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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3月 4日至 3月 10日)： 歌羅西教會的背景

歌羅西距離以弗所約 100哩，與老底嘉、希拉波立屬位於尼加斯河谷的呂弗家省，彼此
非常接近。歌羅西是重要商埠：該地區擁有適合畜牧的肥美草原，故一度成為世界羊毛
業的中心；又因尼加斯河谷的河水含有大量的石灰，有利漂染布料，因此與羊毛業相連
的漂染業亦相當有領導性的地位。

歌羅西位於地震區，經常發生地震。由於歌羅西是一個非常富裕的市鎮，她能夠在地震
後不靠羅馬政府的幫助而重新建立起來。不過，後來老底嘉和希拉波立亦慢慢崛起，老
底嘉發展成經濟、行政中心；希拉波立以溫泉聞名，而歌羅西則漸漸被取代而沒落。更
可惜的是，不知道什麼原因，當時繁榮興隆的歌羅西到今天已從地圖上完全消失了，連
一磚一瓦都尋不著，只能從現今另外兩個市鎮的遺跡推測昔日歌羅西的位置。

在歌羅西居住的人，除了當地人及希臘人外，大多是在以前從巴比倫和美索不達米亞（歌
羅西的東方）被逼遷徙過來的猶太人。保羅從似乎未到過歌羅西(2:1)，那歌羅西教會是
如何建立的呢？有言當保羅到以弗所傳道，當中有位歌羅西人以巴弗(1:7)歸主。而以巴
弗後來亦成為保羅的同工，並將福音帶回家鄉以及鄰鎮(4:12-13)，歌羅西教會亦因而建
立。「你們從前與 神隔絕、因著惡行、心裡與他為敵」(1:21)是保羅經常用以形容那些
曾經生活在上帝應許之約以外的人。加上「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秘在外邦人中有
何等豐盛的榮耀…」(1:27)這訊息的對象正是歌羅西教會。因此從中推斷，歌羅西教會
是主要為外邦人的教會。

讀經：速讀第一、二章

22001122 年年度度 讀讀經經計計劃劃

第第一一階階段段 ((33--44月月))：：歌歌羅羅西西書書 「「惟惟喜喜愛愛耶耶和和華華的的律律法法，，晝晝夜夜思思想想，，這這人人便便為為有有福福！！」」 ((詩詩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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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3月 11日至 3月 17日)：保羅寫歌羅西書的原因

在主後 60-61年，以巴弗到羅馬探望被囚的保羅，並將歌羅西教會的現況告知。保羅因
「聽見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並向眾聖徒的愛心(1:4)」、「這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也
傳到普天之下、並且結果增長(1:6)」、「見你們循規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堅固(2:5)」而感
到安慰喜樂；但亦因一些事情使他為歌羅西教會擔憂。雖然保羅並沒有明言歌羅西教會
正面對的問題，但從歌羅西書中保羅所論及的事情，我們可以得知保羅所擔憂的是什麼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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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原來當時在歌羅西教會中出現了一些「新」的教導或主義，而保羅認為這些教導會使人
偏離耶穌基督、阻礙信徒學習真道。這些異端大多有不同的主張：

(1) 依靠一些「比耶穌基督更大的力量」、如天使、大自然中的某些力量；
(2) 耶穌基督的救恩不完整，不能只因信稱義，需要有其他先知或行動才可得救 ;
(3) 嚴格遵守各樣節期、儀式、由人所制定的各種規條;
(4) 禁慾主義：苦待己身，才能克制肉體的情慾；
(5) 凡物質都是惡的：靈與肉身是分開的；肉身上的罪惡、行為並不會影響人的靈；
(6) 深奧精細的理學凌駕於簡單的福音之上、信仰上的貴族思想等等。

聖經學者根據書中訊息推斷當時入侵歌羅西教會的異端是諾斯底主義(G nosticism )，原文
有「知識」的意思。在往後的數周，我們會藉著查讀歌羅西書去一一拆解這些異端邪說，
以及理解保羅在耶穌基督、教會、基督徒對神、對別人等等各方面的教導。

「我願意你們曉得我為你們和老底嘉人，並一切沒有與我親自見面的人，是何等地盡心
竭力(2:1)」

保羅寫這封書信給歌羅西教會除了表達對他們的信心愛心感到欣慰、為教會中那些假教
師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感到擔憂外，亦親身給他們作基督徒的示範。有學者認為保羅所
說的「竭力」有兩種：

(1)保羅喜見歌羅西教會的發展，渴望親自到當地與信徒見面。但因身在獄中，除了
為歌羅西教會向上帝禱告外，什麼也做不了。因此他只能在禱告中切切記念眾人。

(2)保羅個人安危的竭力掙扎──他當時身在獄中等待審訊，可能被判死刑。面對性
命存亡與信仰持守的矛盾，保罹的內心是如何的掙扎。更甚的是，保罹的選擇會
影響到那些視他為屬靈領袖的信徒及教會。因此他的掙扎並不單單為了自己──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的行動亦可能使人堅信，或是崩潰。

讀經：速讀第三、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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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3月 18日至 3月 24日)：歌羅西書第一章

內容摘要：
一) 問安、引言(1:1-12)
二) 耶穌基督的地位、角色(1:13-23)
三) 保羅對歌羅西教會的責任(1:24-29)

釋經節錄：

1:4-5 保羅為聽見的信徒有美好的品質──信、望、愛。不過，這些都是由天上
的父而來，並須繼續活在、行在基督裡。

1: 6 當時所傳的異端教訓，強調只有一小部分的人，因他們具有特別的「慧
根」，才能接受神秘的道理。保羅強調福音傳到普天之下，是人人可得的
來表明福音的普遍性與共有性；而非假教師所主張福音只限於某一部份人
才可擁有。

1:9-11 這數節是保羅的祈禱；「屬靈的」可解作「靈裏的」或「聖靈所賜的」。
「智慧」是用來識透事實真相的能力。「悟性」是用來將事實真相加以整
理、辨明並掌握的能力。「知道」指經歷上的知識，不單是得著資料而已。
「滿心知道」是因心中充滿認識神的知識而知道，故是充分有把握的知道。

1:11 「忍耐寬容」是基督徒應結的果子：「忍耐」指在逆境中對外來壓力的堅
忍不屈。 「寬容」指以恢宏的心胸對待欺壓我們的人。

1:13-14 這兩節用意在於反駁假教師的教訓，說明我們得救是靠耶穌在十架上為人
的罪而死，使人的罪得赦，並能與上帝和好，將來可以在上帝的國裡與上
帝同在；而非靠外在的行為，或是智慧知識。

1:15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指耶穌基督完完全全的彰顯了神。「首
生的」原文在時間上的意義不大，反而有地位上的意義──尊貴的身份。
保羅這樣強調為要重申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除了上帝外耶穌基督是萬物
之首，配得榮耀權柄。

1:16 「靠祂造的」指「在祂裏面被造」，基督是創造宇宙萬有的根基與範圍。

1:17 「祂在萬有之先」是指祂是宇宙萬有被造以前即已存在的主。「萬有也靠
祂而立」意即「宇宙萬有井然有序，並非雜亂無章的組合，乃因基督使然。」

1:18 「元始」可以指是事物的起源，是地位上、權柄上的首位。

1:19 「豐盛」一詞原為異端教訓的用語，指所有控制人類命運的超自然力量的
總和。他們認為神全備的「豐盛」流貫於天地之間，藉著天使、星宿之靈
等「小神」逐層次分發下去，最後才達於人類，故天使等諸靈具有左右人
命運、控制人生命的地位，據此而產生「敬拜天使」(2:18)的教訓。保羅
借用異端術語「豐盛」來指神一切能力和屬性的總和(2:9)。
本節是說基督具有神完整的特性──生命、權能和神性，我們只要有基督
就有神一切的豐盛，並不須要經過天上其他諸靈的分配。

1:22 「都成了聖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這是指信徒在基督裏的地位，不是
指行為道德上的完全。「沒有瑕疵」在舊約裏是用於獻祭的一個字。根據
猶太人的律法，在動物作為祭牲之前，必須經過仔細的檢查，如果有任何
微細的瑕疵，必須被棄，不可作為獻給神的祭牲。

1:23 「不至被引動失去(離開)福音的盼望」可譯作「並未被移離福音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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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並非指基督在世和在十字架上的受難還有甚麼缺
欠，以致祂的救贖尚不完全。耶穌基督降世受苦、受死所成功的救恩，乃
是完全的，無人能夠加添一點。而這節的意思是：我們為著教會所受的苦，
就是在「耶穌的患難」(啟 1:9)裡有份。

思考問題：
你信仰的重心在那裡？你是靠什麼得到神的赦罪？是行為上的清潔？事奉上的崗位、地
位？知識、哲理上的鑽研？保羅已清楚明白地指出，我們得救、罪得赦免、與神和好，
全都因為祂──耶穌基督。祂為了你和我，在十字架上的捨命，已將我們的一切罪惡不
義用祂的血抹去。在世上還有什麼行動、事物，比神的兒子的生命寶血還要貴重？──
沒有！因此，世上又有什麼比耶穌基督更能使你得救、成為義人呢？

第四週 (3月 25日至 3月 31日)：歌羅西書第二章

內容摘要：保羅對歌羅西教會的期望
一) 保羅盡心要使信徒因認識基督而信心堅固(2:1-7)
二) 教會要謹慎，以及謹慎的原因(2:8-12)
三) 持定上帝豐盛的實體就是基督，不要在禮儀和規條上偏離基督而跟從人的意思
(2:13-23)

釋經節錄：

2:2 「以致豐豐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確實的信心是由悟性(理解力)而
來；而確實的信心又能帶進「真知」─「使他們真知」。我「知」故我「信」，
我「確信」故我「真知」，我「真知」故我「信心堅固」(2:5,7)。如此，「知」
與「信」相輔相乘，相得益彰。「神的奧秘，就是基督」這「奧秘」絕非當
時那些異端入會時的神秘儀式，而是指神救贖和國度的計劃都是在基督裏作
成的及基督的執行而成就的(1:15-20)。

2: 3 當時歌羅西的異端教訓，告訴人得救在乎有「智慧」能知道某種特殊的「知
識」，而這種知識只有他們中間的少數人才知道。人必須在他們這教派中經
過相當的考驗，被認定是忠於他們的教派之後，才會將這種知識傳授給他。保
羅指出神的智慧和有關祂運作的知識，都藏在基督裏面；人若要認識神的法
則與作為，便須藉著基督，並且只有在基督裏面才能尋到，也才能認識。異
端教訓強調以「智慧知識」為得救的途徑，保羅在此指出只有在基督裏的人，
才有真正的智慧知識。

2:4 「花言巧語」原文是法庭上的用字，指一個辯護律師僅憑他能言善道的口
舌，便能說服庭上，使一個罪犯免受法律公正的制裁。

2:7 基督徒必須在基督裏面生根，支取祂作生命的泉源和力量，並以祂為建造(生
活工作)的根基，而表現於外，如此才經得起暴風雨的侵襲(太 7:24-27)。
「信心堅固」大多學者認為此處的「信心」乃是堅固或加強的對象，意即信
得更堅定，以致完全不會動搖。信心堅固是由於在祂裏面生根建造。我們愈
清楚認識所領受的真理教訓，我們的信心就愈堅定；信心是從認識神來的，
我們愈認識神，信心就愈堅強；最有信心的人，就是那些最認識神的人。
「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原文意思是「滿溢出感謝」，有如杯子盛滿了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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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流出來。我們因著清楚認識所領受的真理教訓，而深切明白自己生命上的
生根建造和信心上的堅固，都是由於神的恩典，而非自己比別人強，故此從
心裏向神滿溢出感謝來。

2:8 「理學」指哲學，異教徒的崇尚智慧知識的思想系統，自圓其說的所謂的哲理。
「照人間的遺傳」假教師宣稱他們的特別教訓是由耶穌生前口傳給少數人，再
由他們口傳給一小撮特選的人。
「世上的小學」智慧主義者認為星球之間存在著能夠控制人類命運的「超然靈
力」(「小學」的原文字義之一)，因此他們很注意觀測星座的運行，作為他們
生活行動的指標，這也是今日「占星術」的由來。

2:9 異端教訓認為單是相信耶穌基督還不夠，基督只不過是神本體中的一部分，
必須在基督以外，再加上一些別的神聖的事物，這樣才夠得上「豐盛」。而
保羅則反駁凡是屬乎神本性的品質，在基督裏一無所缺。基督的道成肉身，
使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顯為實在，而不再是一種抽象的東西了。

2:10 異端主義者相信靈界中有各樣執政掌權者，他們是神與人之間非常重要的媒
介，人必須藉著他們才能來到神的面前。保羅說明耶穌是一切執政掌權者的
最高首領，故不須透過其他中介物，而直接透過祂便能親近神。

2:14 古代書寫文件是蘆葦紙，或由動物的皮革造成的皮紙。這兩種紙都非常昂
貴，故人不會隨便浪費。古代的墨汁不會腐蝕紙張，故寫上的字不難把它擦
去，只要用海綿用力一刷，紙張原處就會不留任何痕跡。這就是「塗抹」一
詞的由來。「字據」是指負債者親筆寫的負債證明。神並未要求外邦人遵守
律法，而是把律法的功用寫在他們的心版上(羅 2:14-15)。當人得罪了神，人
的良心就覺得虧欠了神，如同自己親筆簽下的借據。因此律法就成了「攻擊」
我們、並「有礙」我們的東西，因它指證我們的失敗，顯明我們都虧欠了神。

2:15 「擄來」剝光，敗壞，解除，鎮服。

2:16 「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原文含有不可讓人「勉強」你的意思，故此處的「人」
是指異端主義者、假教師。我們的對錯、好壞、稱義與不稱義，不在乎人的
看法，乃在乎神的認定。故不可因怕人的論斷，而轉從人的意思。

2:17 「後事」那要來的；「形體」實體，本質。「這些」是舊約中的禮儀、律法和
規條，不過是向人描述並指明基督的豫表和象徵，我們注意的重點應當集中
於那位是實體的基督；真的真理只存在基督裏面，離了祂便沒有真理。如今
基督既已來臨，我們若再堅持遵守禮儀、律法和規條，便是本末倒置。

2:18 「故意謙虛」指不是從誠實的心流露出來，而是裝作出來的謙虛。按外表看，
「敬拜天使」的人好像很「謙虛」，但實際上他們認為只有自己才能「窺察
所沒有見過(一些異端主義者、假教師嚮往和沉迷的超然幻象)」的天使及通
曉屬靈的奧秘，所以是「自高自大」的。
「奪去」此詞原是指一個裁判將不守規的運動員剔除資格，逐出比賽。

2:22 「說到這一切，正用的時候就都敗壞了」意指這些東西一經使用，就變質而
朽壞了(太 15:17)；這話在反諷活人竟要被死物所操縱。

2:23 「用私意崇拜」指照著人自己的意思設計出來的信仰。異端教訓中的禁慾主
義認為身體既然是邪惡的，故人必須把身體視為卑賤的；人必須鞭打它，讓
它捱饑耐渴，以此抑制身體的情慾來達到信仰的宗旨。保羅說明肉體的情慾
不是幾條規矩所能捆得住的，只能在十字架上解決，所以這些規條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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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句背誦/經文思考：

1. 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他是元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1:18)

2. 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
的，都與自己和好了。(1:20)

3.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在他裡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
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2:6-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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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思考問題：

人為的宗教，吸引了許多人，人在其中常不曉得如何分辨，我該如何分辨？又怎麼抵擋？

我們可以藉以下的問題分辨何謂人為的宗教：

（1）是否強調人為的規則或禁忌，而非神的恩典？
（2）是否鼓吹對別人論斷批判，而非有愛心、 小心地執行紀律？
（3）是否強調規律、神秘知識、特殊異象，而非神的話語？
（4）是否高舉虛偽的道德、推崇守法的人，而非基督？
（5）是否忽略基督的普世教會，而宣稱自己是與眾不同的群體？
（6）是否羞辱肉體，作為屬靈成長的途徑，而不關心人的整體成長？
（7）是否將家庭置之度外，而非像聖經那樣尊重家庭？

看看以巴弗：他到羅馬探望保羅，並跟他描述了歌羅西教會的情況、入侵教會的異端及

那些異端的教訓。他面對異端，是尋找屬靈領袖的幫助。當我們面對信仰上的任何問題

困難，教會的同工、牧師一定會樂於提供幫助。要知道魔鬼的詭計多端，我們要多讀經，

在聖經中認清上帝的聲音；亦要小心提防假先知、假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