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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与世界的关系‧结语
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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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 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

与拜偶像一样。6 因这些事，神的忿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7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
时候，也曾这样行过。8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忿怒、恶毒（或作：
阴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9 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
为，10 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11 在此并不分希
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
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12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
（原文作穿 下同）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13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原文作穿；下同）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14 在这一切之外，
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
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16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
心里（或作：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
灵歌 彼此教导 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歌颂神。
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
心被恩感 歌颂神 17 无论做甚么，或说话或行事，都
无论做甚么 或说话或行事 都
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前面经文 ─ 辩论性语气
 以下经文 ─ 激励性语气

「邪情私欲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
客观的真理如何成为主观的经历？
信徒既与基督同死同复活，
一举一动应有新生的样式：
 治死身体的恶行 ─ 脱去旧人
 披戴基督的美德 ─ 穿上新人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与世界的关系‧结语
不同于「禁欲主义」者 ─
一味要求克制肉体各种的欲望
真正已经是基督里面的人
 活出来的是基督的生命
 会犯罪的老我旧生命蠢蠢欲动，
应用真理、释放我们 ─
「治死在地上的肢体」如：
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
耶稣已经成全救赎的恩典和真理，我们可以脱去旧人的行为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与世界的关系‧结语
三11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

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
惟有基督是包括 切 又住在各人之内
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

 化外人 ─ 不熟悉希腊文化的人
 西古提人 ─ 曾蹂躏犹太人，野蛮人
 任何隔阂都不会在教会内存在
基督打碎了所有的障碍，接纳所有人到他面前
到他面前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阻我们传扬基督
传扬基督，
或阻拦任何人或信徒参与我们的团契。
上帝本性 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
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
基督里面
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得了这样的丰盛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与世界的关系‧结语
三10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 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如同选衣服穿一样
要选择「穿上新人 脱去旧人」
要选择「穿上新人、脱去旧人」
 生活里会犯罪的影响力辖制我们
 基督已经释放我们不再受辖制
穿上新人
穿
新人 ─「披戴基督」
渐渐更新，目标 ─ 像我们的主
不是借着克己才得救，
着克己
而是得救之后，有了蒙恩典的真理，才行得出来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与世界的关系‧结语
三12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 忍耐的心
穿上新人 ─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新造的人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都是新造的人
存着什么样的心
保罗教导每天为神而活的方法 三12-17
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当中，
给我们一个新性情
是像耶稣、逐步成长的。
每一个心肠、美德、良善，耶稣都为我们预备好了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与世界的关系‧结语
每天为神而活的方法

每天为神而活的方法

1 学效基督怜悯、宽恕的心
1.
学效基督怜悯 宽恕的心 三12-13
三12 13
饶恕的秘诀，就是牢记神怎样饶恕我们
觉察神无限量丰富的爱和饶恕，
觉察神无限量丰富的爱和饶恕
可以帮助我们去爱和饶恕别人。
2. 让爱引导生活 三14「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如果只有外在行为，却没有爱
如果只有外在行为，却没有爱…
所有美德，都与爱紧紧联系在一起。

爱叫所有其他的德行都显得美好，
叫所有其他的德行都显得美好
实践道德而没有爱，做出来的东西反而会引起骄傲。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与世界的关系‧结语
每天为神而活的方法
6. 活得有如耶稣基督的代理人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
都要荣耀神。
都要荣耀神
作为一个基督徒，
不管去甚么地方 说甚么话
不管去甚么地方、说甚么话，
每一时刻都代表着基督。
当别人看见你或与你谈话时，
他们从你我身上，
对基督会有甚么印象呢？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与世界的关系‧结语

三17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3. 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
 与人相处，统管内心，与人相和
 对自己，在我们心里作主 ─作裁判
作裁判
我们所想的和所做的会不协调，
在自己里面处理这些冲突的思想、心情
4. 要存感谢的心
5. 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里
主的话代表我们与基督之间的关系，
常常提醒我们想起神的话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 ‧与世界的关系‧结语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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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8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19

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她们。
，
，
20 你们作儿女
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21 你们作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22 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事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
存心诚实敬畏主。23 无论做甚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24 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
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25 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
待人。四1 你们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
有 位主在天上。
有一位主在天上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 ‧与世界的关系‧结语

在每一个人际关系层面，双方都有责任
彼此顺服与爱护 包含服从 鼓励 公平
彼此顺服与爱护，包含服从、鼓励、公平…
1. 丈夫与妻子 三18-19
基督徒的婚姻需要双方的顺服，
督徒
方的
为着对方的好处而放弃个人的欲望，
以顺服基督为最优先考量。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 ‧与世界的关系‧结语

3. 主人与奴仆 三22-四1
圣经记载奴隶制度的状况、并不表示赞同。
保罗说明基督超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仆人要殷勤为主人工作，好像基督就是他的主人
仆人要殷勤为主人工作 好像基督就是他的主人
就是他的主人
 主人也要公平合理地对待仆人
 办公室的老板、雇员，也要学习
办公室的老板 雇员 也要学习
按圣经原则活出基督徒生活

2 父母与子女三20-21
2.
三20 21
不要「惹儿女的气」：惹儿女反感。
以致「失了志气」
指「灰心丧志」、伤了自尊心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 ‧与世界的关系‧结语

关系

顺服原则

夫妻 三18-19
三18 19 妻子：顺服丈夫

丈夫：爱护妻子 不可恶待她
丈夫：爱护妻子、不可恶待她

父子 三20-21 儿女
儿女：听从父母
听从父母

父母：不要苛责儿女，
免得他们灰心丧志

主仆 三22-四1 奴仆：顺服主人

主人：公平合理地对待仆人

读这种经文的时候
 很喜欢「替别人读」，让我们为自己来读
很喜欢「替别人读」 让我们为自己来读
 不是要求别人应如何，是自己活在真理中
圣经会负责 ─ 给我们力量、爱、智慧，活出这样的真理

「顺服」不是强权压制下的「屈服」；
是因为顺服基督的缘故而彼此顺服。
是因为顺服基督的缘故而彼此顺服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与世界的关系 ‧结语

信徒的本份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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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 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儆醒感恩。3 也要为我们祷告，
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
锁），4 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5 你们要
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6 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
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与世界的关系 ‧结语

1. 祈祷 四2-4「恒切祷告，警醒感恩」
留意是否有为别人或事情祈祷？
当有上帝公平公义的准则，
常容易指责别人的不对；
保罗提醒为每一件事「恒切祷告」。

2. 作见证 四5-6
5「爱惜光阴」

─把握时机作见证
6「言语要带着和气」─温和得体

 盐可以防腐、调味
 信徒要远离污秽的言语，话语调上智慧，
使不信主的人容易接受所传达的福音；

保罗请求歌罗西信徒为他祷告，
使他可以清楚地传扬福音。
在他传道的事工当中，
使这些人有份、一同参与。

倘若我们的态度强硬，话语不给人转寰的空间，
倘若我们的态度强硬
话语不给人转寰的空间
别人不接受我们这个人，更不会接受耶稣！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与世界的关系‧结语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与世界的关系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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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7 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
同作主的仆人，8 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
安慰你们的心 9 我又打发
安慰你们的心。
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母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
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母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
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10 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
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
里，你们就接待他。）11 耶数又称为犹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
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12 有你们那里的人，
作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
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13 他为你们和老底嘉并希拉
波立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作见证的。14 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底马问
你们安 15 请问老底嘉的弟兄和宁法，并她家里的教会安。
你们安。
请问老底嘉的弟兄和宁法 并她家里的教会安 16 你们念了这书信，便
你们念了这书信 便
交给老底嘉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嘉来的书信。17 要对亚基布说：
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18 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记念我的捆锁。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个人生活 ‧家庭生活‧与世界的关系‧结语
四70 一同作主仆人

－ 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
四10 一同坐监
同坐监 － 亚里达古
四11 一同作工
身边的同工常使保罗得安慰
身边的同工常使保罗得安慰，
不是自顾自的服事，
是有同
是有同工、关系亲蜜的。
关系亲蜜的
求主帮助，让我们的服事当中，
 不只是作工有果效
 同工之间情谊、圣徒相通，
同工之间情谊 圣徒相通
是蒙神悦纳的

祷告
谢谢耶稣，你为我们舍身流血，
使我们得着你所赋予新的生命，
使我们得着你所赋予新的生命
可以在地上建立美好、滋润人的关系；
是你先给我们 使我们生命里面可以活出来
是你先给我们，使我们生命里面可以活出来。
求你引导，让我们每一天都愿意活在真理里，
愿意脱 自 的想法
愿意脱下自己的想法，
穿上你的美德、你的性情，
用你的眼光来看、用你的思想来回应。
谢谢主做我们的智慧、良善，引导我们生命的主。
帮助我们，你就是我们服事的主、是建立我们的耶稣。

问题思想
 根据三18-四1
基督徒在家庭生活方面的言行原则是什么？
 顺服的原则
 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有哪两方面的本份？
 4:2-6 祈祷、作见证

问题思想

Click 左下角

可以阅读解答

 根据 三18-四1
基督徒在家庭生活方面的言行原则是什么？

 基督徒与世界的关系有哪两方面的本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