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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基督是你们的丰盛

开始播放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二4 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5 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

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6 你们既然
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遵他而行 7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
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
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8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
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9 因
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10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
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11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
割礼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12 你们既受洗与他
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同埋葬，
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13 你们从前在
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或作：我们）一切过犯，便
叫你们与基督 同活过来 14 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
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 有碍于我们
的字据，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15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
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关键字： 我们在基督里
 基督是神的爱子 ─ 客观的真理
客 的真
 实质的关系 ─ 我们在基督里 ─ 信仰的根基
二70

在他里面
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生根建造，信心坚固

二10

在他里面
得了丰盛

二11

在他里面
受了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二4-7

关键字： 我们与基督
二12

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与他一同
与他
同复活
三30 生命与基督
与基督一同
同藏在神里面
三40 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信仰当中与耶稣有如此亲蜜的关系，
「我们在基督里面」─ 地位非常稳妥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建造 ─ 盖房子
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盘石上。太七24
接受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
生命的根基就已经立稳，
生命的根基就已经立稳
要在主的话语中继续建造。
与主同工，建造生命的工程，
长有基督的身量、表明是属于神的，彰显主的荣美

劝勉信徒要在基督里面继续的 ─
根 长 ，坚持信仰，满有
生根、长进，坚持信仰，满有感谢的心。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二6-7
当接受基督是生命的主时，
茁壮成长
就开始与基督同活
就开始与基督同活，
继续在基督里生根、建造。
生命
生命不断的成长
─ 是在耶稣里面
耶稣

在基督里生根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二8-9

要以基督为尺度，慎防异端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当时教会所流行的异端
似是而非的真理、学问、教导。
慎防异端的标准 ─ 以基督为尺度
照着他来引导生命的成长、
生命建筑的建造。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二8-9

要以基督为尺度，慎防异端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
哲学
律法上的繁文缛节
就把你们掳去。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基督具体地 ─
就如他道成了肉身，
就如他道成了肉身
蕴藏着神圆满的神性，
不须再外添学问了！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二8-9

要以基督为尺度，慎防异端

保罗并不是反对学问或教育
保罗并不是反对学问或教育，
乃反对任何只基于人的思想或经验的人生哲学，
 只相信人，不相信基督是人生问题的答案
只相信人 不相信基督是人生问题的答案
 虚伪的宗教 只以人的方法处理人生的问题，完全漠视神
当我们在基督里，就得了丰盛，
他自己就是人生意义的正确答案，
他是生命的主。
也是我们知识与力量的惟一泉源。
回到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学问，都变得非常的丰富。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信徒在基督里一无所缺 二10-15
拥有基督的丰盛、获得新生命，罪得赦免，
可以仗着耶稣基督来夸胜。
异端谈到过去的礼仪
异端谈到过去的礼仪，
包含割礼 ─ 与神立约的记号
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
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乃是基督
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二11
对神的信仰是刻在我们内心的，
与基督同死除掉罪，新生命、同活，
洗礼 ─新约的记号 ─与主立约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信徒在基督里一无所缺 二10-15
我们在基督的死与复活上与他联合
我们在基督的死与复活上与他联合，
 可以享受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邪恶的欲念、与罪的连系、喜欢犯罪
念
连系 喜 犯罪的心
的心
都与基督一同死了
 在他复活的生命中与他联合，
可以与神有美好的 契
可以与神有美好的团契，
 从罪的捆绑中得释放，罪债已经付清，
罪已蒙神赦免，可以得洁净和更新。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执政的、掌权的」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二10、15

指假教师所尊敬的天使，

继续课程

二16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

鼓励人去崇拜天使

；
18 不可让人因着故
们。17 这些原是后事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
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有
古卷作：这等人窥察所没有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
自大 19 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筋节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
自大，
不持定元首 全身既然靠着他 筋节得以相助联络 就因神
大得长进。20-21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甚么
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
22 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
了。23 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
身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基督借着死，
已经超越任何天使的地位和势力，
我们不需要害怕或崇敬天使。
我们不需要害怕或崇敬天使
保罗指出天使不能与基督相比，
天使不过是「受造物」。
天使不过是「受造物」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应当要持定元首，不随从世俗规条，
不可让饮食或节日的条例
做为宗教上的束缚，
因为它们只是对基督新约的预备，
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已经被成全
─ 影儿已被实体所取代了！
防备异端：以基督为尺度
保罗所提到的异端
 没有特定那一个异端
 像是一个混合体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胪列经文做为参考
经文

异端

保罗的答辩

一15-20

属灵世界是好的，
物质世界是绝对的败坏

神为着自己的荣耀
创造了天和地
创造了天和地。
没有好、坏二元的分法

二11

人必须遵守节期、礼仪
和规条，才能完全得救

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影儿，
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影儿
当基督到来时都会过去。
基督是我们得救的所需
督是我们得救的所需

二20-23

人要否定身体的价值，
刻苦禁欲

禁欲无法使人对抗邪情私欲，
只会引来属灵的骄傲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胪列经文做为参考
经文

胪列经文做为参考

异端

二18

保罗的答辩
天使不能受敬拜，
惟有基督是配得敬拜的

天使应受敬拜尊崇

一15-20

二2

基督不可能
同时是神又是人

基督是神成为人，是永存的、
是教 的 首
是教会的元首、万有的头生者
有的头生者
他是至高无上的

人必须得到某种神秘知识
才能完全得救，
并非人人皆可得到的

基督就是神的奥秘，
已经向世人启示出来了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假教师「故意谦虚」
真正的谦卑
 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
 关键「在基督里」

二18

二19

假教师的问题
不与信徒的元首基督联合
当我们认定主、在基督里面、与主联合，
当我们认定
、在 督 面、与 联合，
在教会中守礼仪 ─主餐、洗礼，
都成为这 有意义，
都成为这么有意义，
帮助我们亲近神、敬拜神

经文

异端

保罗的答辩

每个人必须遵守
人类的智慧、传统和哲学

这些东西本身既是人的产物，
就会有偏差 肤浅的
就会有偏差、肤浅的。
必须牢记并遵从基督的教导，
他的话才是我们至终的权威

二10

将不同宗教结合起来，
这才够丰富

有了基督就拥有了一切，
在基督里一切都是完备

三1-11

不道德的事没有不妥，
让肉体更迅速的败坏，
「纵欲主义」的问题

必须远离罪恶，
因为神拣选我们，
要我们过新的生活
要我们过新的生活，
成为主耶稣的代表

二4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分辨似是而非的教导所造成「人为的宗教」
1. 是否
是否强调人为的规则或禁忌
强调人为的规则或禁忌，
，而非
而非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
2. 是否
是否鼓吹对别人论断批判
鼓吹对别人论断批判，
，而非有爱心、小心地执行纪律？
有爱心、小心地执行纪律？
3. 是否
是否强调规律、神秘知识、特殊异象
强调规律、神秘知识、特殊异象，
，而非基督的话语
基督的话语？
？
4 是否
4.
是否高举虚伪的道德、推崇守法的人
高举虚伪的道德、推崇守法的人，而非高举基督
高举虚伪的道德、推崇守法的人，
高举基督？
？
5. 是否
是否忽略基督的普世教会
忽略基督的普世教会，而
，而宣称自己是与众不同的群体
宣称自己是与众不同的群体？
？
6 是否
6.
是否羞辱肉体
是否羞辱肉体，作为属灵成长的途径
羞辱肉体
羞辱肉体，作为属灵成长的途径，而
作为属灵成长的途径，而不关心
而不关心人整体的成长
不关心人整体的成长？
？
7. 是否
是否将家庭置之度外
将家庭置之度外，
，而非像圣经那样尊重家庭
像圣经那样尊重家庭？
？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现在 ─ 并非只在未来 ─ 的盼望与价值观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三1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
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2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
上的事 3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
上的事。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 同藏在神
里面。4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
同显现在荣耀里。

‧当生根建造 ‧防备异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求上面的事」
 积极地把天国的事放在优先的位置上
 集中注意力在永恒而不是短暂的事物
学
学习从神的角度来看生命，寻求他的旨意，
来看 命，寻求
旨 ，
才能对抗物质主义、建立准确的价值观。
愈从神的眼光看世界，就愈能顺服神的心意
三1-2

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三3
这不是将来的盼望，乃是现在事奉的品格
─ 现在所有生命、生活的动机，
我们已经得救，真正可以为主而活！

祷告
谢谢耶稣，我们是全然属你，
在你里面我们得着一切的丰盛。

问题思想

Click 左下角

可以阅读解答

 根据 二8-9 我们要慎防异端须以什么为尺度？

虽然我们仍会有恶念、恶行，
但可以用你的眼光来看的时候，
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死了，
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死了
现在的生命就是与耶稣一同藏在神里面。
让我们常活在这真理 盼望当中
让我们常活在这真理、盼望当中。
你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你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
感谢我们成为属于你的人，在你里面、我们的生命是满足的。

 三1-4 论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关键经文是哪一节？

问题思想
 根据 二8-9 我们要慎防异端须以什么为尺度？
 基督为尺度、为标准
基督为 度 为标准
 三1-4 论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关键经文是哪一节？
 三3 你们已经死了、
你们
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