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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九课第卅九课 歌罗西书导论歌罗西书导论第卅九课第卅九课
保罗的四卷监狱书信之一，

歌罗西书导论歌罗西书导论

跟以弗所书有许多相似之处

背景和语调，跟腓立比书非常不同

寄给一间规模极小、不显眼的教会，

确实传递来自神的信息，

信中高举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

今天凡是研读这书信的人今天凡是研读这书信的人，

仍会对与基督亲密契合既有深度又丰盛、有新的洞察。

基督一直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的这位主 三11

‧背景 ‧要旨

作者与写信目的地 一1-2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

吩咐歌 教会把信 交给老底嘉的教会

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
写信给歌罗西的圣徒，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

吩咐歌罗西教会把信也交给老底嘉的教会。四16

老底嘉教会也是由保罗在以弗所

带领信主的以巴弗建立的

启示录：基督责备老底嘉信徒
在信仰上不冷不热

保罗期望众教会在爱里联合起来， 老底嘉保罗期望众教会在爱里联合起来，

同心抵挡异端，彼此鼓励。
老底嘉

‧背景 ‧要旨

歌罗西城

歌罗西

‧
以弗所

居民主要是希腊人和弗吕家人，，
也有一群相当的犹太人口。



‧背景 ‧要旨

歌罗西教会

保罗第三次传道旅程，在以弗所传道、教导，保罗第 传 ，在 弗所 道 教导，
歌罗西教会在此时被的建立，保罗应没有去过。

以巴弗在以弗所保罗引领下信主，以巴弗在 弗所保罗引领下信 ，

回到家乡歌罗西建立了教会。徒十九

之后 以巴弗往罗马探望保罗之后，以巴弗往罗马探望保罗，

转告歌罗西教会受异端困扰的事，激发保罗写了这封信；写了这封信；

后来以巴弗与保罗 同坐监后来以巴弗与保罗一同坐监。

作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
为你们和老底嘉并希拉波立的弟兄多多的劳苦 四12-13

‧背景 ‧要旨

歌罗西教会

四17要对亚基布说：
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

亚基布是当时教会的牧者

信徒在腓利门的家中聚会，

腓利门是教会中非常追求的信徒

大部分信徒是希腊文化的背景，

少数是归信耶稣的犹太人少数是归信耶稣的犹太人

‧背景 ‧要旨

写作地点与日期

主后 61 年主后 61 年
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写成此书信。

与腓利门书和以弗所书与腓利门书和以弗所书
在同一时间完成和送递出去的，

送信人是推基古和阿尼西母送信人是推基古和阿尼西母

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
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
阿尼西母同去。四7-9

‧背景 ‧要旨

写作动机：发现教会里出现了异端

以巴弗向保罗报告以巴弗向保罗报告，

指出教会有错谬的观念和邪恶的行为

二8 23对错误教训 异端有相当仔细的的描述描述二8-23对错误教训、异端有相当仔细的的描述描述：

一. 犹太教的律法主义

二 严苛的禁欲主义二. 严苛的禁欲主义

三. 崇拜天使

四 颂扬和高举人类的智慧四. 颂扬和高举人类的智慧

保罗将耶稣基督「位格和工作」的真理表达出来，保罗将耶稣基督 位格和工作」的真理表达出来，

从正面有力地挑战和驳倒这些异端。



‧背景 ‧要旨

主题 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三11下

「保罗不是传扬一种制度或一套哲学「保罗不是传扬一种制度或一套哲学，

是传扬一个人 －耶稣基督。」

基督的神性基督的神性
在十字架上受死的功效
主权及至高无上的身分
持续不断的中保地位

率直、积极和强硬，进攻而非防守

有力 正面的基督教神学 是对抗异端的唯一方法

语调
有力、正面的基督教神学，是对抗异端的唯一方法

渗透怜悯之情，在悲愁中有温柔的爱和喜乐

‧背景 ‧要旨

与其他新约书卷的关系

基督论

以弗所书

基督论

歌罗西书以弗所书 歌罗西书

主要目的是教义性 主要目的是矫正性

罗马书 加拉太书

主要目的是教义性 主要目的是矫正性

罗马书 加拉太书

救恩论

‧背景 ‧要旨

保罗引导歌罗西信徒
对抗异端对抗异端

清楚自己在上帝面前所蒙的恩典所蒙的恩典

让我们都成为真理的悍卫者让我们都成为真理的悍卫者
在真理、恩典中享受

常作预备 反复思想常作预备、反复思想，

藉言语行为，来表达、传递

祝福我们都有这样的智慧 迫切祝福我们都有这样的智慧、迫切

‧背景‧要旨

一3-12 对教会的感恩与祈祷

这卷书信开首的语调是欢欣而愉快 个人性的这卷书信开首的语调是欢欣而愉快、个人性的，
为歌罗西的信徒献上感谢
继续为他们祷告

钥节：「基督就是你们的产业」一12

继续为他们祷告

一13-二3基督的位格和工作 ─ 高举耶稣基督是是神和救主神和救主

他是神的爱子

歌罗西的异端「崇拜天使，否定基督的神性基督的神性」」

基督是谁（位格）－

基督作了甚么（工作）－ 万有都靠他而立



‧背景‧要旨

「万有都靠他而立」一17 新律法、为了对抗异端

「万有」包含属灵 物质上所有的领域「万有」包含属灵、物质上所有的领域

「一定有一个不可动摇的抑制力，有 个 抑制力，

正毫不松懈地将互相排斥的

小原子系在一起。」小原子系在 起。」

基督正是维系万物的力量

基督正是在我们心里的这一位主
「基督在你们的心里」「基督在你们的心里」一27

‧背景‧要旨

错谬的教义 ─ 二4 -三4 揭露异端的错误

明确地写到那些威胁着这几个教会的异端明确地写到那些威胁着这几个教会的异端，
没有个别提到某些人物或组织，

但显然他心中知道某些假师傅但显然他心中知道某些假师傅：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二4

免得有人 把你们掳去 二8免得有人......把你们掳去 二8

不可让人论断你们二16

‧背景‧要旨

「歌罗西异端」错误的教导与哲学思想

无限圣洁的神 受造物逐步下降减低圣洁的本质无限圣洁的神

下进

受造物逐步下降减低圣洁的本质

天使
跨越极大的鸿沟 下

到
人
中

进
到
神
面

半神半人

耶稣崇拜人的

跨越极大的鸿沟
禁欲主义
律法主义 中

间
面
前

耶稣
完全倒空圣洁
可以接触罪人

接受耶稣的人性

崇拜人的
智慧思想

律法 义
约制肉体的败坏

人肉体本质上是败坏的
接受耶稣的人性

否定神性及超越性智慧思想的阶梯

耶稣是万有之首、成全救赎，使异端教导无法乘虚而入

‧背景‧要旨

针对错谬的教义，用辩论的语态把真里说明清楚

主题 「基督是你们的丰盛」主题：「基督是你们的丰盛」

辩论当中更坚立了信徒的信仰。

保罗没有做任何的人身攻击，

乃是提到当时希腊的哲学思想乃是提到当时希腊的哲学思想
─ 似是而非、与圣经截然不同。

辩论中显明

福音真理对我们的可贵

耶稣基督是带来救赎与盼望、智慧的主



‧背景‧要旨

三5-四6 基督徒的言行

都是实践性都是实践性
语调激励性

探讨基督徒的生活层面探讨基督徒的生活层面，

把所知道的真理活出来。

1. 三5-17 在个人生活方面
2. 三18-四1 在家庭生活方面

3. 四2-6 信徒与世界的关系

基督徒不仅用言语，更用生活来传福音、见证主！

‧背景‧要旨

四7-18 基督徒的相交、团契

经文 直出现「一同」经文一直出现「一同」

保罗与同工的关系，给我们一个榜样
有 同做主仆人 有 同坐监的有一同做主仆人、有一同坐监的，

非常看重一同服事信徒的关系。

语调是非常个人性的语调是非常个人性的

歌罗西教会与保罗没有直接的关系歌罗西教会与保罗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保罗看重其中的同工，

「相交」用榜样的方式给信徒教导「相交」用榜样的方式给信徒教导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谢谢爱我们的天父，

你差遣爱子为我们成全了救赎；

赐下智慧、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恩典的奥秘。

虽有不同的异端、似是而非的教导，

知道你的真理总是那样的确实知道你的真理总是那样的确实；

认识、亲近你，在我们生命里产生力量；

跟自己 家人 世界 我们都可以活得更健康跟自己、家人、世界，我们都可以活得更健康。

谢谢耶稣成为我们的救赎、智慧，
引导我们在生活里不断经历你的恩典的丰富。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Click 左下角 可以阅读解答

保罗写歌罗西书的主要动机是什么？

歌罗西书主要论述的教义是什么？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保罗写歌罗西书的主要动机是什么？

歌罗西教会里出现了异端歌罗西教会里出现了异端

歌罗西书主要论述的教义是什么？

基督的位格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