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章 

歌羅西書 
 
目標： 
 
完成本章，你應能夠： 
 說出歌羅西書作者。 
 指出歌羅西書的受書人。 
 舉出歌羅西書的目的。 
 默寫歌羅西書的鑰節。 
 列出歌羅西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引言 

 
作者：保羅 
 
對象：歌羅西的教會，念完後又要送交老底嘉教會。 
 
目的：處理教會中一些教義上的問題。  
 
鑰節：三 1－3 
 
生活和事奉原則：基督是萬有，萬有是靠祂而立。 
 
主要人物：保羅、推基古、阿尼西母、亞里達古、馬可、猶士都、以巴弗、路加、

底馬、寧法、亞基布。 
 

大綱 
 

壹、 引言：一 1－14 
 甲、 問安：一 1－2 
  一、 由：保羅和提摩太：一 1 
  二、 給：在歌羅西在基督裡有忠心的聖徒：一 2 
  三、 從上帝耶穌而來的恩惠和平安：一 2 
 乙、 感恩：一 3－8 
 丙、 保羅為歌羅西的基督徒祈禱：一 9－14 



  一、 不住地：一 9 
  二、 願他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和悟性上知道上帝的旨意：一 9 
  三、 他們行事對得起主：一 10 
  四、 他們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一 10 
  五、 他們漸漸地多知道上帝：一 10 
  六、 他們在各樣力上加力，以致凡事歡歡喜喜地忍耐寬容：一 11 
  七、 好能感謝父上帝：一 12－13 

a. 叫我們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一 12 
b. 救我們脫離黑暗權勢：一 13 
c. 把我們遷到愛子的國度：一 13 

 
弍、 耶穌的位格和工作：一 15－23 
 甲、 創造的主：一 15－17 
  一、 創造的源頭：一 15－16 
  二、 創造的存立：一 17 
 乙、 教會的主：一 18－19 
  一、 身體的頭：一 18 
  二、 元始：一 18 
  三、 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一 18 
  四、 在凡事上居首位：一 18 
  五、 一切豐盛居住祂裡面：一 19 
 丙、 使人和好者：一 20－23 
  一、 在十架上流血成就和平：一 20 
  二、 叫天上、地上的萬有與他和好：一 20 
  三、 叫因行惡事與祂為敵的與祂和好：一 21 
  四、 藉著死，我們被引到祂面前：一 22 

a. 成了聖潔 
b. 沒有瑕疪 
c. 無可責備 

五、 我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一 23 
a. 根基穩固：一 23 
b. 堅定不移：一 23 
c. 不致被引動失去福音：一 23 

i) 你們所聽過的 
ii) 傳與萬人的 
iii) 保羅是這音的執事 

 
叁、 保羅：上帝叫人和好的執事：一 24－二 7 



 甲、 受苦：一 24 
  一、 肉身上 
  二、 有屬靈意義 
 乙、 基督奧秘事的執事：一 25－29 
  一、 他作工的環境：一 25 
  二、 他作工的信息：一 26－27 

a. 上帝的奧秘：一 26－27 
b. 耶穌：一 27 

  三、 他作工的方法：一 28 
a. 傳揚 
b. 勸誡 
c. 教導 

四、 他作工的目標：使各人在耶穌基督面前成為完全：一 28 
五、 他作工背後的力量：照上帝在他裡面運行的大能：一 29 

 丙、 望在基督裡合一和堅固：二 1－7 
  一、 他為信徒盡心竭力：二 1 

a. 在歌羅西 
b. 在老底嘉 
c. 沒有見過的人 

二、 他竭力的對象：父上帝和基督：二 2 
三、 他竭力的目的：二 2－7 

a. 叫他們的心得安慰：二 2 
b. 因愛心互相聯絡：二 2 
c. 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二 2 
d. 積藏一切智慧的知識：二 3 
e. 免他們被花言巧言迷惑：二 4 
f. 信心堅固：二 5 
g. 活在基督裡：二 6 
h. 在基督裡生根：二 7 
i. 在基督裡建造：二 7 
j. 信心正如所領的教訓堅固：二 7 
k. 感謝的心增長：二 7 

 
肆、 基督勝過錯謬教訓：二 8－三 4 
 甲、 基督是一切權勢的元首：二 8－10 
  一、 理（哲）學：二 8 
  二、 虛空的妄言：二 8 
  三、 人間的遺傳：二 8 



  四、 世間的小學：二 8 
a. 上帝的豐盛有形有體地住在基督裡：二 9 
b. 你們在裡面得了豐盛：二 10 
c. 祂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道：二 10 

乙、 新生命：二 11－14 
 一、 心的割禮：二 11 
 二、 受洗與一同埋葬：二 12 
 三、 因信與祂一同復活：二 13 
 四、 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二 13 
 五、 赦免一切過犯：二 13 
 六、 塗抹律例對我們的攻擊：二 14 
丙、 得勝一切執政的、掌權的：二 15  
 一、 擄掠他們：二 15 
 二、 把他們顯給眾人看：二 15 
 三、 向他們誇勝：二 15 
丁、 不以基督為主的行徑：二 16－三 4 
 一、 禮儀：二 16－17 

a. 飲食：二 16 
b. 節期：二 16 
c. 月朔：二 16 
d. 安息日：二 16 

二、 天使敬拜：這樣做的人是：二 18－19 
a. 拘泥所未見過的事：二 18 
b. 隨自己的慾心，無故自高自大：二 18 
c. 不以基督為元首：二 19 

i) 全身靠祂得滋養 
ii) 互相聯絡 
iii) 大得長進 

三、 受制世上的小學：二 20－23 
a. 我要脫離世上小學：二 20 
b. 世俗小學關注的事：二 21 
c. 人的吩咐和教導：二 22 
d. 徒有外表：二 23 

i) 用私意敬拜 
ii) 謙卑 
iii) 苦待己身 
iv) 克制肉體的情慾 

四、 世上、暫時的愛慕：三 1－4 



a. 追求上面的事：三 1 
b. 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下面的事：三 2 
c. 因與基督聯合，這是可以成功的：三 3 

i) 過去：與基督同活過來：三 3 
ii) 現在：與基督一同藏在上帝裡：三 3 
iii) 未來：基督顯現時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三 4 

 
伍、 基督為元首與基督徒生活：三 5－四 6 
 

 
 
 
 
 
 
 
 
 
 
 
 
 
 
 
 
 
 
 
 
 
 
 
 
 
 
 
 
 



自我測驗 
 
1. 誰是歌羅西書的作者？ 
 

                                                                   
 

2. 舉出歌羅西書的目的。 
 

                                                                   
 

3. 誰是歌羅西書的受書人？ 
 

                                                                     
 

4. 列出歌羅西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5. 默寫歌羅西書的鑰節。 
 

                                                                   
 

（答案在手冊末章後列出） 
 

 
 
 
 
 
 
 
 
 
 
 
 
 
 



進深研讀 
 
1. 研讀西三 2－17。列出一切信徒生命應該「脫下」和「穿上」的一些事。 
 
2. 研讀西三 18－25。這段經文論到教會中一些不同的會友。列出給作妻子、
丈夫、子女、父親和奴僕的吩咐。 

 
3. 歌羅西書有很多地方論及耶穌。重讀全書一遍，並列出與耶穌有關的每一句
經文，然後概括有關耶穌的教導。 

 
4. 新約有兩卷書信是要在眾教會中交換傳閱的，歌羅西書是其中之一。比較西
四 16和帖前五 27。 

 
5. 歌羅西書和以弗所書是有關連的。保羅在以弗所書探討基督的身體──教
會。在歌羅西書，他觸及耶穌基督是這身體的頭。歌羅西書的 95節經文中，
有節與以弗所書的相若。研讀並比較兩書。 

 
6. 讀西一 12－22。其中論到救恩的七個重要方面： 
 
──基業：與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督：12節 
──拯救：祂救們脫離了黑暗：13節 
──遷到：把我遷到祂愛子的國度：13節 
──救贖：在愛子裡得蒙救贖：14節 
──赦免：罪過得以赦免：14節 
──和好：與祂和好了：20節 
──成了：沒有瑕疪，無可指責，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22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