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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新年營 主題信息 第 1 課 

■經文 / 歌羅西書 2:1-23 

■金句 / 歌羅西書 2:6,7 

就當遵祂而行（Continue to live in Him）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祂而行，在祂裏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 

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 
 

  新年快樂！2021年已經展開。回顧去年，我們會用哪句話來總結我們 2020年的信心生活呢？

新一年，我們又領受甚麼屬靈奔跑的方向呢？〈歌羅西書〉2 章將清楚的屬靈方向賜給我們——

「就當遵祂而行，在祂裏面生根建造。」祈求 神祝福我們這兩日〈歌羅西書〉的研讀，在 2021

年開始之時，為我們立定心志，活在基督，活出基督。 

 

I. 遵祂而行，在祂裏面生根建造（1-7） 

  請看第 1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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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等地盡心竭力。」歌羅西教會，並鄰近一帶的老底嘉、希拉波立教會(4:13)，是由以巴弗開拓

(1:7)，保羅從來沒有親自跟他們見過面。但保羅為他們作甚麼呢？「是何等地盡心竭力」(how 

much I am struggling)。通常人只會為自己的事盡心竭力，例如希特勒的著作《我的奮鬥》(My 

Struggle)，所寫的全部都是他自己的事。但是保羅並不是為自己而掙扎。雖然保羅當時正坐牢，

但是他關心的並非自己的事：自從他聽見歌羅西信徒的近況，便迎接他們作屬靈的兒女；當他知

道教會正面對的憂患，便以他們的憂患為自己的憂患，這就是保羅的掙扎（盡心竭力）。那麼，

當時歌羅西信徒正面對甚麼憂患呢？他們正受著四方八面的攻擊，外有橫行一時的希臘哲學，尤

其是諾斯底主義，內有頑固的猶太律法主義、敬拜天使等異端滲入教會，叫他們的信心動搖。 

 於是，保羅寫這封信的目的是甚麼呢？請讀第 2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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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看見歌羅西

信徒的問題，不單純由於外來的攻擊，根本問題是他們不太認識基督，信仰仍然停留在初階的水

平。保羅寫這封信，要為他們注射福音的疫苗，叫他們的心得保護，得安慰。這安慰不是從人而

來，而是從真實地認識基督而來。整部〈歌羅西書〉的中心思想，就是要信徒更認識基督，不是

只多認識一點點，乃是「豐豐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complete understanding，

完全的認識，「真知 神的奧秘就是基督」。保羅曉得當他們深深地認識基督，他們便能夠百毒

不侵，勝過任何的艱難。 

 基督是 神的奧秘。「奧秘」(mystery) 這詞語，在〈歌羅西書〉5 次出現。首先是 1:26,27：

「這道理就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秘，但如今向祂的聖徒顯明了。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秘

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裏成了有榮耀的盼望。」使徒保羅在〈哥林多

前書〉4:1 亦自豪地介紹自己是「 神奧秘事的管家」。這表示聖經的奧秘， 神救贖工作的奧

秘，就是耶穌。Michael Drosnin 寫了一本書叫《聖經密碼》（Bible Code），嘗試從一些橫行、

直行、斜行來解讀希伯來聖經，提出如果掌握了一些特別的方向，就能預測未來。這是很低層

次、近乎占卜的解讀。真正的 Bible Code，開啟聖經的鑰匙，就是耶穌。在舊約聖經裏，到處也

隱藏了耶穌。我們拿著這條鑰匙開啟舊約聖經，最後就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耶穌就是 神差派

的基督。 神的奧秘，就是耶穌道成肉身，謙卑降生馬糟；更大的奧秘，就是耶穌為我們罪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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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在十字架上，成就 神從創世以來命定的救贖計劃。 

 請看第 3 節：「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祂裏面藏著。」基督是 神隱藏的奧秘，是一

切智慧的寶藏。一切智慧知識，不是在哈佛圖書館或數據庫裏藏著，也不是在夾萬、保險箱、人

工智能裏藏著，乃是在基督裏藏著。因為是「藏著」，人往往不知道，甚至忽略其中的價值。

1867 年，美國國務卿西華德（Seward）用 720 萬美金向俄羅斯買了阿拉斯加，被嘲笑為「西華

德的大冰箱」（Seward’s icebox），俾錢買爛地，卻不知原來阿拉斯加埋藏著黑金——極豐富的

石油和礦物。馬太福音 13:44 說：「天國好像寶貝藏在地裏，人遇見了就把它藏起來，歡歡喜喜

地去變賣一切所有的，買這塊地。」這就是 神的奧秘——基督的價值，值得人窮盡所有的去

買。自古以來，人一直為尋求那解決人生問題的智慧而徬徨。孔子曾說：「朝聞道，夕死可

矣。」意思是早上若能聽聞那救世的道理，當晚死去也未嘗不可。今日世界各國竭盡智力，研發

疫苗，為對付新冠肺炎病毒；一年前香港面對著史無前例的社會分裂，有人提出「百萬求一

路」，如果有人能夠找到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可以獨得 100 萬，後來更加碼至 1000 萬。然而

真正解決人類問題的智慧，並不在疫苗、科學家或謀士的腦袋裏，乃是在基督裏藏著。在基督裏

面，有著 神從創世以來隱藏得救的智慧；在基督裏面，有 神創造我們的人生藍圖；在基督裏

面，有通往 神那裏的道路。藏在基督裏的智慧乃無窮無盡。 

 請看第 4,5 節：「我說這話，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語迷惑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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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豐豐足足地認識基督，得

著 神藏在基督裏面的智慧，世上任何花言巧語（fine-sounding arguments）都不能動搖我們。

坐在監裏的保羅最歡喜的事，不是自己可以放監，而是看見信徒循規蹈矩，信基督的心堅固。

「循規蹈矩」並不是空有律法主義的行為，而是他們回復重生時的屬靈秩序，過著有規律的屬靈

生活，例如由心而發地愛 神、愛人；清晨的時間默想 神的話，祈禱；讓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

(1:19)；與 神、與人擁有正確的關係，過正常的教會生活等。這是叫牧者保羅最感歡喜、快慰

的事。 

 請看第 6,7 節：「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祂而行，在祂裏面生根建造，信心堅

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這句話帶

領我們回想起初迎接耶穌基督作救主的時刻：原本我們活在罪惡、黑暗、死亡的權勢下，與 神

隔絕，心裏與 神為敵(1:21)；但是耶穌在十字架上擔當了我們的刑罰，解決我們的人生問題，

使我們脫離黑暗的權勢，遷進愛子的國裏(1:13,14)。我們在感激之中認信耶穌是主，立志一生一

世跟從主，盡心盡性地愛 神。保羅說：「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祂而行。」 

 「遵祂而行」(Continue to live in Him)，原文是「在基督裏面生活、行動」的意思。當我們接

受了主，主就屬於我們；我們不是有事才去找祂，因為耶穌住在我們裏面，我們也住在祂裏面。

當我們在肉體裏面，我們很容易發脾氣，嫉妒，狂傲，安逸，自私，貪婪；但當我們返回內室，

住在基督裏面，聖靈便感動我們，光照我們，叫我們饒恕人，謙卑，包容，免別人的債，愛弟

兄，顧念別人的需要，隨時悔改歸正。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有 神愛子的樣式。這就

是「遵祂而行」的生活。時代越來越艱難，世途越來越險惡，信徒更要留在藏著一切智慧知識的

基督裏面。 

 我們住在基督裏面，進一步就是「在祂裏面生根建造」(rooted in Him, built up in Him)。就好

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深深扎根地底的泥土，吸收豐富的養份，往上成長。一棵樹結果子的力

量，來自它的根。通常人會將人生的根建造在哪裏？可能是事業、友情、愛情、家庭、穩定的工

作、保險、分散的投資、買賣、對兒女的盼望……然而當這些版塊出現移動，人失去了他牢牢倚

靠的，他的人生便倒塌。接受了耶穌作主的我們，也知道要在耶穌裏面生根建造，但當我們遇見

學業和工作的困難，生活的壓力，便會快快倚靠自己的能力和經驗來面對，選擇暫時不禱告、不

吃天糧，將根伸往世上的享樂、情慾、上網、吃喝、購物、從人而來的安慰……然而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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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裂的水池」，不能夠給予我們真正的養份和滿足，漸漸地，我們的臉容也變得枯槁、憔悴，

結不出生命的果子。惟有耶穌是我們的生命之源，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祂裏面藏著。當

我們在基督耶穌裏面生根，藉著 神的說話，禱告，與主聯合，建立與耶穌親密、個人的關係，

便結出 神的品格、聖潔香氣的果子。 

然而要結果實，並非一朝一夕的事，故此需要長時間的忍耐。這就是「建造」(built up) 的過

程。就好像建造高樓，花最長時間、最大功夫的，不是表面看得見的建築，而是掘地、打樁，做

好那看不見的根基。當我們做好生根、建造的功夫，我們結出怎麼樣的果子呢？請再看 7 節下：

「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信心堅固」，代表人生不能被世

界任何的事物動搖；「感謝的心也更增長」(overflowing with thankfulness)，就是湧流出感恩、讚

美的生活。當我們將人生的房屋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上，即使面對患難、疾病、意外、死亡、時代

的風浪，也不會倒塌；而且，當我們深深地認識耶穌，在耶穌裏面生根建造，我們的生命自然充

滿感謝和讚美。我們心裏有的不再是疑惑、小信、埋怨和苦水，而是充滿讚美。在新的一年，我

們要將人生扎根在哪兒呢？祈求 神幫助我們立志在耶穌裏面生根建造，每日藉著每日吃天糧，

禱告，與主相交，得著從 神而來的智慧和力量，承擔使命，在彎曲悖謬的世代裏忍耐著結實，

信心堅固，湧流出對主的讚美。 

 

II. 你們要謹慎，持定元首（8-22） 

接著保羅告誡歌羅西信徒要防備的事情，包括世上的哲學、律法主義、在基督之外尋找另外

的敬拜對象等。當中保羅強調基督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10)，祂是宇宙中最大，是我們

唯獨敬拜的對象，是我們信仰的全部。 

首先要防備的是世上的哲學。請看第 8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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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理學和虛空的妄言」

（deceptive philosophy）指著當時盛行的希臘哲學，特別是諾斯底主義。哲學，是一套很有邏輯

性的思想理論，可以成為大學講堂的一門學科，聽起來很對，很高尚，卻是很容易迷惑人離開 

神。為甚麼呢？因為這些思想理論，往往建諸無神論之上，嘗試在否認 神之中尋找人生的目的

和意義。例如當時的諾斯底主義，主張神性和人性是分開的，所以有人主張對付肉體，藉禁慾、

苦行來使靈魂得救，聽起來很高尚；另一個極端是縱慾主義，主張放縱肉體情慾，不會影響靈魂

得救，事實上是合理化自己犯罪。這都是第 4 節所說的「花言巧語」，表面上很好聽，很吸引，

實際上卻是「虛空的妄言」，叫人沉淪、墮落。歷史上不少哲學家，最後的結局都是悲慘的。他

們縱然可以講出人生的某一個定義，某一句箴言，但是他們也是伏在虛空之下，不能救自己。即

使某些人間的道理聽起來很正確，但是這些道理不能拯救人脫離罪惡和死亡。當我們的心，被某

一套理學霸佔，自然無心讀聖經，漸漸地離開真道，對主的話失去信心，對聖經產生懷疑，信心

倒塌。我們要謹慎，讓 神的說話成為我們惟一的愛慕。任何理學，若是要叫我們對聖經失去興

趣，要叫我們對 神的說話失去信心，這些都是從撒但來的迷惑。這並非說我們不需要學習世上

的學問，但是我們要知道這些不過是「世上的小學」。惟有主的話，沒有一句是不帶能力的，能

真正拯救人。 

請看第 9,10 節：「因為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你們在祂裏面也

得了豐盛。他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諾斯底主義主張神性和人性分開，聖潔的 神無可能

住在人的肉身裏。保羅卻清楚指出「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面」。基督

不是一個抽象的哲學概念，而是實實在在道成肉身、降世為人的 神。 神的愛， 神的謙卑， 

神的智慧， 神的聖潔， 神一切豐富的能力，完完全全地在基督裏面彰顯出來。祂的言行，祂

的死而復活，通過不同的見證人記錄下來。我們通過迎接這位有形有體的耶穌基督為主，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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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這是當日歌羅西信徒和今日我們真實的經歷。今日我們再次認信道成肉身的

耶穌是我的基督，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便有形有體地居住在我們裏面，世上再高深的學問也不能

動搖我們。 

第二，防備律法主義。請看第 11節：「你們在祂裏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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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在耶穌裏面領受的一份寶貴禮物，就是那「不是人手所行

的割禮」，這是使我們脫去肉體情慾的割禮。這割禮是怎樣成就的呢？請看第 12 節：「你們既受

洗與祂一同埋葬，也就在此與祂一同復活，都因信那叫祂從死裏復活 神的功用。」猶太的律法

主義者，拿着刀來到外邦教會，主張只是認識基督並不足夠，信耶穌以外還要行割禮。但是保羅

強調真正的割禮是因為信心——「因信」那叫基督從死裏復活 神的大能，跟我們外在的行為完

全無關。我們起初是怎樣領受這割禮呢？請讀第 13-15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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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塗抹了在律例上所寫攻擊我

們、有礙於我們的字據，把它撤去，釘在十字架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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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得蒙重生，不是仗著自己有甚麼好行為，乃是仗著耶穌的十字架

——在我們軟弱還作罪人的時候，基督為我們的罪釘在十字架上。我們在聖潔無罪的主面前流下

憂傷痛悔的眼淚，領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禮」，罪不能在我們必死的身上作王。 神赦免我

們一切的過犯，看的不是我們的好行為，乃是看見我們裏面有基督。復活的基督徹底征服罪和死

亡的權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這裏「執政的、掌權的」所指的是撒但。在屬靈的爭戰

裏，我們不是仗著虔誠來誇勝，也不是仗著我們的恩賜、熱心、功勞來誇勝，我們乃是仗著基督

的十字架誇勝。耶穌在十字架上宣告「成了」，敗壞了撒但。耶穌早已經得勝了，我們是來誇勝

的。 

請看第 16,17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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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以色列人有三大節期：逾越節、五旬節、住棚節。這些

節期都是預表基督：逾越節預表基督為我們捨命、十字架的救贖；五旬節預表基督復活升天，聖

靈的豐收；住棚節預表將來在基督的國度與 神同住。猶太人執著節期形式上會做的事情，卻忽

略節期的主角乃是基督。我們信仰生活的行為都是「影兒」。如果我們只看重外在的形式、行

為，忽略裏頭與主的關係，認為有參加教會聚會，參與服侍，便是不錯的信心生活，那便是捕風

捉影，本末倒置。當我們只是在形式化的信仰上生根建造，我們的生命不會有任何改變，內心反

而容易變得老舊、自義和驕傲。耶穌是節期、月朔、安息日的主角，是我們信仰生活的全部。我

們不當望著自己或別人的影兒，乃仰望 神本體的真相耶穌基督。 

第三，防備故意謙虛地「敬拜天使」。請看第 18,19 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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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卷：這等人窺察所沒有見過的），隨著自

己的慾心，無故地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著祂，筋節得以相助聯絡，就因 神大得

長進。」敬拜天使的人主張直接去到聖潔全能的創造主 神面前是驕傲的，所以要崇拜作中保的

天使，這意味他們否定唯一的中保基督。最初跟敬拜天使的人相交，你會感到他很謙虛，很有風

度，實際上他們是假謙卑，被虛無的幻想麻醉，陷入驕傲。他們的問題是沒靠著作元首的基督。

所有異端的問題，都是不持定元首（lost connection with the Head）。基督是我們的元首。持定

元首，是我們信仰生活十分要緊的事。當我們全身靠著作元首的基督，基督的智慧和能力便源源

不絕地供應全身，我們便因 神大得長進；相反，我們不持定元首，便像一隻斷線的風箏，短暫

時間還可以在天上飛，最終卻失去影蹤。我們怎樣持定元首呢？就是尊主為大，絕對遵從主的話

過生活，除祂以外，我們別無愛慕；凡事在祂的面前屈膝，禱告，遵從祂的旨意。當整個教會尊

主為大，筋節便得以相助聯絡，基督的豐盛從上而下臨到教會，教會就大大蒙福；相反，如果筋

節出現了問題，沒連於元首，基督的豐盛便大打折扣。祈求主使我們在任何情況下，堅固靠著惟

一的元首基督，使我們因 神大得長進，滿有基督的身量（弗 4:13-16）。 

保羅就以上的話作出怎樣的總結呢？請讀第 20-23 節：「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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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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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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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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不當走回頭

路。我們的舊人已與基督同死。禁慾主義，律法主義，世上的小學，窺察所沒有見過的天使，對

我們的信仰生活毫無用處。我們認識了 神的奧秘耶穌基督，在基督裏成了新造的人，今日只要

我們持定元首，與祂深深聯合過生活，在一切事上已經可以仗著復活的基督誇勝。 

 總括來說，基督是 神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秘。得救的智慧，我們這時代的出路， 神向我

們這時代的救贖計劃，都豐豐富富地藏在基督裏面。我們要繼續掙扎在基督裏面成長，在祂裏面

生根建造，讓 神本性一切的豐盛有形有體地住在我們裏面。祈求 神祝福我們 2021 年努力地

「遵祂而行」，信心堅固，結出感謝和讚美的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