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羅西書 2:1-23
保羅的關懷、對當時異教傳統的駁斥



古希臘的文明和宗教

•古希臘的文明，影響西方世界的幾乎所有事物，包含政府、
哲學、科學、醫學、數學、文學、建築、戲劇、繪畫等各式
藝術，乃至體育等各方面。 古希臘文化影響了後來的羅馬
文化、文藝復興時代，甚至是到現在的流行文化，都有古希
臘文化的影子。

•古希臘宗教信仰的主體是奧林匹斯教，而奧林匹斯乃希臘的
神所住宮殿，祂們被希臘人敬稱為奧林匹斯十二神；當時的
人們將座落在色薩利東北部的奧林匹斯山視為宗教聖地奧林
匹斯的代表，因為此為希臘最高的山麓，有6000英呎，而此
座山嶽在古希臘時代的確是舉行著酬神祭典之所，著名的古
代奧林匹亞競技大會即是發源斯地，因此屬於一座聖山。2



奧林匹斯山

•奧林帕斯山 是希臘最高
的一座山，位於愛琴海北
岸塞爾邁灣，距希臘第二
大城帖撒羅尼迦約100公
里。奧林帕斯山由52座山
峰組成[2]，其中最高峰
「Mytikas」意為前端突
出部，海拔2,917米。

•保羅第二次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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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CE%8C%CE%BB%CF%85%CE%BC%CF%80%CE%BF%CF%82/@39.8441581,22.1084358,7.5z/data=!4m5!3m4!1s0x135813ec20ecc251:0xe579def37a813f8c!8m2!3d40.083363!4d22.3499207
http://biblegeography.holylight.org.tw/images/index/condensedbible/map/117.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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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歌羅西書 2:1-23

•保羅的關懷(2:1-5)-保羅對歌羅西教會的
付出和期望

•對當時希臘異端的駁斥(2:6-10)

•對當時猶太傳統的駁斥(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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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ut.ibibles.net/112Colossians.htm#112-2:1
https://cut.ibibles.net/112Colossians.htm#112-2:6
https://cut.ibibles.net/112Colossians.htm#112-2:11


保羅的關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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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何等的盡心竭力．

•「老底嘉」：是當時的一個大城，離歌羅西不
到十八公里。歌羅西教會和老底嘉教會常有來
往，你們也要念從老底嘉來的書信。(西四16,
弗4:2-6)
•保羅說明他使徒的責任之後，進一步解釋他的
牧羊工作並不限於自己設立的教會，也包括象
歌羅西、老底嘉等沒有與他“親自見面的人”，
他同樣關懷、代禱、通信。他對羅馬的教會也
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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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ut.ibibles.net/112Colossians.htm#112-4:16
https://cut.ibibles.net/110Ephesians.htm#110-4:2


歌羅西城位在小亞西亞(今土耳其)的
弗呂家境內, 座落於奈古士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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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關懷：2:2 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因愛心互相聯絡、以致豐豐足足
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們真知 神的奧秘、就是基督

•保羅盼望基督徒的團體都能本愛心結合，基督為元
首，眾教會為筋節，愛心為脈絡，聯合為一（三
14）。這樣必可得到鼓舞激勵，信心充足，真能認
識基督。

•“奧秘”在保羅書信中指的是人不知道的神的旨意，
在這裡特指基督救贖人類和祂形成神國度的計劃。

•信徒除了直接從神得到安慰與鼓勵之外，也要彼此
用言語和行為來互相安慰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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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ut.ibibles.net/112Colossians.htm#112-3:14


保羅的關懷：2:3 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祂裡面藏著。2:4 
我說這話、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語迷惑你們。

•諾斯底異端強調智慧為人得救之本，乃他們所專有
（諾斯底一名就是智慧的意思）。保羅要人明白真
智慧來自基督。基督徒才能得到真智慧。

•『智慧』是指領會屬靈真理的意義的能力，『知識』
則是領受的真理。真正的知識和真正的智慧是分不
開的，兩者都隱藏在基督裏面。(箴1:7)

•保羅要歌羅西信徒明白，認識基督才是認識神性的
唯一途徑，勸告他們別受異端欺騙，鼓其如簧之舌，
領上歧途。 9

https://cut.ibibles.net/020Proverbs.htm#020-1:7


保羅的關懷：2:5 我身子雖與你們相離、心卻與你們同在、
見你們循規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堅固、我就歡喜了。

•真正教會必須有像兵士的紀律。規矩（order）和堅
固（firmness）循規蹈矩它們是軍隊裏面的慣用詞
語。除了明白神的道，還要順服神的道。

•保羅好像將軍檢閱軍隊，看見他們在 入侵的敵人前，
陣容堅固，絲毫不亂，內心甚為寬慰。從本節可知
異端並未能在歌羅西教會中立足，以巴弗報告的只
是警號。但保羅毫不懈怠，勸信徒不可放鬆警覺。

•信徒在教會中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弗五21)，
自然就顯出循規蹈矩的光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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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ut.ibibles.net/110Ephesians.htm#110-5:21


對希臘異端的駁斥：2:6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

而行．
•「遵祂而行」：原文是『在祂裏面行走』；這句話
的意思有三：(1)遵照祂的話去行(太七24~27)；
(2)祂如何行，我們也如何行(約十三15；約壹四
17)；(3)祂是我們行事為人的規範與準則(西三3，
11，15，23)。
•抵擋錯誤教訓的惟一方法，是在我們的屬靈經驗和
所學到的真理上站穩。
•我們接受基督耶穌，是接受祂為「主」；我們必須
將我們人生的主權完全交付給祂，由祂掌管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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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ut.ibibles.net/101Matthew.htm#101-7:24
https://cut.ibibles.net/104John.htm#104-13:15
https://cut.ibibles.net/123John1.htm#123-4:17
https://cut.ibibles.net/112Colossians.htm#112-3:3


對希臘異端的駁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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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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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注重隱藏部分，向下深入；“建造”
是注重向上的發展，是向外表現的部份，信徒應在
這兩方面一同生長。如此才經得起暴風雨的侵襲(太
七24~27)。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難免會遭遇到試探、苦難、失
敗、疾病、逼迫等；若是我們的信心不堅固的話，
則必然會落到癱瘓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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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ut.ibibles.net/101Matthew.htm#101-7:24


對希臘異端的駁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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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學”或“哲學”範圍頗廣，可指希臘人的尚智思想或
猶太教中的某些異端。這裡很明顯是指當時流行的一些玄
學，自以為憑他們的智慧可以洞悉天地的奧秘。

•『小學』可譯作『形質』(彼後三10~12)。異端者主張宇
宙間的基本原素如風、雲、雷、電、金、木、水、火等物
質。

•希臘思想認為日月星辰等為宇宙基本構成體，乃左右人類
命運的靈體所居。各有神靈管理，所以世上的小學就是宇
宙間這些物質或管理這些物質的神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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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ut.ibibles.net/122Peter2.htm#122-3:10


14



對希臘異端的駁斥：2:9 因為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
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

•『神性』是指神表達於外的性格，像是祂的慈愛和
公義，我們可以看得見和感覺得到。而『神本性一
切的豐盛』是指神一切本質都是豐盛住在主耶穌基
督裡，像是祂可以赦免人的罪、治病救人、死裡復
活等等，我們人做不到也無法了解的神蹟奇事。

•「有形有體地」：即具體地表達、彰顯出來，使人
易於領悟。屬乎神本性的品質，在基督裏一無所缺。

•耶穌基督既是神性與人性完美的合一，信徒與祂聯
合，在生命裡也可以享有祂的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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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希臘異端的駁斥：2:10 你們在他裡面也得了豐盛。他是
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通過與基督的聯合才能使我們靈性的缺乏得到充足。
我們藉著擁有他而擁有一切。
•「你們在祂裏面也得了豐盛」：指神的生命性情，
因著相信基督，也有了神的生命。
•「各樣執政掌權者」：特別是指天使。
•本節是在說明，信徒只要有基督便已經足夠了，一
方面在祂裏面有無窮盡的供應，另一方面祂既是一
切執政掌權者的最高首領，便不須透過那些執政掌
權者，而直接透過祂便能親近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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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猶太傳統的駁斥: 2:11 你們在他裡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
行的割禮、乃是基督使你們脫去肉體情慾的割禮．

•「割禮」：乃是神與祂的選民以色列人立約的記號
(創十七10)，猶太人的男嬰於出生後第八天須受割
禮。異端教訓中，可能包括了遵行割禮等規條的儀
文主義，認為人必須受割禮才能真正得救。
•本節的意思是說，真正的割禮，並不是用人手在肉
身上割去一塊包皮而已，乃是在基督裏面，被祂對
付掉那使肉身敗壞的邪惡性情。心靈裏面的真割禮
(羅二28~29)。主基督降生，帶來了新秩序，歷史有
了新開始。心靈死在罪中的因信可以得生；為邪惡
力量所捆綁的可以獲得釋放；不再受律法的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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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ut.ibibles.net/001Genesis.htm#001-17:10
https://cut.ibibles.net/106Romans.htm#106-2:28


對猶太傳統的駁斥:2:12 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
此與他一同復活．都因信那叫他從死裡復活 神的功用。

•「受洗與祂一同埋葬」：信徒『受洗，受浸』是在
表明他已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已經死了，故須藉水
埋葬；『埋葬』是宣告死亡的事實，也是宣告結束
已往的一切。浸入水中表明和主一同埋葬，從水中
起來，表明從死裡復活，所以洗禮是表明神使信徒
從死人中復活的大能。使信徒從死裡復活是神能力
的運行。
•受洗:象徵罪得赦免和與基督的聯合,同時也表明我
們順服的行為。
•受浸不是一種入教的儀式，而是真實得救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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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猶太傳統的駁斥: 2:13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中死
了、 神赦免了你們一切過犯、便叫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歌羅西的基督徒的需要有兩方面，一方面他們有了
過犯，一方面他們“原是死的”。過犯是違反神啟
示的行為，好像是欠了神的債，卻又沒有能力償還，
只有神的赦免才能除掉。“赦免”一字和“恩典”
是出於同一字根，赦免是神的恩典。

•神使他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一同”表明了信徒
與基督的關係，因為他們是與基督聯合成為一體，
所以神使基督復活的時候，與祂聯合的人也和祂一
同活過來了。

19



對猶太傳統的駁斥: 2:14 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們
有礙於我們的字據、把他撤去、釘在十字架上．

•「字據」是借債的人親筆寫的欠單。基督所塗抹的
不是律法本身。他說過，我來不是要廢掉律法，乃
是要成全(太5:17 )。保羅也說過，律法的總結就是
基督(羅10:4),他也並非要廢除律法這裡要塗抹的是
攻擊我們有礙於我們的那一方面，那就是們若不能
遵守便被定罪的那部分。所以我們不會被罪所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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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二14~15)。當人得罪了神時，人
的良心就覺得虧欠了神，如同自己親筆簽下的借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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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ut.ibibles.net/101Matthew.htm#101-5:17
https://cut.ibibles.net/106Romans.htm#106-10:4
https://cut.ibibles.net/106Romans.htm#106-2:14


對猶太傳統的駁斥: 2:15 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
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

•「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指靈界邪惡的勢力
(弗六12)。「就仗著十字架誇勝」：因這十字
架償清了我們的罪債，撕毀了欠據，也釘死滅
絕了我們的肉體，所以成了我們的誇耀(加六
14)。

•因此我們必須仗著十字架的得勝，從教會中清
掃一切宗教儀文的餘毒，除淨所有字句規條的
陰影，讓每一位神的兒女，都能滿享基督救恩
的自由！ 21

https://cut.ibibles.net/110Ephesians.htm#110-6:12
https://cut.ibibles.net/109Galatians.htm#109-6:14


對猶太傳統的駁斥: 2:16 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期、月朔、
安息日、都不可讓人論斷你們．

•人若因著飲食節日等事褒貶你們，都是不應當的，
因為用這些東西作評判的標準根本就錯了。不要叫
人因這些事批評你們，也不可希望用這些事得人的
稱讚。基督徒若再追求遵守這些事，就等於回到律
法規條的捆綁裡面去。雖然在不違反聖經原則的情
況下，基督徒有自由可以行任何事，但也不該因著
飲食節日等事而讓人褒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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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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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猶太傳統的駁斥: 2:17 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
基督。

•舊約中的禮儀、律法和規條，都不過是向人描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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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基督既已來臨，我們若
再堅持遵守禮儀、律法和規條，便是捨本逐末，沒
有認清它們的功用。

•基督是實體，赦罪、成聖、與神和好等都已在基督
身上實現。那些舊約中的祭祀禮儀只是影子，已成
過去。信徒毋須再生活在恐懼與禁例的黑暗陰影裡，
已可與“眾聖徒在光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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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猶太傳統的駁斥: 2:18 不可讓人因著故意謙虛、和敬拜天使、就
奪去你們的獎賞．這等人拘泥在所見過的、隨著自己的慾心、無
故的自高自大、

•異端者思想，人太卑賤，不配直接敬拜至高的神，
只好敬拜天使，有天使把他們的敬拜和禱告轉達到
至高的神面前。這就是他們所見到的。其實這種見
地，完全是揣測，是毫無根據的。

•敬拜天使是當時的異端，他們敬拜加百列和米迦勒
等天使長。有些人揚言曾看見過天使，就自高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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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猶太傳統的駁斥: 2:19 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著他筋節
得以相助聯絡、就因 神大得長進。

•教會有基督為首，整個身體才能得到滋潤，關節筋
絡也可密切連結，發揮作用，活潑成長 。
•「不持定元首」：異端不再抓緊基督，而被吸引逐
漸轉向去追求基督之外的。
•「筋節得以相助聯絡」：意指頭是身體各部能夠發
揮正常聯繫並輸送養份的指揮中心，身體和頭一旦
脫節，便毫無生理。
•歌羅西教會內的異端中有主張天使崇拜的一群人,他
們認為人直接敬拜絕對者神是傲慢的行為,因此主張
敬拜低於神的天使才是謙卑。 25



對猶太傳統的駁斥: 2:20 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上的小學、為
甚麼仍像在世俗中活著、服從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
條呢。

•「不可拿」：或譯『不可接觸』，特指異端教訓中的克
制肉體的情慾(西二23)，例如不可接觸異性。
•「不可嘗」：特指禁戒食物(提前四3)，例如不可飲酒。
「不可摸」：或譯『不可拿動或處理』，與禁戒俗物有
關，亦與食物的條例有關。
•保羅在《羅馬書》十四14指出食物為神所賜，本無不潔
淨的，只是人以為不潔淨，在他才不潔淨。人應追求公
義、和平、喜樂，神的國不建在吃喝上，故不可本末倒
置。又警告,關於禁欲主義的。它把人所定的規定作為
得到神支持的手段來強行要求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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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ut.ibibles.net/112Colossians.htm#112-2:23
https://cut.ibibles.net/115Timothy1.htm#115-4:3
https://cut.ibibles.net/106Romans.htm#106-14:14


對猶太傳統的駁斥: 2:22 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導的。說到
這一切、正用的時候就都敗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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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五17)。『這些東西』
都不過是物質，本身沒有屬靈的價值，基督徒不應被這
些東西轄制。
•猶太人遵守人的傳統，卻離棄了神的誡命。這些歌羅西
異端的師傅也犯了同樣的毛病。今天我們若過分注重人
的命令和教訓，也會犯同樣的錯。
•這些謬誤的規條是把人的吩咐當作神的道理來教訓人。
飲食行為諸多禁忌，無非是出諸人的軟弱和恐懼。這些
教訓是經不起考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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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ut.ibibles.net/101Matthew.htm#101-15:17


對猶太傳統的駁斥: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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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私意崇拜」：指照著人自己的意思設計出來的信仰。
所有這類規條，只不過是賣弄小聰明，無謂的炫耀自己
在宗教上虔誠，竭力偽裝成謙卑的模樣；雖然實行嚴酷
無情的苦修，惡待己身，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放縱上，是
毫無真正價值的。
• 在生活中有節制，不放縱自己肉體的情慾本是應當的，
但聖經上從來沒有說過，我們可以單憑刻苦己身來達到
屬靈的地步。
•保羅接上提供出乎神的方法：治死在地上的肢體，脫去
舊人，穿上新人，用愛心聯絡全德（三5,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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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ut.ibibles.net/112Colossians.htm#112-3:5


結語

•保羅的關懷：保羅告訴歌羅西信徒，基督乃是神，
一切智慧和知識之積蓄處。

•對希臘派的異端：針對諾斯底式的哲學迷惑。稱他
們為「人的理學」，「虛空的妄言」，「人間的遺
傳」和「世上的小學」。惟有基督的豐盛，為信徒
一生的依靠。

•對猶太派的異端：不必遵守舊的律法典章，因為這
些都是後事(基督)的影兒。指出要依靠基督，有新
的割禮，新的生命，新的律法，和新的誇勝。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