做到这点， 必须“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更新正如基督的形象。保罗定义了旧人的行为以及新

人的特点，之后他劝勉要让“神的平安”在他们心中做主。让“基督的道理”丰富

地存在他们心里。他还告诫他们无论做任何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神 

(5555----17171717 节节节节)。 

由于他们日常生活大都围绕着他们的家庭，因此保罗还告诉他们家庭中各个成员在

侍奉主的时候应该承担哪些责任 (18181818 节节节节----4444 章章章章 1111 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基督徒的解决办法基督徒的解决办法基督徒的解决办法基督徒的解决办法 (1 (1 (1 (1----17171717 节节节节))))    

A.A.A.A. 思念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 (1 (1 (1 (1----4444 节节节节)))) 

1. 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1111----2222 节节节节) 

a.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1111 节节节节) 

b.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2222 节节节节) 

2.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有一天要与基督在荣耀中显现 (3333----4444 节节节节) 

a.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3333 节节节节) 

b. 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4444 节节节节) 

B.B.B.B. 脱去旧人脱去旧人脱去旧人脱去旧人 (5 (5 (5 (5----9999 节节节节)))) 

1. 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5555 节节节节) 

a. 淫乱  

b. 污秽 

c. 邪情 

d. 恶欲 

e. 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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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的忿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你们也曾行过这样的事 (6666----7777 节节节节) 

2. 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8888----9999 节节节节) 

a. 恼恨，并 

b. 忿怒 

c. 恶毒 

d. 毁谤 

e. 口中污秽的言语 

f. 彼此说谎 

C.C.C.C. 穿上新人穿上新人穿上新人穿上新人    (10(10(10(10----17171717 节节节节)))) 

1. 这新人更新如造他主的形像，在此并不分： 

a. 希腊人或犹太人 

b. 受割礼的或未受割礼的 

c. 化外人或西古提人 

d. 为奴的或自主的 

         -- 惟有基督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 (10101010----11111111 节节节节) 

2. 作为神的选民就要存基督般的品德 (12121212----14141414 节节节节) 

a. 怜悯、、 

b. 恩慈 

c. 谦虚 

d. 温柔 

e. 忍耐 

f. 彼此包容  

g. 彼此饶恕，就像主饶恕你们那样 

h. 在这一切之外，要存著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3. 另外…… 

a. 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且要存感谢的心 (15151515 节节节节) 

b. 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歌颂神 (16161616 节节节节) 

c. 做任何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著他感谢父神 (17171717 节节节节) 

II.II.II.II. 在家庭中在家庭中在家庭中在家庭中的责任的责任的责任的责任 (18 (18 (18 (18----4:1)4:1)4:1)4:1)    

A.A.A.A. 妻子对丈夫妻子对丈夫妻子对丈夫妻子对丈夫 (18 (18 (18 (18 节节节节)))) 

1.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2. 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 

B.B.B.B. 丈夫对妻子丈夫对妻子丈夫对妻子丈夫对妻子 (19 (19 (19 (19 节节节节)))) 

1. 要爱你们的妻子 

2. 不可苦待她们 

C.C.C.C. 儿女对父母儿女对父母儿女对父母儿女对父母 (20 (20 (20 (20 节节节节)))) 

1. 要凡事听从父母 

2. 这是主所喜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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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D. 父亲对儿女父亲对儿女父亲对儿女父亲对儿女 (21 (21 (21 (21 节节节节)))) 

1. 不要惹儿女的气 

2.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E.E.E.E. 仆人对主人仆人对主人仆人对主人仆人对主人 (22 (22 (22 (22----25252525 节节节节)))) 

1. 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22222222 节节节节) 

a.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 

b. 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2. 做事要从心里做 (23232323----24242424 节节节节) 

a. 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23232323 节节节节) 

b. 知道从主那里必得著基业为赏赐 (24242424 节节节节) 

3. 那行不义的 (25252525 节节节节) 

a. 必受不义的报应 

b. 主并不偏待人 

F.F.F.F. 主人对仆人主人对仆人主人对仆人主人对仆人 ( ( ( (第第第第 4444 章章章章 1111 节节节节)))) 

1. 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 

2. 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基督徒的解决办法 (1-17 节) 

   - 在家庭中的责任 (18 节-4 章 1节) 

2) 2) 2) 2) 作者对那些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们提出哪两点要求作者对那些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们提出哪两点要求作者对那些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们提出哪两点要求作者对那些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人们提出哪两点要求？？？？(1(1(1(1----2222 节节节节)))) 

   - 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 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3) 3) 3) 3) 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生命生命生命生命””””现在在哪里现在在哪里现在在哪里现在在哪里？？？？它何时显现它何时显现它何时显现它何时显现？？？？(3(3(3(3----4444 节节节节)))) 

   - 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 当基督显现时 (即他再来的时候) 

4) 4) 4) 4) 我们要我们要我们要我们要““““治死治死治死治死””””哪些罪哪些罪哪些罪哪些罪？？？？(5(5(5(5 节节节节)))) 

   - 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5) 5) 5) 5) 我们为什么必须把它们治死我们为什么必须把它们治死我们为什么必须把它们治死我们为什么必须把它们治死？？？？(6(6(6(6 节节节节)))) 

   - 因为神的忿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6) 6) 6) 6) 我们还应该我们还应该我们还应该我们还应该““““脱去脱去脱去脱去””””哪些罪哪些罪哪些罪哪些罪？？？？(8(8(8(8----9999 节节节节)))) 

   - 恼恨、忿怒、恶毒、毁谤，污秽的言语、彼此说谎 

7) 7) 7) 7) 我们我们我们我们““““脱去脱去脱去脱去””””了什么了什么了什么了什么？？？？““““穿上穿上穿上穿上””””了什么了什么了什么了什么？？？？(9(9(9(9----10101010 节节节节)))) 

   - 我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 我们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即基督）的形像 

8) 8) 8) 8) 作为神的选民作为神的选民作为神的选民作为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圣洁蒙爱的人圣洁蒙爱的人圣洁蒙爱的人，，，，我们应该我们应该我们应该我们应该““““穿上穿上穿上穿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12(12(12(12----14141414 节节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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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彼此包容，像基督饶恕我们那样彼 

     此饶恕，爱 

9) 9) 9) 9) 我们必须容许我们必须容许我们必须容许我们必须容许““““神的平安神的平安神的平安神的平安””””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做什么事？？？？(15(15(15(15 节节节节)))) 

   - 在你们心里做主 

10) 10) 10) 10) 我们必须容许我们必须容许我们必须容许我们必须容许““““基督的道理基督的道理基督的道理基督的道理””””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做什么事？？？？(16(16(16(16 节节节节)))) 

    - 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 

11) 11) 11) 11) 我们应该怎样彼此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彼此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彼此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彼此教导，，，，彼此劝诫彼此劝诫彼此劝诫彼此劝诫？？？？(16(16(16(16 节节节节)))) 

    - 用诗章、颂词、灵歌，心被恩感，歌颂神 

12) 12) 12) 12) 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或说话或行事或说话或行事或说话或行事，，，，都要怎样都要怎样都要怎样都要怎样？？？？(17(17(17(17 节节节节)))) 

    -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著他感谢父神 

13) 13) 13) 13) 作妻子的应尽什么责任作妻子的应尽什么责任作妻子的应尽什么责任作妻子的应尽什么责任？？？？(18(18(18(18 节节节节)))) 

    -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14) 14) 14) 14) 作丈夫的应尽什么责任作丈夫的应尽什么责任作丈夫的应尽什么责任作丈夫的应尽什么责任？？？？ (19 (19 (19 (19 节节节节)))) 

    - 要爱他们的妻子，不可苦待她们 

15) 15) 15) 15) 作儿女的应尽什么责任作儿女的应尽什么责任作儿女的应尽什么责任作儿女的应尽什么责任？？？？ (20 (20 (20 (20 节节节节)))) 

    - 要凡事听从父母 

16) 16) 16) 16) 作父亲的应尽什么责任作父亲的应尽什么责任作父亲的应尽什么责任作父亲的应尽什么责任？？？？(21(21(21(21 节节节节)))) 

    - 不要惹儿女的气 

17) 17) 17) 17) 作仆人的应尽什么责任作仆人的应尽什么责任作仆人的应尽什么责任作仆人的应尽什么责任？？？？(22(22(22(22----23232323 节节节节)))) 

    - 要凡事听从他们肉身的主人 

    -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 

18) 18) 18) 18) 使得仆人如此行事的正面动力是什么使得仆人如此行事的正面动力是什么使得仆人如此行事的正面动力是什么使得仆人如此行事的正面动力是什么？？？？反面动力呢反面动力呢反面动力呢反面动力呢？？？？(24(24(24(24----25252525 节节节节)))) 

    - 知道你们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从主那里必得著基业为赏赐 

    - 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 

19) 19) 19) 19) 作主人的应尽什么责任作主人的应尽什么责任作主人的应尽什么责任作主人的应尽什么责任？？？？这样做的动力什么这样做的动力什么这样做的动力什么这样做的动力什么？？？？(4:1)(4:1)(4:1)(4:1) 

    - 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 

    - 他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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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思考祷告以及合宜对待非基督徒的重要性 

2) 体会神的“替补队员”的价值，这些人在神的国里协助像保罗这样的“关键    队

员”并且在福音的传播上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在保罗阐述基督徒该如何应对歌罗西的各样异端这一论题时，末了，他劝勉他们要

祷告并且合宜行事。他期望他们能横切祷告，并且祷告时警醒感恩。他特别请求他

们为他祷告，求神给他开传道的门，使他可以将基督的奥秘讲明。关于他们自身的

行事方面，他们应该用智慧来待外人，合理利用他们的时间，这其中包括言语和气，

知道怎样回答其他的人 (1111----6666 节节节节)。 

随后保罗提到他的几位同伴，先说到推基古和阿尼西母，很明显，这封信正是由他

们俩送到的，并且将保罗的情况告诉给收信的人。保罗还带来了和他在一起的弟兄

的问候，这其中包括三个犹太弟兄（亚里达古、马可、耶数又称犹士都），一位来

自歌罗西的弟兄（以巴弗），一位亲爱的医生（路加），及另一位弟兄，我们从另

一封信中得知他后来离弃了保罗 (底马, 参见 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 4:9 4:9 4:9 4:9)。（（（（7777----14141414 节节节节））））    

最后，保罗向老底嘉教会以及在宁法家里的教会问安，他嘱咐应将这封信与给老底

嘉教会的信相交换。保罗在信的末尾劝勉亚基布要尽好传道的职分，并且亲笔签上

了自己的名字，请求他们记念他的捆锁，并为他们祈祷愿恩惠常与他们同在(15151515----18181818

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劝勉祷告以及合宜行事劝勉祷告以及合宜行事劝勉祷告以及合宜行事劝勉祷告以及合宜行事 (2 (2 (2 (2----6666 节节节节))))    

A.A.A.A. 专心祷告专心祷告专心祷告专心祷告 (2 (2 (2 (2----4444 节节节节)))) 

1. 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 (2222 节节节节) 

2. 要为传道的人祷告，比如保罗 (3333----4444 节节节节) 

a. 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3333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祈祷保罗能讲明基督的奥秘 (3333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4444 节节节节) 

B.B.B.B. 合宜行事合宜行事合宜行事合宜行事 (5 (5 (5 (5----6666 节节节节)))) 

1. 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5555 节节节节) 

2. 言语要常常带著和气，合宜回答各人 (6666 节节节节) 

II.II.II.II. 保罗的同伴保罗的同伴保罗的同伴保罗的同伴 (7 (7 (7 (7----14141414 节节节节))))    

A.A.A.A. 称赞他的信使称赞他的信使称赞他的信使称赞他的信使 (7 (7 (7 (7----9999 节节节节)))) 

1. 推基古 (7777----8888 节节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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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亲爱的弟兄，衷心的执事，与保罗一同作主的仆人 (8888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保罗打发他将他的情况告诉他们，以安慰他们的心 (8888 节后半节后半节后半节后半部分部分部分部分----9999 节节节节) 

2. 阿尼西母 (9999 节节节节) 

a. 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来自歌罗西 (9999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他也会把保罗的情况告诉给他们 (9999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B.B.B. 来自他朋友们的问候来自他朋友们的问候来自他朋友们的问候来自他朋友们的问候 (10 (10 (10 (10----14141414 节节节节)))) 

1. 与保罗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他们安 (10101010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他们安，如果他到了，他们应接待他 (10101010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3. 耶数又称为犹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耶数、亚里达古和马

可与保罗一同为神的国做工的 (11111111 节节节节) 

4. 来自以巴弗的问候 (12121212----13131313 节节节节) 

a. 哥罗西那里的人 (12121212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为他们作基督耶稣仆人 (12121212 节后半部节后半部节后半部节后半部分分分分) 

1) 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他们竭力地祈求       

2) 愿他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 

c. 保罗为以巴弗的极大热情作见证你们和，这是我可以给他作见证的   

(13131313 节节节节) 

1) 他为歌罗西弟兄多多劳苦 (13131313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他为老底嘉并希拉波立的弟兄多多地劳苦 (13131313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5. 来自亲爱的医生路加的问候 (14141414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6. 来自底马的问候 (14141414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III.III.III.III. 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 (15 (15 (15 (15----18181818 节节节节))))    

A.A.A.A. 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 (15 (15 (15 (15----17171717 节节节节)))) 

1. 向弟兄问安 (15151515 节节节节) 

a. 向老底嘉的弟兄问安 (15151515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向宁法并她家里的教会问安 (15151515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交换书信 (16161616 节节节节) 

a. 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嘉的教会，叫他们也念(16161616 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嘉来的书信(16161616 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3. 嘱咐亚基布务要谨慎，尽他从主所受的职分 (17171717 节节节节) 

B.B.B.B. 信末亲笔签名信末亲笔签名信末亲笔签名信末亲笔签名 (18 (18 (18 (18 节节节节)))) 

1. 保罗亲笔问他们安 (18181818 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节第一部分) 

2. 要记念他的捆锁 (18181818 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节第二部分) 

3. 愿恩惠常与他们同在 (18181818 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节第三部分) 

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劝勉祷告及合宜行事 (2-6 节) 

   - 保罗的同伴 (7-1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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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束语 (15-18 节) 

2) 2) 2) 2) 保罗呼保罗呼保罗呼保罗呼吁他们要横切祷告吁他们要横切祷告吁他们要横切祷告吁他们要横切祷告，，，，他要他们做哪四件事情他要他们做哪四件事情他要他们做哪四件事情他要他们做哪四件事情？？？？(2(2(2(2----4444 节节节节)))) 

   - 在祷告时警醒 

   - 在祷告时感恩 

   - 祷告求神开传道的门 

   - 为保罗祷告愿他能讲明基督的奥秘 

3) 3) 3) 3) 他们应该如何行事他们应该如何行事他们应该如何行事他们应该如何行事？？？？(5(5(5(5 节节节节)))) 

   - 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要爱惜光阴 

4) 4) 4) 4) 他们应该如何言语他们应该如何言语他们应该如何言语他们应该如何言语？？？？(6(6(6(6 节节节节)))) 

   - 言语要常常带著和气，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 

5) 5) 5) 5) 作者是如何描述推基古的作者是如何描述推基古的作者是如何描述推基古的作者是如何描述推基古的？？？？保罗为什么派他到他们那里保罗为什么派他到他们那里保罗为什么派他到他们那里保罗为什么派他到他们那里？？？？(7(7(7(7----8888 节节节节)))) 

   - 亲爱的弟兄，衷心的执事，与保罗一同作主的仆人 

   - 保罗打发他将他的情况告诉他们，以安慰他们的心 

6) 6) 6) 6) 作者是如何描述阿尼西母的作者是如何描述阿尼西母的作者是如何描述阿尼西母的作者是如何描述阿尼西母的？？？？保罗派他去告诉他们什么事保罗派他去告诉他们什么事保罗派他去告诉他们什么事保罗派他去告诉他们什么事？？？？(9(9(9(9 节节节节)))) 

   - 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是他们那里的人 

   - 他要把在罗马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告诉给他们 

7) 7) 7) 7) 奉割礼的人中奉割礼的人中奉割礼的人中奉割礼的人中，，，，即犹太人即犹太人即犹太人即犹太人，，，，只有只有只有只有哪哪哪哪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保罗保罗保罗保罗一同做工的一同做工的一同做工的一同做工的？？？？        

(10(10(10(10----11111111 节节节节)))) 

   - 亚里达古，马可，耶数 

8) 8) 8) 8) 以巴弗与在歌罗西以巴弗与在歌罗西以巴弗与在歌罗西以巴弗与在歌罗西、、、、老底嘉老底嘉老底嘉老底嘉、、、、希拉波立的教会关系如何希拉波立的教会关系如何希拉波立的教会关系如何希拉波立的教会关系如何？？？？(12(12(12(12----13131313 节节节节)))) 

   - 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他们竭力地祈求，愿他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

心充足，能站立得稳 

   - 他为他们多多地劳苦 

9) 9) 9) 9) 还有谁问他们的还有谁问他们的还有谁问他们的还有谁问他们的安安安安？？？？(14(14(14(14 节节节节)))) 

   - 亲爱的医生路加，以及底马 

10) 10) 10) 10) 保罗向哪两群人问安保罗向哪两群人问安保罗向哪两群人问安保罗向哪两群人问安？？？？(15(15(15(15 节节节节)))) 

    - 在老底嘉的弟兄们 

    - 宁法并她家里的教会 

11) 11) 11) 11) 这封信读给教会听后应该如何处理这封信读给教会听后应该如何处理这封信读给教会听后应该如何处理这封信读给教会听后应该如何处理？？？？(16(16(16(16 节节节节)))) 

    - 交给老底嘉的教会，叫他们也念 

12) 12) 12) 12) 对于从老底嘉来的信他们要怎样做对于从老底嘉来的信他们要怎样做对于从老底嘉来的信他们要怎样做对于从老底嘉来的信他们要怎样做？？？？(16(16(16(16 节节节节)))) 

    - 要念这信 

13) 13) 13) 13) 保罗对亚基布提出什么特别的嘱咐保罗对亚基布提出什么特别的嘱咐保罗对亚基布提出什么特别的嘱咐保罗对亚基布提出什么特别的嘱咐？？？？(17(17(17(17 节节节节)))) 

    - “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 

14) 14) 14) 14) 保罗如何让人确信这封信是他写的保罗如何让人确信这封信是他写的保罗如何让人确信这封信是他写的保罗如何让人确信这封信是他写的？？？？(18(18(18(18 节节节节)))) 

    - 亲笔写下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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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 15) 15) 保罗在最后向歌罗西人提出了什么请求保罗在最后向歌罗西人提出了什么请求保罗在最后向歌罗西人提出了什么请求保罗在最后向歌罗西人提出了什么请求？？？？(18(18(18(18 节节节节)))) 

    - “记念我的捆锁” 

16) 16) 16) 16) 保罗在最后为弟兄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保罗在最后为弟兄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保罗在最后为弟兄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保罗在最后为弟兄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18(18(18(18 节节节节)))) 

    -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