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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課第四十二課 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
歌羅西書三5-四保羅書信的特色

先談論教義

真確的教義 一1-二3

錯謬的教義 二4-三4

根據教義

建立健康的基督徒生活生活

基督徒的言行

主題：「基督是你們的動機」

無論做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

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神。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三5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貪婪就
與拜偶像一樣。 6 因這些事，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 7 當你們在這些事中活著
的時候，也曾這樣行過。 8 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以及惱恨、忿怒、惡毒
（或作：陰毒）、毀謗，並口中污穢的言語。 9 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
和舊人的行為， 10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11

在此並不分希臘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
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 12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
愛的人，就要存（原文作穿；下同）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 13 倘若這
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
人。 14 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 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
你們心裡作主；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 16 當用各樣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或作：當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以各
樣的智慧），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 心被恩感，歌頌神。 17 無
論做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神。

‧個人生活‧家庭生活 ‧與世界的關係 ‧結語

當棄絕惡行，追求良善

前面經文 ─ 辯論性語氣

以下經文 ─ 激勵性語氣

「邪情私慾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

客觀的真理如何成為主觀的經歷？

信徒既與基督同死同復活，

一舉一動應有新生的樣式：

治死身體的惡行 ─脫去舊人

披戴基督的美德 ─穿上新人

‧個人生活‧家庭生活 ‧與世界的關係 ‧結語

三5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



不同於「禁慾主義」者 ─

一味要求克制肉體各種的慾望

真正已經是基督裡面的人

活出來的是基督的生命

會犯罪的老我舊生命蠢蠢欲動，

應用真理、釋放我們 ─

「治死在地上的肢體」如：

淫亂、污穢、邪情、惡慾、貪婪

‧個人生活‧家庭生活 ‧與世界的關係 ‧結語

耶穌已經成全救贖的恩典和真理，我們可以脫去舊人的行為

‧個人生活‧家庭生活 ‧與世界的關係 ‧結語

三10 穿上了新人。

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如同選衣服穿一樣

要選擇「穿上新人、脫去舊人」

生活裡會犯罪的影響力轄制我們

基督已經釋放我們不再受轄制

穿上新人 ─「披戴基督」

漸漸更新，目標 ─ 像我們的主

不是藉著克己才得救，

而是得救之後，有了蒙恩典的真理，才行得出來

‧個人生活‧家庭生活 ‧與世界的關係 ‧結語

三11 在此並不分希臘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
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

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

化外人 ─ 不熟悉希臘文化的人

西古提人 ─ 曾蹂躪猶太人，野蠻人

任何隔閡都不會在教會內存在

基督打碎了所有的障礙，接納所有人到祂面前到祂面前

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攔阻我們傳揚基督傳揚基督，

或阻攔任何人或信徒參與我們的團契。

上帝本性一切的豐盛有形有體的住在基督裡面基督裡面

我們在基督裡面也得了這樣的豐盛

‧個人生活‧家庭生活 ‧與世界的關係 ‧結語

三12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

就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

穿上新人穿上新人

保羅教導每天為神而活的方法 三12-17

在基督裡的新生命當中，

給我們一個新性情

是像耶穌、逐步成長的。

每一個心腸、美德、良善，耶穌都為我們預備好了

─ 在耶穌基督裡面，我們都是新造的人

存著什麼樣的心



‧個人生活‧家庭生活 ‧與世界的關係 ‧結語

每天為神而活的方法

2. 讓愛引導生活 三14「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

如果只有外在行為，卻沒有愛…
所有美德，都與愛緊緊聯繫在一起。

愛叫所有其他的德行都顯得美好，

實踐道德而沒有愛，做出來的東西反而會引起驕傲。

1. 學效基督憐憫、寬恕的心 三12-13

饒恕的秘訣，就是牢記神怎樣饒恕我們

覺察神無限量豐富的愛和饒恕，

可以幫助我們去愛和饒恕別人。

‧個人生活‧家庭生活 ‧與世界的關係 ‧結語

每天為神而活的方法

3. 讓基督的平安在我們心中做主

與人相處，統管內心，與人相和

對自己，在我們心裡作主 ─ 作裁判

我們所想的和所做的會不協調，

在自己裡面處理這些衝突的思想、心情

4. 要存感謝的心

5. 把基督的道理存在心裡

主的話代表我們與基督之間的關係，

常常提醒我們想起神的話

‧個人生活‧家庭生活 ‧與世界的關係 ‧結語

每天為神而活的方法

6. 活得有如耶穌基督的代理人 三17 都要奉主耶穌的名

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

都要榮耀神。

作為一個基督徒，

不管去甚麼地方、說甚麼話，

每一時刻都代表著基督。

當別人看見你或與你談話時，

他們從你我身上，

對基督會有甚麼印象呢？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三18 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這在主裡面是相宜的。
19 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不可苦待她們。 20 你們作兒
女的，要凡事聽從父母，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 21 你們作父親
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了志氣。 22 你們作僕人的，要
凡事聽從你們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
總要存心誠實敬畏主。 23 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主
做的，不是給人做的， 24 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裡必得著基業為賞
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25 那行不義的必受不義的報應；
主並不偏待人。四1 你們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僕人，因為知
道你們也有一位主在天上。

‧個人生活‧家庭生活‧與世界的關係 ‧結語



‧個人生活‧家庭生活‧與世界的關係 ‧結語

在每一個人際關係層面，雙方都有責任

彼此順服與愛護，包含服從、鼓勵、公平…

1. 丈夫與妻子 三18-19

基督徒的婚姻需要雙方的順服，

為著對方的好處而放棄個人的慾望，

以順服基督為最優先考量。

2. 父母與子女 三20-21

不要「惹兒女的氣」：惹兒女反感。

以致「失了志氣」

指「灰心喪志」、傷了自尊心

‧個人生活‧家庭生活‧與世界的關係 ‧結語

3. 主人與奴僕 三22-四1

聖經記載奴隸制度的狀況、並不表示贊同。

「順服」不是強權壓制下的「屈服」；

是因為順服基督的緣故而彼此順服。

保羅說明基督超越人與人之間的差異

僕人要殷勤為主人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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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僕人

辦公室的老闆、雇員，也要學習

按聖經原則活出基督徒生活

‧個人生活‧家庭生活‧與世界的關係 ‧結語

關係 順服原則

夫妻 三18-19 妻子：順服丈夫 丈夫：愛護妻子、不可惡待她

父子 三20-21 兒女：聽從父母
父母：不要苛責兒女，

免得他們灰心喪志

主僕 三22-四1 奴僕：順服主人 主人：公平合理地對待僕人

讀這種經文的時候

很喜歡「替別人讀」，讓我們為自己來讀

不是要求別人應如何，是自己活在真理中

聖經會負責 ─ 給我們力量、愛、智慧，活出這樣的真理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四2 你們要恆切禱告，在此儆醒感恩。 3 也要為我們禱
告，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能以講基督的奧祕（我為此
被捆鎖）， 4 叫我按著所該說的話將這奧祕發明出來。 5

你們要愛惜光陰，用智慧與外人交往。 6 你們的言語要常
常帶著和氣，好像用鹽調和，就可知道該怎樣回答各人。

‧個人生活 ‧家庭生活‧與世界的關係‧結語

信徒的本份



‧個人生活 ‧家庭生活‧與世界的關係‧結語

1. 祈禱 四2-4「恆切禱告，警醒感恩」

保羅請求歌羅西信徒為他禱告，

使他可以清楚地傳揚福音。

在他傳道的事工當中，

使這些人有份、一同參與。

留意是否有為別人或事情祈禱？

當有上帝公平公義的準則，

常容易指責別人的不對；

保羅提醒為每一件事「恆切禱告」。

‧個人生活 ‧家庭生活‧與世界的關係‧結語

2. 作見證 四5-6

5「愛惜光陰」

─ 把握時機作見證

6「言語要帶著和氣」─ 溫和得體

鹽可以防腐、調味

信徒要遠離污穢的言語，話語調上智慧，

使不信主的人容易接受所傳達的福音；

倘若我們的態度強硬，話語不給人轉寰的空間，

別人不接受我們這個人，更不會接受耶穌！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四7 有我親愛的兄弟推基古要將我一切的事都告訴你們。他是忠心的執事，和我一
同作主的僕人， 8 我特意打發他到你們那裡去，好叫你們知道我們的光景，又叫他
安慰你們的心。 9 我又打發一位親愛忠心的兄弟阿尼西母同去；他也是你們那裡的
人。他們要把這裡一切的事都告訴你們。 10 與我一同坐監的亞里達古問你們安。
巴拿巴的表弟馬可也問你們安。（說到這馬可，你們已經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們
那裡，你們就接待他。） 11 耶數又稱為猶士都，也問你們安。奉割禮的人中，只
有這三個人是為神的國與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裡得安慰的。 12 有你們那裡
的人，作基督耶穌僕人的以巴弗問你們安。他在禱告之間，常為你們竭力的祈求，
願你們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穩。 13 他為你們和老底
嘉並希拉波立的弟兄多多的勞苦，這是我可以給他作見證的。 14 所親愛的醫生路
加和底馬問你們安。 15 請問老底嘉的弟兄和寧法，並她家裡的教會安。 16 你們
念了這書信，便交給老底嘉的教會，叫他們也念；你們也要念從老底嘉來的書信。
17 要對亞基布說：務要謹慎，盡你從主所受的職分。 18 我保羅親筆問你們安。你
們要記念我的捆鎖。願恩惠常與你們同在！

‧個人生活 ‧家庭生活 ‧與世界的關係‧結語 ‧個人生活 ‧家庭生活 ‧與世界的關係‧結語

四70 一同作主僕人 － 我親愛的兄弟推基古

四10 一同坐監 － 亞里達古

四11 一同作工

身邊的同工常使保羅得安慰，

不是自顧自的服事，

是有同工、關係親蜜的。

求主幫助，讓我們的服事當中，

不只是作工有果效

同工之間情誼、聖徒相通，

是蒙神悅納的



禱告禱告
謝謝耶穌，你為我們捨身流血，

使我們得著你所賦予新的生命，

可以在地上建立美好、滋潤人的關係；

是你先給我們，使我們生命裡面可以活出來。

求你引導，讓我們每一天都願意活在真理裡，

願意脫下自己的想法，

穿上你的美德、你的性情，

用你的眼光來看、用你的思想來回應。

謝謝主做我們的智慧、良善，引導我們生命的主。

幫助我們，你就是我們服事的主、是建立我們的耶穌。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根據 三18-四1

基督徒在家庭生活方面的言行原則是什麼？

基督徒與世界的關係有哪兩方面的本份？

click 左下角 可以閱讀解答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根據 三18-四1

基督徒在家庭生活方面的言行原則是什麼？

基督徒與世界的關係有哪兩方面的本份？

順服的原則

4:2-6  祈禱、作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