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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 — 腓利門書﹕表裏一致的成熟 

 
 

1. 引言、歌羅西書一1-2 【問候語】 
 
2. 歌羅西書一3 – 14 【聖父的工作】 
 
3. 歌羅西書一15 – 23 【聖子的工作】 
 
4. 歌羅西書一24 – 二5 【保羅的宣教事工】 
 
5. 歌羅西書二6 – 23 【基督裏的豐富】 
 
6. 歌羅西書三1 – 四1 【信徒生命的重整】 
 
7. 歌羅西書四2 – 18 【末世中的宣教】 
 
8. 腓利門書 【表裏一致的挑戰】 
 
 
 

歌羅西書、腓利門書：表裏一致的成熟 

 
屬靈人就是「言行合一、表裏一致」的基督徒。 

歌羅西書教導我們耶穌基督是信仰的核心，能幫助我們在亂世中建
立正確的方向和根基。 

腓利門書鼓勵和挑戰我們要抗衡文化，在現實中活出信仰。 

邀請大家一起從保羅的教導中學習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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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引言、歌羅西書一1至2 
 
I. 引言 

A. 作者、成書日期與地點 
� 歌羅西書作者是保羅（西一1）；教會傳統也認為作者是保羅；本書和腓

利門書的關系也支持保羅是作者的論點 
� 四卷「監獄書信」之一，是他在羅馬監獄中寫成（西四3、18）；保羅三

次明顯的被囚﹕以弗所（徒廿；公元52-55年）、該撒利亞（徒廿三至廿
九；公元57-59年）、羅馬（徒廿八；公元60-62） 

 

 
� 歌羅西城 

− 位於亞西亞省的呂加斯山谷（Lycus Valley），在以弗所東方約一百英里 
− 昔日跟老底嘉和希拉波立同為弗呂家（Phrygia）的重鎮，是從愛琴海到

小亞細亞內陸的通道，它的地位後來被其他兩城超越；最後在公元 

60、 61 年的大地震後消失，其遺址雖然在公元 1835 年被發現，但卻沒
有人發掘 

 
B. 歌羅西教會 

� 不是保羅建立；他在第三次
佈道旅程中曾留在以弗所三
年，可能是以巴弗（歌羅西
人）在那時信主後回到歌羅
西傳福音的成果（西一7，四
12-13） 

� 保羅雖然沒有探訪過他們，但
與教會的關係卻非常密切（西
一3、9，二1） 

� 教會主要是外邦信徒，但歌
羅西城卻有不少猶太人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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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寫作目的 

� 保羅書信多是因應教會的需要和挑戰而寫；當以巴弗帶來歌羅西教會的挑
戰時，保羅便寫下本書，由推基古和阿尼西母帶去（西四7-9） 
− 由推基古﹕以弗所書六21 
− 阿尼西母﹕腓利門書10 

� 本書和以弗所書有不少相同的主題，但也因歌羅西教會的挑戰而有不同 
� 保羅沒有系統式的去分析這異端，但它很可能是第一世紀雛形的諾斯底主

義 Gnosticism（知識主義）和猶太教的法律法主義所混合的學說 
− 知識主義﹕以物質為邪惡、認為人要藉著神秘的知識尋求拯救，脫離

物質世界，返回靈界的圓滿境界；他們需要「高人指點」；保羅在這
裏就借用了他們的術語（智慧、奧秘、豐富等）來暴露出他們的錯謬
（西二2-4） 

− 猶太教法律法主義﹕對傳統的規矩如割禮、飲食、節期等的執著；看
重條文而輕視了基督的位格（西二8） 

− 和以上兩種異端而產生的「混合」（Syncretism） 
− 我們雖然不能完全明白歌羅西教會的異端，但本書暴露了它們的缺陷 

� 虛空而誘惑人的哲學﹕西二8上 
� 它的來源是人的傳統，它的實質是世俗的言論（西二8下）；「人的

傳統」就好像原生家庭或「老我」對我們新生命的影響 
 

� 「追求真實、追求影兒」？ 
 

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  【西二17】 
 

− 為了解釋耶穌基督的重要性，保羅在本書的信息主要是以基督為中心
寫出了非常重要的「基督論」 

− 不論在屬靈的生命和世上的生活，我們都是屬主耶穌的人﹕以基督開
始，也要以基督傳承 

� 本書的重要性（David Pao / 鮑維均, pp.31-32） 
 
This letter that addresses a congregation challenged by a form of syncretism has significant 
contemporary application in a society in which the “virtues” of pluralism and tolerance are 
exalted as most important. Instead of simply pointing out the errors of the various practices and 
beliefs promoted by the false teachers, Paul begins and ends with an intense focus on Christ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believers’ existence. As a result, one finds powerfu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outworkings of a robust Chris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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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also focuses on ways believers can live out their faith in Christ. He reminds: 

− believers who worship Christ, who is the Lord of the cosmos, is to live a life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our confession (3:15-17)「屬靈和屬世身份要一致」 
− believers that Christians ethics consist of a call to abandon a life of idolatry and to participate 

in the building up of the community of God’s people (3:12-14) 「在世上作門徒」 
− believers that submission to the lordship of Christ carries within itself a demand to consider 

oneself a slave of Christ (3:15-4:1) 「信徒生命主權的交移」 
− believers that the final consummation of God’s act in Christ that is yet to come (3:1-4) 

「盼望和交賬」 
− believers are called to witness to people beyond their community「宣教與傳福音」 
 
Perhaps nowhere else in Paul does one find such an integration of worship, ethics, soteriology, 
eschatology, and missions that is built on the work and status of Christ. 

 
D. 經文結構 

 
問安 一1-2 
為教會感謝上帝 一3-8 
為教會禱告 一9-11 
上帝藉著基督與我們和好 一12-23 
保羅忠心於傳道的職分 一24-二5 
當活出於基督聯合的生命 二6-四6 

信心堅固，防備異端 二6-23 
棄絕惡行，追求良善 三1-17 
當盡個人的義務 三18-四6 

結語 四7-18 
 
E. 主要信息（Theology of Colossians）﹕基督是創始成終的主 

� 基督神性的超越地位 
� 基督在受死和復活中得勝 

− 兩個「創造」﹕基督以祂的能力創造萬物；基督以祂在十字架流的血
創造了「教會」 

� 基督的主權 
− 受造物﹕基督是萬物的主（西一15-20） 
− 教會﹕上帝藉基督設立的，是上帝的子民，基督的身體 
− 家庭﹕上帝在教會和個人之間設立的，基督是他們的主 
− 信徒﹕大家同有一個主，就是基督，不是他們自己 

� 對基督主權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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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信徒生命改變，以基督為指標 
− 感恩（西三15-17） 

� 基督主權的彰顯 
− 福音 
− 使徒﹕福音的奴役（西一23） 
− 信徒﹕在福音和生活中作見證（西四2-6） 

� 基督主權的終極成就﹕基督再來的榮耀 
 

II. 歌羅西書一1-2 
 

奉上帝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和兄弟提摩太、寫信給歌羅西的
聖徒、在基督裡有忠心的弟兄．願恩惠平安、從上帝我們的父、歸與你
們。       【西一1-2】 

 
A. 「使徒」可解作傳信息的人（messenger），但保羅不是一個信差 
B. 保羅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C. 保羅如何形容歌羅西教會呢？ 

 

 

 

III. 功課 
A. 細讀歌羅西書一3-14 
B. 你如何為一個新的工作的開始預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