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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課第四十課

保羅除了為歌羅西教會的

信心和愛心感謝神，

還為他們在對神的知識上之長進禱告；

只有真認識神的人才能分辨異端，

行事為人對得起主。

要打擊異端，

要研究「真確的教義」是什麼。

面對「假鈔」，

就好好研究真鈔的特徵，

自然就能分辨假的鈔票。

真確的教義真確的教義
歌羅西書一3-二3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一3 我們感謝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常常為你們禱告； 4 因聽見你
們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並向眾聖徒的愛心， 5 是為那給你們存在天
上的盼望；這盼望就是你們從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聽見的。 6 這福
音傳到你們那裡，也傳到普天之下，並且結果，增長，如同在你們中
間，自從你們聽見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樣。 7 正如你們從我
們所親愛、一同作僕人的以巴弗所學的。他為我們（有古卷：你們）作
了基督忠心的執事， 8 也把你們因聖靈所存的愛心告訴了我們。9 因
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願你們在一切
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10 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
主，凡事蒙他喜悅，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的多知道神； 11 照他
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好叫你們凡事歡歡喜喜的忍耐寬
容； 12 又感謝父，叫我們能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

‧感恩與祈禱‧基督的位格 ‧基督成就了和平 ‧基督奧秘的顯明

主題：基督是你們的基業

異端強調某些「特殊知識」，保羅刻意不用這個詞。

我們得到救恩，不是因為「知道了甚麼」，

而是因著「認識基督」，認識基督就能認識神。

‧感恩與祈禱‧基督的位格 ‧基督成就了和平 ‧基督奧秘的顯明

相信人要得到某些特別知識，才能為神所接納，

即使宣稱自己已經是基督徒，單靠基督也不能得拯救。

異端 ─ 類似諾斯底主義

歌羅西信徒接受了福音，有了屬天盼望，

能把持信心，向其他聖徒有愛心的行動。

保羅讚賞信徒的「信心、愛心與盼望」。



保羅無論走到哪裡，都向他們傳揚福音，

相信保羅所傳福音的人，生命都有轉變。

‧感恩與祈禱‧基督的位格 ‧基督成就了和平 ‧基督奧秘的顯明

當福音傳到你們那裏，並且結果增長 一6

你我可有為主「增長」了甚麼？為了神的國、神的義

成為基督徒不單是開始了

生命的新一頁、立志為善，

更意味著我們與神

有了全新的關係。

信主的人有新的目標、方向、不一樣的態度和行為，

自然能為上帝結出果子來。

願你們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

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的多知道神；

照他榮耀的權能，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

好叫你們凡事歡歡喜喜的忍耐寬容；

又感謝父，叫我們能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

‧感恩與祈禱‧基督的位格 ‧基督成就了和平 ‧基督奧秘的顯明

為歌羅西信徒獻上禱告 一9-12

當世人強調知識的權威時，保羅提出另類看法：

諾斯底主義的異端 ─ 高舉知識

保羅指出知識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除非帶來生命的改變，叫人過正直的生活

‧感恩與祈禱‧基督的位格 ‧基督成就了和平 ‧基督奧秘的顯明

保羅為歌羅西信徒祈求

1. 讓他們藉著一切屬靈的智慧和悟性，

得以充足地認識神的旨意

2. 使他們能夠在各樣的善事上結果子

知識要累積，足夠提供生活的方向。

保羅希望歌羅西信徒有智慧，

更希望他們運用自己的智慧。

「認識神」不是少數人的專利，

神希望我們更多認識祂，

不斷的在信仰、生活當中，把信仰實踐出來。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一13 他救了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裡；
14 我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 15 愛子是那不能看
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16 因為萬有都是
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
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又
是為他造的。 17 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 18 他也是
教會全體之首。他是元始，是從死裡首先復生的，使他可以在凡
事上居首位。 19 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他裡面居住。 20

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
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感恩與祈禱‧基督的位格‧基督成就了和平 ‧基督奧秘的顯明

基督的身份與工作 一13-二3



‧感恩與祈禱‧基督的位格‧基督成就了和平 ‧基督奧秘的顯明

一12-14 從感恩開始

神的愛子替人贖罪，使信徒罪得赦免，

從黑暗勢力下得著釋放，得以遷進神愛子光明的國度。

一15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

「像」是「代表」的意思

在主耶穌「道成肉身」一事上清晰看見。

一15 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愛子是獨特的、與一切被造的迥然有別

一16-17 創造宇宙萬物的媒介、萬有為祂而造，

萬有靠祂而立，都在祂裡面而被造

‧感恩與祈禱‧基督的位格‧基督成就了和平 ‧基督奧秘的顯明

一16 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

「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

一19 叫一切的「豐盛」在他裡面居住

諾斯底主義認為：神明、天使受造物擁有神部份的性情

保羅：「一切的豐盛」有形有體的在耶穌基督裡面

保羅沒有標榜、僅指出它們是受造物，

耶穌是完全不同於這些受造物的。

一20 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

叫萬有 ─ 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 ─ 都與自己和好了

救恩帶來的和平、果效遍及宇宙萬有，因為耶穌本是萬有之首

‧感恩與祈禱‧基督的位格‧基督成就了和平 ‧基督奧秘的顯明

耶穌與神同等，而且祂自己就是神 ─

就是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正是神的代表

是萬物的首生者，是天國的長子，有著一切的權柄

權柄來自天上，是萬有的主，全然聖潔

這一位愛子

代表神

向我們啟示神

超越一切受造物

我們必須相信耶穌基督的神性，相信祂是神

否則我們的信仰就是空洞的、不當的、無意義的。

‧感恩與祈禱‧基督的位格‧基督成就了和平 ‧基督奧秘的顯明

保羅糾正歌羅西教會的誤解

假教師

神不會以人類肉身形態來到世界，
因為物質是邪惡的

不相信神創造世界，
因為聖潔神不可能創造邪惡的東西

基督並不是神的獨生子，
只是神與人之間眾多中間者之一

拒絕基督是拯救的源頭，
人只能藉著特別和神秘的知識找到神

保羅

基督是神的真像，祂就是神，
卻成為人，死在十字架上

耶穌基督是披戴肉身的神，
天地萬物的創造者

基督在萬有以前已經存在，
又是首先從死裡復活的

只有藉著基督，
人才能獲得拯救



‧感恩與祈禱‧基督的位格‧基督成就了和平 ‧基督奧秘的顯明

基督的死為世人提供了通往神的道路，

祂除去我們的罪，

使我們得與創造主建立一個正確的關係。

無限聖潔的神

人肉體本質上是敗壞的

極大的鴻溝

下
到
人
中
間

進
到
神
面
前 能夠與神和好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一21 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著惡行，心裡與他為敵。 22 但如今
他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都成了聖潔，沒有
瑕疵，無可責備，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 23 只要你們在所信的
道上恆心，根基穩固，堅定不移，不至被引動失去（原文是離
開）福音的盼望。這福音就是你們所聽過的，也是傳與普天下萬
人（原文是凡受造的）聽的，我保羅也作了這福音的執事。

‧感恩與祈禱 ‧基督的位格‧基督成就了和平‧基督奧秘的顯明

耶穌的肉體實在死了，

以肉身嘗盡了死亡的痛苦。

耶穌是神，卻面對了死亡，

祂所獻的祭是完全的，

真正能除去你我的罪。

‧感恩與祈禱 ‧基督的位格‧基督成就了和平‧基督奧秘的顯明

歌羅西信徒在信仰上的經歷

是普世信徒得與神和好的縮影，

所接受的福音也是傳給普世的福音。

神的要求是要他們把福音的盼望堅持到底。

異端「幻影說」：耶穌只是一個靈體，不是真正的人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一24 現在我為你們受苦，倒覺歡樂；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會，
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25 我照神為你們所賜我的職分作了
教會的執事，要把神的道理傳得全備， 26 這道理就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
奧祕；但如今向他的聖徒顯明了。 27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邦
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裡成了有榮耀的盼望。 28 我
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29  我也為此勞苦，照著他在我裡面運用的大
能盡心竭力。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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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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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祕，就是基督； 3 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裡面藏著。

‧感恩與祈禱 ‧基督的位格 ‧基督成就了和平‧基督奧秘的顯明

保羅忠於自己傳道的職分



‧感恩與祈禱 ‧基督的位格 ‧基督成就了和平‧基督奧秘的顯明

保羅從神那裏，領受了對普世教會的福音職分

─ 把神的奧祕傳講得明白，把人完全地引到神面前

要履行他的職分 ─ 辨明、證實福音，付上代價

在建立基督身體 ─ 教會，還須面對許多患難

保羅樂意在自己肉身上承擔一些患難。

一24「為教會，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奧秘」

異端：向一般人隱藏，小部分聰明賢達人士才知道

保羅：歷代所隱藏、如今神已向人公開顯明的信息

基督臨到外邦人，成為他們日後得榮耀的保證

‧感恩與祈禱 ‧基督的位格 ‧基督成就了和平‧基督奧秘的顯明

保羅履行職份 一28

假教師：靈性的完美是一個奧秘，隱藏、排他性的計畫，

只有少數特權人士才可以發現明白。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

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保羅：將神的話語完完全全的宣講出來，

神的計畫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秘」，

基督降世時，奧秘充足的向人顯明了。

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裡成了有榮耀的盼望」，

使祂的兒子耶穌基督住在每個信祂的人心中

‧感恩與祈禱 ‧基督的位格 ‧基督成就了和平‧基督奧秘的顯明

基督不只是遠遠、高高的坐在天上，

而是住在我們每一個人心裡 ─ 成了有榮耀盼望的基督。

傳揚福音─ 保羅表明這是他的職份

他樂意付代價

用各樣的智慧把人引到神面前

為了福音、為了別人生命的緣故，

他是盡心竭力

這位愛我們的耶穌

代表上帝、表明上帝，帶來救贖盼望

「諾斯底主義」：

諾斯底主義

重要而神秘的知識

是大部分信徒所不明白的

身體是邪惡的

基督並不是人，只是像人，「幻影」

保羅

基督供應我們所需要的知識
「神的奧秘就是基督；

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
都在他裡面藏著」二2-3

神自己成為有肉身的人 ─
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

耶穌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

‧感恩與祈禱 ‧基督的位格 ‧基督成就了和平‧基督奧秘的顯明

來自希臘文，意思為「知識」

諾斯底主義化身為許多哲學型態的思考，

需要熟悉主的話、掌握正確的聖經教義，才能戰勝異端。



禱告禱告

主阿！每當我們呼求你的時候，

我們承認我們對你的認識太少。

謝謝你藉著歌羅西的教導，我們真的認識 ─

你是一位全然聖潔、卻成為完全的人，

讓我們看見什麼是你所帶來的恩典、真理。

如果你不啟示、我們是完全不能知道的。

感謝你不只是親自完成了救贖，

更是賜下啟示的靈幫助我們認識真理、活在真理當中。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保羅為歌羅西信徒的祈禱

可歸納成哪兩個要點？一9-12

保羅以基督是神的愛子來說明祂的「位格」，

其中包含哪三方面的意義？

click 左下角 可以閱讀解答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保羅為歌羅西信徒的祈禱

可歸納成哪兩個要點？一9-12

保羅以基督是神的愛子來說明祂的「位格」，

其中包含哪三方面的意義？

一. 讓他們藉著一切屬靈的智慧和悟性，

得以充足地認識神的旨意

二. 使他們能夠在各樣的善事上結果子

一. 代表神

二. 向我們啟示神

三. 基督超越一切受造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