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

歌
羅
西
書

腓
利
門
書

35.歌羅西書&腓利門書_20170509.indd   1 2019/2/18   下午 03:22:34



2

目錄

前言 ‧‧‧‧‧‧‧‧‧‧‧‧‧‧‧‧‧‧‧‧‧‧‧‧‧‧‧‧‧‧‧‧‧‧‧‧‧‧‧‧‧‧‧‧‧‧‧‧‧‧‧‧‧‧‧‧‧‧‧‧‧‧‧‧‧‧‧‧‧‧‧‧‧‧‧‧‧‧‧‧‧‧‧‧‧‧‧‧‧‧‧‧‧‧‧‧‧‧‧‧‧‧‧‧‧‧‧‧‧‧‧‧‧‧‧‧‧‧‧‧‧‧‧‧‧‧‧‧‧‧‧‧‧‧‧‧‧‧‧‧‧‧‧‧‧‧‧‧‧‧‧‧‧‧‧‧‧‧‧‧‧‧‧‧‧‧‧‧‧‧‧‧‧‧‧‧‧‧‧‧‧‧‧‧‧‧‧‧‧‧‧‧‧‧‧‧‧‧‧‧‧‧‧‧‧‧‧‧‧‧‧

如何使用本書 ‧‧‧‧‧‧‧‧‧‧‧‧‧‧‧‧‧‧‧‧‧‧‧‧‧‧‧‧‧‧‧‧‧‧‧‧‧‧‧‧‧‧‧‧‧‧‧‧‧‧‧‧‧‧‧‧‧‧‧‧‧‧‧‧‧‧‧‧‧‧‧‧‧‧‧‧‧‧‧‧‧‧‧‧‧‧‧‧‧‧‧‧‧‧‧‧‧‧‧‧‧‧‧‧‧‧‧‧‧‧‧‧‧‧‧‧‧‧‧‧‧‧‧‧‧‧‧‧‧‧‧‧‧‧‧‧‧‧‧‧‧‧‧‧‧‧‧‧‧‧‧‧‧‧‧‧‧‧‧‧‧‧‧‧‧‧‧‧‧‧‧‧‧‧‧‧‧‧‧‧‧‧‧‧‧‧‧‧‧‧‧‧‧

正 文

歌羅西書簡介 ‧‧‧‧‧‧‧‧‧‧‧‧‧‧‧‧‧‧‧‧‧‧‧‧‧‧‧‧‧‧‧‧‧‧‧‧‧‧‧‧‧‧‧‧‧‧‧‧‧‧‧‧‧‧‧‧‧‧‧‧‧‧‧‧‧‧‧‧‧‧‧‧‧‧‧‧‧‧‧‧‧‧‧‧‧‧‧‧‧‧‧‧‧‧‧‧‧‧‧‧‧‧‧‧‧‧‧‧‧‧‧‧‧‧‧‧‧‧‧‧‧‧‧‧‧‧‧‧‧‧‧‧‧‧‧‧‧‧‧‧‧‧‧‧‧‧‧‧‧‧‧‧‧‧‧‧‧‧‧‧‧‧‧‧‧‧‧‧‧‧‧‧‧‧‧‧‧‧‧‧‧‧‧‧

歌羅西書研讀註釋 ‧‧‧‧‧‧‧‧‧‧‧‧‧‧‧‧‧‧‧‧‧‧‧‧‧‧‧‧‧‧‧‧‧‧‧‧‧‧‧‧‧‧‧‧‧‧‧‧‧‧‧‧‧‧‧‧‧‧‧‧‧‧‧‧‧‧‧‧‧‧‧‧‧‧‧‧‧‧‧‧‧‧‧‧‧‧‧‧‧‧‧‧‧‧‧‧‧‧‧‧‧‧‧‧‧‧‧‧‧‧‧‧‧‧‧‧‧‧‧‧‧‧‧‧‧‧‧‧‧‧‧‧‧‧‧‧‧‧‧‧‧‧‧‧‧‧‧‧‧‧‧‧‧‧‧‧‧‧‧‧‧‧‧‧‧‧‧‧‧‧‧‧‧‧‧

腓利門書簡介 ‧‧‧‧‧‧‧‧‧‧‧‧‧‧‧‧‧‧‧‧‧‧‧‧‧‧‧‧‧‧‧‧‧‧‧‧‧‧‧‧‧‧‧‧‧‧‧‧‧‧‧‧‧‧‧‧‧‧‧‧‧‧‧‧‧‧‧‧‧‧‧‧‧‧‧‧‧‧‧‧‧‧‧‧‧‧‧‧‧‧‧‧‧‧‧‧‧‧‧‧‧‧‧‧‧‧‧‧‧‧‧‧‧‧‧‧‧‧‧‧‧‧‧‧‧‧‧‧‧‧‧‧‧‧‧‧‧‧‧‧‧‧‧‧‧‧‧‧‧‧‧‧‧‧‧‧‧‧‧‧‧‧‧‧‧‧‧‧‧‧‧‧‧‧‧‧‧‧‧‧‧‧‧‧

腓利門書研讀註釋 ‧‧‧‧‧‧‧‧‧‧‧‧‧‧‧‧‧‧‧‧‧‧‧‧‧‧‧‧‧‧‧‧‧‧‧‧‧‧‧‧‧‧‧‧‧‧‧‧‧‧‧‧‧‧‧‧‧‧‧‧‧‧‧‧‧‧‧‧‧‧‧‧‧‧‧‧‧‧‧‧‧‧‧‧‧‧‧‧‧‧‧‧‧‧‧‧‧‧‧‧‧‧‧‧‧‧‧‧‧‧‧‧‧‧‧‧‧‧‧‧‧‧‧‧‧‧‧‧‧‧‧‧‧‧‧‧‧‧‧‧‧‧‧‧‧‧‧‧‧‧‧‧‧‧‧‧‧‧‧‧‧‧‧‧‧‧‧‧‧‧‧‧‧‧‧

問題討論

西1:1-23問題討論 ‧‧‧‧‧‧‧‧‧‧‧‧‧‧‧‧‧‧‧‧‧‧‧‧‧‧‧‧‧‧‧‧‧‧‧‧‧‧‧‧‧‧‧‧‧‧‧‧‧‧‧‧‧‧‧‧‧‧‧‧‧‧‧‧‧‧‧‧‧‧‧‧‧‧‧‧‧‧‧‧‧‧‧‧‧‧‧‧‧‧‧‧‧‧‧‧‧‧‧‧‧‧‧‧‧‧‧‧‧‧‧‧‧‧‧‧‧‧‧‧‧‧‧‧‧‧‧‧‧‧‧‧‧‧‧‧‧‧‧‧‧‧‧‧‧‧‧‧‧‧‧‧‧‧‧‧‧‧‧‧‧‧‧‧‧‧‧‧‧‧‧‧‧‧‧

西1:24-2:19問題討論 ‧‧‧‧‧‧‧‧‧‧‧‧‧‧‧‧‧‧‧‧‧‧‧‧‧‧‧‧‧‧‧‧‧‧‧‧‧‧‧‧‧‧‧‧‧‧‧‧‧‧‧‧‧‧‧‧‧‧‧‧‧‧‧‧‧‧‧‧‧‧‧‧‧‧‧‧‧‧‧‧‧‧‧‧‧‧‧‧‧‧‧‧‧‧‧‧‧‧‧‧‧‧‧‧‧‧‧‧‧‧‧‧‧‧‧‧‧‧‧‧‧‧‧‧‧‧‧‧‧‧‧‧‧‧‧‧‧‧‧‧‧‧‧‧‧‧‧‧‧‧‧‧‧‧‧‧‧‧‧‧‧‧‧‧‧‧‧

西2:20-3:17問題討論 ‧‧‧‧‧‧‧‧‧‧‧‧‧‧‧‧‧‧‧‧‧‧‧‧‧‧‧‧‧‧‧‧‧‧‧‧‧‧‧‧‧‧‧‧‧‧‧‧‧‧‧‧‧‧‧‧‧‧‧‧‧‧‧‧‧‧‧‧‧‧‧‧‧‧‧‧‧‧‧‧‧‧‧‧‧‧‧‧‧‧‧‧‧‧‧‧‧‧‧‧‧‧‧‧‧‧‧‧‧‧‧‧‧‧‧‧‧‧‧‧‧‧‧‧‧‧‧‧‧‧‧‧‧‧‧‧‧‧‧‧‧‧‧‧‧‧‧‧‧‧‧‧‧‧‧‧‧‧‧‧‧‧‧‧‧‧‧

6

8

14

20

92

98

37

61

73

35.歌羅西書&腓利門書_20170509.indd   2 2019/2/18   下午 03:22:35



3

西3:18-4:18問題討論 ‧‧‧‧‧‧‧‧‧‧‧‧‧‧‧‧‧‧‧‧‧‧‧‧‧‧‧‧‧‧‧‧‧‧‧‧‧‧‧‧‧‧‧‧‧‧‧‧‧‧‧‧‧‧‧‧‧‧‧‧‧‧‧‧‧‧‧‧‧‧‧‧‧‧‧‧‧‧‧‧‧‧‧‧‧‧‧‧‧‧‧‧‧‧‧‧‧‧‧‧‧‧‧‧‧‧‧‧‧‧‧‧‧‧‧‧‧‧‧‧‧‧‧‧‧‧‧‧‧‧‧‧‧‧‧‧‧‧‧‧‧‧‧‧‧‧‧‧‧‧‧‧‧‧‧‧‧‧‧‧‧‧‧‧‧‧‧

門1:1-25問題討論 ‧‧‧‧‧‧‧‧‧‧‧‧‧‧‧‧‧‧‧‧‧‧‧‧‧‧‧‧‧‧‧‧‧‧‧‧‧‧‧‧‧‧‧‧‧‧‧‧‧‧‧‧‧‧‧‧‧‧‧‧‧‧‧‧‧‧‧‧‧‧‧‧‧‧‧‧‧‧‧‧‧‧‧‧‧‧‧‧‧‧‧‧‧‧‧‧‧‧‧‧‧‧‧‧‧‧‧‧‧‧‧‧‧‧‧‧‧‧‧‧‧‧‧‧‧‧‧‧‧‧‧‧‧‧‧‧‧‧‧‧‧‧‧‧‧‧‧‧‧‧‧‧‧‧‧‧‧‧‧‧‧‧‧‧‧‧‧‧‧‧‧‧‧‧‧

短 文

希臘 羅馬的書信格式 ‧‧‧‧‧‧‧‧‧‧‧‧‧‧‧‧‧‧‧‧‧‧‧‧‧‧‧‧‧‧‧‧‧‧‧‧‧‧‧‧‧‧‧‧‧‧‧‧‧‧‧‧‧‧‧‧‧‧‧‧‧‧‧‧‧‧‧‧‧‧‧‧‧‧‧‧‧‧‧‧‧‧‧‧‧‧‧‧‧‧‧‧‧‧‧‧‧‧‧‧‧‧‧‧‧‧‧‧‧‧‧‧‧‧‧‧‧‧‧‧‧‧‧‧‧‧‧‧‧‧‧‧‧‧‧‧‧‧‧‧‧‧‧‧‧‧‧‧‧‧‧‧‧‧‧‧‧‧‧‧‧‧‧‧‧‧‧‧‧‧

奧祕 ‧‧‧‧‧‧‧‧‧‧‧‧‧‧‧‧‧‧‧‧‧‧‧‧‧‧‧‧‧‧‧‧‧‧‧‧‧‧‧‧‧‧‧‧‧‧‧‧‧‧‧‧‧‧‧‧‧‧‧‧‧‧‧‧‧‧‧‧‧‧‧‧‧‧‧‧‧‧‧‧‧‧‧‧‧‧‧‧‧‧‧‧‧‧‧‧‧‧‧‧‧‧‧‧‧‧‧‧‧‧‧‧‧‧‧‧‧‧‧‧‧‧‧‧‧‧‧‧‧‧‧‧‧‧‧‧‧‧‧‧‧‧‧‧‧‧‧‧‧‧‧‧‧‧‧‧‧‧‧‧‧‧‧‧‧‧‧‧‧‧‧‧‧‧‧‧‧‧‧‧‧‧‧‧‧‧‧‧‧‧‧‧‧‧‧‧‧‧‧‧‧‧

新約中的「完全」 ‧‧‧‧‧‧‧‧‧‧‧‧‧‧‧‧‧‧‧‧‧‧‧‧‧‧‧‧‧‧‧‧‧‧‧‧‧‧‧‧‧‧‧‧‧‧‧‧‧‧‧‧‧‧‧‧‧‧‧‧‧‧‧‧‧‧‧‧‧‧‧‧‧‧‧‧‧‧‧‧‧‧‧‧‧‧‧‧‧‧‧‧‧‧‧‧‧‧‧‧‧‧‧‧‧‧‧‧‧‧‧‧‧‧‧‧‧‧‧‧‧‧‧‧‧‧‧‧‧‧‧‧‧‧‧‧‧‧‧‧‧‧‧‧‧‧‧‧‧‧‧‧‧‧‧‧‧‧‧‧‧‧‧‧‧‧‧‧‧‧‧‧‧‧‧‧‧

主後一世紀的歌羅西、老底嘉、希拉坡里 ‧‧‧‧‧‧‧‧‧‧‧‧‧‧‧‧‧‧‧‧‧‧‧‧‧‧‧‧‧‧‧‧‧‧‧‧‧‧‧‧‧‧‧‧‧‧‧‧‧‧‧‧‧‧‧‧‧‧‧‧‧‧‧‧‧‧‧‧‧‧‧‧‧‧‧‧‧‧‧‧‧‧‧‧‧‧‧‧‧‧‧‧‧‧‧‧‧‧‧‧‧‧‧‧‧‧‧‧‧‧‧‧‧‧‧‧‧‧‧‧‧‧‧‧‧‧‧‧‧‧

洗禮 ‧‧‧‧‧‧‧‧‧‧‧‧‧‧‧‧‧‧‧‧‧‧‧‧‧‧‧‧‧‧‧‧‧‧‧‧‧‧‧‧‧‧‧‧‧‧‧‧‧‧‧‧‧‧‧‧‧‧‧‧‧‧‧‧‧‧‧‧‧‧‧‧‧‧‧‧‧‧‧‧‧‧‧‧‧‧‧‧‧‧‧‧‧‧‧‧‧‧‧‧‧‧‧‧‧‧‧‧‧‧‧‧‧‧‧‧‧‧‧‧‧‧‧‧‧‧‧‧‧‧‧‧‧‧‧‧‧‧‧‧‧‧‧‧‧‧‧‧‧‧‧‧‧‧‧‧‧‧‧‧‧‧‧‧‧‧‧‧‧‧‧‧‧‧‧‧‧‧‧‧‧‧‧‧‧‧‧‧‧‧‧‧‧‧‧‧‧‧‧‧‧‧

　神的國（天國） ‧‧‧‧‧‧‧‧‧‧‧‧‧‧‧‧‧‧‧‧‧‧‧‧‧‧‧‧‧‧‧‧‧‧‧‧‧‧‧‧‧‧‧‧‧‧‧‧‧‧‧‧‧‧‧‧‧‧‧‧‧‧‧‧‧‧‧‧‧‧‧‧‧‧‧‧‧‧‧‧‧‧‧‧‧‧‧‧‧‧‧‧‧‧‧‧‧‧‧‧‧‧‧‧‧‧‧‧‧‧‧‧‧‧‧‧‧‧‧‧‧‧‧‧‧‧‧‧‧‧‧‧‧‧‧‧‧‧‧‧‧‧‧‧‧‧‧‧‧‧‧‧‧‧‧‧‧‧‧‧‧‧‧‧‧‧‧‧‧‧‧‧‧‧‧‧‧

保羅生平年表 ‧‧‧‧‧‧‧‧‧‧‧‧‧‧‧‧‧‧‧‧‧‧‧‧‧‧‧‧‧‧‧‧‧‧‧‧‧‧‧‧‧‧‧‧‧‧‧‧‧‧‧‧‧‧‧‧‧‧‧‧‧‧‧‧‧‧‧‧‧‧‧‧‧‧‧‧‧‧‧‧‧‧‧‧‧‧‧‧‧‧‧‧‧‧‧‧‧‧‧‧‧‧‧‧‧‧‧‧‧‧‧‧‧‧‧‧‧‧‧‧‧‧‧‧‧‧‧‧‧‧‧‧‧‧‧‧‧‧‧‧‧‧‧‧‧‧‧‧‧‧‧‧‧‧‧‧‧‧‧‧‧‧‧‧‧‧‧‧‧‧‧‧‧‧‧‧‧‧‧‧‧‧‧‧

圖 片

地圖─歌羅西、老底嘉、希拉坡里、以弗所的相對位置，並保羅寫作歌羅西書可能的地點 ‧‧‧‧‧‧‧‧‧‧‧‧‧‧‧‧‧‧‧‧‧‧‧‧‧‧‧‧‧‧‧‧‧‧‧

照片─凱撒利亞的遺址 ‧‧‧‧‧‧‧‧‧‧‧‧‧‧‧‧‧‧‧‧‧‧‧‧‧‧‧‧‧‧‧‧‧‧‧‧‧‧‧‧‧‧‧‧‧‧‧‧‧‧‧‧‧‧‧‧‧‧‧‧‧‧‧‧‧‧‧‧‧‧‧‧‧‧‧‧‧‧‧‧‧‧‧‧‧‧‧‧‧‧‧‧‧‧‧‧‧‧‧‧‧‧‧‧‧‧‧‧‧‧‧‧‧‧‧‧‧‧‧‧‧‧‧‧‧‧‧‧‧‧‧‧‧‧‧‧‧‧‧‧‧‧‧‧‧‧‧‧‧‧‧‧‧‧‧‧‧‧‧‧‧‧‧‧‧‧

照片─尼西亞的聖索非亞（Hagia Sophia）教堂 ‧‧‧‧‧‧‧‧‧‧‧‧‧‧‧‧‧‧‧‧‧‧‧‧‧‧‧‧‧‧‧‧‧‧‧‧‧‧‧‧‧‧‧‧‧‧‧‧‧‧‧‧‧‧‧‧‧‧‧‧‧‧‧‧‧‧‧‧‧‧‧‧‧‧‧‧‧‧‧‧‧‧‧‧‧‧‧‧‧‧‧‧‧‧‧‧‧‧‧‧‧‧‧‧‧‧‧‧‧‧‧‧‧‧‧‧‧

照片─伊斯坦堡（Istanbul）的聖艾琳（Hagia Irene）教堂 ‧‧‧‧‧‧‧‧‧‧‧‧‧‧‧‧‧‧‧‧‧‧‧‧‧‧‧‧‧‧‧‧‧‧‧‧‧‧‧‧‧‧‧‧‧‧‧‧‧‧‧‧‧‧‧‧‧‧‧‧‧‧‧‧‧‧‧‧‧‧‧‧‧‧‧‧‧‧‧‧‧‧‧‧‧‧‧‧‧‧‧‧‧‧‧‧‧

照片─無花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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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希拉坡里城門與市場的遺跡 ‧‧‧‧‧‧‧‧‧‧‧‧‧‧‧‧‧‧‧‧‧‧‧‧‧‧‧‧‧‧‧‧‧‧‧‧‧‧‧‧‧‧‧‧‧‧‧‧‧‧‧‧‧‧‧‧‧‧‧‧‧‧‧‧‧‧‧‧‧‧‧‧‧‧‧‧‧‧‧‧‧‧‧‧‧‧‧‧‧‧‧‧‧‧‧‧‧‧‧‧‧‧‧‧‧‧‧‧‧‧‧‧‧‧‧‧‧‧‧‧‧‧‧‧‧‧‧‧‧‧‧‧‧‧‧‧‧‧‧‧‧‧‧

照片─從老底嘉遺址遠眺希拉坡里的白崖壁 ‧‧‧‧‧‧‧‧‧‧‧‧‧‧‧‧‧‧‧‧‧‧‧‧‧‧‧‧‧‧‧‧‧‧‧‧‧‧‧‧‧‧‧‧‧‧‧‧‧‧‧‧‧‧‧‧‧‧‧‧‧‧‧‧‧‧‧‧‧‧‧‧‧‧‧‧‧‧‧‧‧‧‧‧‧‧‧‧‧‧‧‧‧‧‧‧‧‧‧‧‧‧‧‧‧‧‧‧‧‧‧‧‧‧‧‧‧‧‧‧‧‧‧‧‧

照片─歌羅西遺址的廢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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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信仰的核心是耶穌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與復活，

聖經則是這歷史事件不可或缺的見證。對於基督

信徒而言，舊約整體是個未完成的宏大敍事，這個敍事

一開始點出了人類罪惡的緣始，之後則談到　神為解決

人類罪惡，在人類歷史中一次又一次的行動。然而，罪惡

的問題，最終並未在舊約當中得到完全的解決。對於基

督信徒而言，耶穌基督受死復活，方為　神為解決人類

罪惡的終極行動，而新約中的福音書，便是為這事作見

證，使徒行傳與書信則見證了基督的十字架所帶來的影

響與新生活。

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與復活是歷史的事件，　神在舊約

中的許多行動，亦是在歷史中發生，新約的書信均有其歷

史背景，不僅如此，舊約的詩歌智慧書也各有其歷史場景。

但因為時空的距離，今日聖經的讀者往往因為不熟悉聖經

各書卷內容與背景所涉及的歷史風土、思想文化，以致閱

讀時無法全然掌握其中的信息。有鑑於此，本研讀本（新標

點和合本）系列（以下稱「本研讀本系列」）旨在提供聖經各

書卷所涉及的歷史風土、思想文化的資料，並說明其中的

文學安排與思路發展，以幫助今日的讀者跨越時空的鴻

溝，更深入明白聖經的信息，並對基督信仰的核心－耶

穌基督，有準確而合宜的認識。

為完成此一目的，本研讀本系列根據下述原則來進行

註釋的工作：

 ■ 註釋依據的經文為華人教會最為人熟知的和合本，

所用的版本為聯合聖經公會主後1989年出版的新標
點和合本聖經。

 ■ 直接根據當前最具權威的原文聖經校勘本註釋，舊

約採用德國聖經公會主後1977年出版之斯圖加特希
伯來文聖經（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同

時參酌希臘文七十士舊約譯本的傳統，新約採用聯

合聖經公會與德國聖經公會主後2014年出版之聯合
聖經公會希臘文新約（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 

Greek New Testament）第五版。和合本當年（主

後1890-1919年）翻譯時所依據的原文聖經，與今日

最佳的校勘本略有不同，為幫助讀者了解當前原文

聖經經文校勘的成果，舉凡新標點和合本聖經的翻

譯方式不同於上述原文聖經校勘本內文之處，均以

「宜作」的方式，標示出當前最佳原文聖經校勘本應

有的譯法。

 ■ 舊約的經文校勘僅能重建「馬索拉經文」的前身較

原始的樣貌，且仍有少數經文較原始樣貌的確實內

容，無法確定。新約方面雖有豐富的古抄本資料可

資重建經文的原始樣貌，但也仍有少數經文的原始

內容，無法確定。為反映此一現象，舊約方面，舉凡

聯合聖經公會「希伯來舊約文本計畫」（Hebrew Old 
Testament Text Project; HOTTP）研究成果中，不確定其

較原始內容（按此一計畫「較原始內容」為主前五世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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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編者

紀末到主後70年這一階段的經文樣貌），但對經文意

義會產生影響的異文（即古抄本內容不同之處）現

象，均呈現於註釋當中。而新約方面亦完整呈現聯

合聖經公會希臘文新約第五版中，所有不確定原始

內容，但對經文意義會產生影響的異文現象。

 ■ 從二次世界大戰戰後至今，聖經學術有着長足的發

展，「死海古卷」的發現與耶穌時代猶太教的研究均

帶來革命性的學術成果，使得今日對聖經的世界與

基督信仰開始萌發的時空，有更為深入的認識。因

此本研讀本系列特別要求在釋經、歷史、地理、考

古、文化等方面所根據的學術，均須為近二十年大

公教會聖經學術的成果與共識，對於學者尚未達成

共識的議題，本研讀本系列採用不同觀點並陳的方

式，以幫助讀者了解這些議題的廣度。

 ■ 對於聖經中難解的經文，本研讀本系列均盡可能加

以討論。然學術往往會受資料的侷限，以致無法有

令人滿意的答案，聖經學術亦然，當有此情況發生

時，本研讀本系列也會明白指出。但讀者可以確信

這類的聖經難題均不會影響聖經整體為「耶穌是基

督」所作的見證。另一方面，讀者也需留意，聖經並

非人類知識的百科全書，有些讀者感興趣的問題，

並非聖經本身所關心的題目，另有一些問題，則非

單靠聖經所能回答，這些問題均有賴其它神學類的

書籍來探討。

此外，鑑於以合訂本形式發行的研讀本有其頁數的限

制，本研讀本系列採用單行本發行的方式，以求所提供的

註釋與資料不會受到篇幅的限制。但另一方面，本研讀本

系列務求各單行本的內容不僅要言之有物，且應言簡意

賅，以最簡短的篇幅，將了解經文文意所需的訊息傳達給

讀者。

本研讀本系列各單行本的製作，從初稿到完稿，均經

過多次集體的審閱，其間並參酌公認代表當代學術共識與

現況的註釋書、聖經辭典、聖經百科、考古文獻，並歷史與

地理圖集，並對註釋內容逐字討論，以期內容深入淺出，文

字曉暢。本研讀本系列同工群深祈這些材料能使更多人明

白聖經萬古長新的信息，認識聖經所見證的耶穌基督，是

為至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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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設計

本書的主體為逐段的註釋，在主體之

前，為全書的簡介。本書的主體包含

了數個主要部分，分別為：經文欄、段

落前註釋、內文註釋、串珠、短文、其

它輔助材料，並靈修與查經材料。

本書主體的版面設計以對頁為

單元。經文欄 (1)與相應之段落前註
釋，從對頁的左上向下排列，並以漸

層分隔線(2)標示經文欄的結束。主體

的其它部分，則從分隔線下方開始，

至對頁的右下結束(3)。

簡介與主體各部分的設計詳述

如下：

簡介(4)：位於每卷聖經書卷之前，提供

該書卷的大綱(5)，並介紹該書卷
的主題，成書背景與年代，文學

特色，及其它有助於了解本書內

容之議題的討論。

如何使用本書

熟
悉本研讀本系列（以下稱「本書」）的設計，將幫助

讀者充分運用本書所提供的材料於研經、靈修，以

及小組查經當中。以下首先以圖文並用的方式，向讀者

介紹本書各頁面的設計。之後，將分別介紹運用本書於

研經、靈修、小組查經的方式，並與不同中文譯本並用時

的注意事項。最後，為本書使用之縮略列表。

1. 經文欄

2. 漸層分
             隔線

5. 大綱

4. 簡介

 d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宜作「是一

切受造物的首生者」（《思》）。此處「首生者」不應理解

為第一個受造之物，而是強調基督「長子」的身分（對

羅8:29；另參來1:6）。在古代社會，長子為家中產業

的繼承者，稱基督為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是表達

所有的受造物均屬於基督，如同是他的產業一樣

句引發主後四世紀亞流及亞他那修

亞流的觀點最後被判為異端

1:16 此處一連以「在他裏面造的」、「藉着他造的」、「為

他造的」，來描繪基督與創造之工的密切關係，分別

談到基督是創造的場景、創造的媒介、創造的目的。

本節使用「在……裏面」、「藉着……」、「為……」，與

1:19-20的手法完全一致且順序相同，兩處彼此呼應

	
a

1 6

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

；或是 b有位的，主治

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

藉着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

1 7 a他在萬有之先；b萬有也

靠他而立。1 8 a他也是 b教會全

。c他是元始，是 d從死

裏首先復生的，使他可以 e在

16因為萬有都是在他裏面

　　　造的

無論是天上的

能看見的

或是有權位的

或是執政的

一概都是藉著他為著他造的

17他在萬有之先

萬有也靠他而存在。

18他是身體（教會）的頭；

他是元始，

是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

好讓他在萬有中居首位。

執政者，和掌權者。

也為着他，上帝創造了

基督在萬有之先就

萬有也藉着他各得其所。

他是教會的頭，也就是他身體

他是新生命的源頭。他是

首先從死裏復活，目的是

新標點和合本 和合本修訂版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教思潮主張，宇宙間存在着許多靈體，它們能影響並

控制人類的命運。保羅強調，連當時的人所相信的這

些靈體，也都是透過基督才能存在。新約中與此處

類似的用語，見羅8:38-39; 林前2:6-8; 15:24; 腓2:10; 弗
1:21; 彼前3:22。另參2:10,15。

1:17-18 「他在萬有之先……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

為連接1:15-16與1:18後半-20的橋段（見1:15-20段落
前註釋）。此處「萬有」出現兩次，見以下討論。本句

強調基督在創造和救贖中的關鍵角色，藉此轉入下

一段（1:18後半-20）「基督是救贖之主」的主題。類似

的想法，見約1:1-3; 8:58; 來1:3。

1:17 a他在萬有之先 本句否定了基督是受造物的

觀念（見1:15「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註釋、簡

介之「在後世產生的議題」〔19頁〕）。

	
b萬有也靠他而立 宜作「萬有都在他裏面彼此

聯結」，可指世上一切受造之物，均仰賴基督而存在

（《和修》、《思》）。「在他裏面」，呼應1:16,19兩次的「在
他裏面」。另見1:4「在基督耶穌裏」註釋。

1:18 a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 宜作「他也是身體－教

會－的頭」（參《和修》、《思》），意為「他也是身體的

頭，這身體即是教會」。譯作「頭」的希臘文與弗1:22
「首」、2:10,19; 弗4:15「元首」、弗5:23「頭」希臘文同，

可指「根源」，亦可指「權柄」或「領導」。保羅書信常

稱教會是「基督的身體」，而基督是教會全體之首

（1:24; 羅12:5; 林前12:27; 弗1:23; 4:12,15）。

	
b

	
c

是教會全體之首」，以引介接下來

是救贖之主」的主題。

	
d從死裏首先復生的

首生者」，宜理解為「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

修》），與1:15「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
督為救贖之主。基督的復活

24,32; 林前15:20,23。

	
e在凡事上居首位 或作

《思》），強調基督的地位高於一切

15「首生的」或譯「長子」；18節
同。

16「在他裏面」或譯「藉著他」。

稱基督為一切受造物的 首生者」，是表達

如同是他的產業一樣。本

亞他那修之間基督論的爭

的觀點最後被判為異端，參簡介之「在後世

（本節「為……」與1:20「與……」希臘文同；另見1:15-

20段落前註釋、1:19-20、1:20註釋）。

a是靠他造的 宜作「在他裏面造的」，「他」指

b教會 該詞語的希臘文，主前五世紀時，曾

用來稱雅典的「公民大會」，亦用來泛指人群的聚

集，《七十士譯本》用該詞語來指以色列的百姓或

聚會（如申4:10; 9:10; 18:16; 23:2-4,8; 31:30; 士20:2; 

14 15

歌羅西書

歌羅西書

大綱

一、書信開頭（1:1-2）
二、感恩代禱（1:3-23）

1. 感恩（1:3-8）

2. 代禱（1:9-14）

3. 愛子頌（1:15-20）

4. 和好的福音（1:21-23）

三、保羅為收信人受苦委身（1:24-2:5）
四、主題：在基督裏生根建造（2:6-7）
五、在基督裏生根（2:8-19）

1. 基督的豐盛與得勝（2:8-15）

2. 基督的豐盛高過人間的規條（2:16-19）

六、與基督同死同活（2:20-3:4）
七、在基督裏建造（3:5-4:6）

1. 去舊換新（3:5-17）

2. 家庭生活（3:18-4:1）

3. 最後的勸勉（4:2-6）

八、書信結尾（4:7-18）

本書概覽

本書信所關切的主題為「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

當在他裏面行，在他裏面生根建造」（參2:6-7）。當時可能有
偏差的教導主張，人若要認識　神，獲得完整的救恩，必須

依循某些傳統或哲學的規矩（2:8），同時遵守飲食和節期
的特定儀式（2:16,20-21）。這些主張應是混合了猶太教和當
時文化的一些元素。

很可能為了這個緣故，在進入本書信的主體（2:6-4:6）
之前，本書信先高舉基督的身分和他所完成的工作，以「愛

作者

自初代教會起，教會傳統便根據1:1,23; 4:18，以保羅為本書

信作者。有些當代學者對這觀點有所保留，認為歌羅西書

與其它無爭議的保羅書信（如羅馬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

後書、加拉太書）之間，存在一些風格與神學上的差異，故

主張本書信為某位保羅的門徒，以保羅之名所撰寫。然而，

這些理由並不足以證明本書信確實出自另一個人的手筆

（見以下「與其它書信的關係」〔17頁〕）。本書信的註釋仍根

據書信內容，以保羅來稱呼本書信的作者。

收信人

本書信的收信人為歌羅西教會的眾信徒（1:2）。

歌羅西屬於羅馬治下的亞細亞省，位於以弗所往東

的羅馬大道上，距以弗所約200公里（約125英里）。歌羅西

與鄰近的老底嘉和希拉坡里（參2:1; 4:13,15-16），均位於呂

卡河（Lycus River）的河谷，接近呂卡河與米安德河（Meander 

River）的交會處，三城有共通的文化。主前五世紀時，歌羅

西是這區域的重要城市，但在新約時代其重要性已被西邊

的老底嘉所取代。保羅從未親臨此處（參1:4; 2:1），歌羅西、

老底嘉、希拉坡里的教會，應均為保羅的同工以巴弗所建

立（1:7）。另見47頁短文〈主後一世紀的歌羅西、老底嘉、希

拉坡里〉。

歌羅西教會的信徒，應以外邦人居多，其原因如下：(1)

本書信1:21提到收信人從前與　神是隔絕的，暗示了他們

外邦人的身分（另參1:27）；(2)2:16教導收信人不要受制於

歌羅西、老底嘉、希拉坡里、以弗所的相對位置，並保羅寫作歌羅西書可能的地點。另參47頁短文〈主後一世紀的歌羅西、老底嘉、希拉坡里〉。

子頌」指出基督是創造與救贖之主（1:15-20），來闡明基督
與萬有和好的福音（1:21-23），接着訴諸作者本身受苦的經
驗，來表明本書信的權威（1:24-2:5）。

本書信的主體（2:6-4:6），則以之前1:15-20「愛子頌」為

基礎，帶出「在基督裏生根建造」的主題（2:6-7）。本書信先
提醒歌羅西的信徒要持定元首，在基督裏「生根」，防備十

架以外無用的規矩或教導，因基督的救恩已豐盛有餘（2:8-
19）。接着他勸勉收信人，既然已與基督同死同復活，就應

當在價值觀、家庭、禱告生活上，「建造」在基督裏的新生

命（2:20-4:6）。

簡介

3. 主體的
     其它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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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欄：採三個譯本並列的方式呈

現，從左至右依序為新標點和

合本(6)、和合本修訂版(7)與現代

中文譯本修訂版(8)，三者均為聖

經公會版權所有的中文譯本。本

書用來標示註釋之經文為左欄

的新標點和合本，因此採較粗的字

體印刷，中欄的和合本修訂版與右

欄的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採較細的

字體印刷，為提供讀者參酌的經文。

段落前註釋：根據簡介中所列的大綱，在

各大、中、小段落的經文欄之前，提

供該段落內容的撮要與重點(9,11)。

本書所採用的分段方式，係根據當

前最新的聖經校勘本與晚近大公

教會的聖經學術，因此與經文欄三

個譯本原有的分段不盡相同。各大、

中、小段落之前的段落標題，為本書

所建議使用的標題，而經文欄各譯

本原有之標題(10)將以較小的字體，

向右對齊的方式，置於各譯本原有

段落標題的位置。

內文註釋：本書內文的註釋，有時針對一

節或數節的內容，有時針對一節當

中的句子或詞語，亦有時會針對新

標點和合本原有的小字，讀者可於

經文欄新標點和合本內文當中紅色

的標示得知：針對一節或數節的註

釋，範圍內的第一節節號會以紅色

印刷(12)；針對句子或詞語，以及小字

的註釋，在字串最開頭，會標示以紅

色的a,b,c 等字母(14,13)。

新標點和合本 和合本修訂版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體才能夠得到滋養，藉着關節筋

絡，互相連結，按照上帝的旨意逐

漸生長。

絡才得到滋養，互相聯絡，靠　神

所賜的成長而成長。

d筋節得以c相助聯絡，e就因　神

大得長進。

頌所提，被造的萬物都在基督裏彼此聯結（1:17）。

d

	
e就因　神大得長進 希臘文作「成長着　神的

成長」，指按着　神的心意而成長（參《現修》）。此處

提到「成長」，呼應1:6,10; 2:7成長的意象（見2:7「在他
裏面生根建造」註釋），因此「成長着　神的成長」應

與認識基督是主，並且在他裏面建造蒙　神喜悅的

的倫理生活，密切相關。

你們若」的語氣為「既然你們」（《現

思》、《呂》），保羅並非不確定收信人

是否與基督同死 而是要以此格式強調收信人「既

然」已與基督同死 。

	
a與基督同死 洗禮的意象。「同

死」暗示需要與之前 ，「同死」

也引介了2:20-23與 」的教導。

與基督同死同活（2:20-3:4）
本段以兩次的「你們若……」（2:20-21與3:1），指出信徒已與基督同死同活，呼應了2:12所提，信徒在洗禮中與基督同埋葬

同復活的意象。

既然已與基督同死，2:20-23指出，信徒就不該受制於無用的宗教規條，如此總結了之前2:8-19「在基督裏生根」的教

導。既然已與基督同活，3:1-4則指出，信徒的生活應以基督為中心，以此引介了之後3:5-4:6「在基督裏建造」的倫理教導。

另參2:6-7段落前註釋。

基督裏的新生活
20-21你們若是a與b基督同死，c脫

離了世上的小學，為甚麼仍像在

世俗中活着、服從d那「不可拿、不

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條呢？

22這都是a照人所吩咐、所教導的。

說到這一切，b正用的時候就都敗

壞了。23a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

之名，用b私意崇拜，自表謙卑，

基督裏的新生活
20-21既然你們與基督同死而脫離

了世上粗淺的學說，為甚麼仍像

生活在世俗中一樣，去服從那「不

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

條呢？22這些都是根據人的命令

和教導，論到這一切都是一經使

用就都敗壞了。23這些規條使人

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

與基督同生死
20-21既然你們跟基督同死，擺脫

了那些星宿之靈，你們為甚麼仍

然跟世俗的人一樣生活，繼續守

「不可動這個，不可嘗那個，不可

摸這個」這一類的禁忌呢？22這

類東西一經使用就完了，因為它

們無非是人的規例和教訓的產

物。23從表面看，崇拜天使、故作

歌羅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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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如何使用本書

7. 和合本修訂版

8. 現代中文譯本
   修訂版

10. 經文原有標題

11. 中段落前註釋

經文原

有註腳

12. 針對一節或
   數節註釋的
  標示,第一節
   節號為紅色

13. 針對小字註
   釋的標示

14. 針對句子或
   詞語的標示

9. 大段落前註釋

你們若」的語氣為

思》、《呂》），保羅

而是要以此格式強調收信人

新標點和合本 和合本修訂版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基督和他的工作
15基督是那看不見的上帝的

父，使你們配與眾聖徒在光明中

分享基業。13他救了我們脫離黑

暗的權勢，遷移到他愛子的國度

裏。14藉著他的愛子，我們得蒙救

贖，罪得赦免。

15愛子是那看不見的　神之

b叫我們能與眾c聖徒de在光明中

同得f基業。13他救了我們脫離a黑

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b愛子的

國裏；14我們在愛子裏a得蒙救贖，

罪過得以赦免。

1 5 a b愛子是 c那不能看見

 b叫我們能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 「我

們」，有古抄本作「你們」，原始經文較可能為「你們」

（《現修》、《和修》、《呂》）。本句宜作「就是那使你們得

以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分享基業的」，用來說明本節所

感謝的「父」。本節可與1:11後半合併，譯作「歡歡喜喜

地感謝父，就是那使你們得以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分

享基業的」，或「歡歡喜喜地感謝那使你們得以與眾

聖徒在光明中分享基業的父

 

	

	

 

族所得的地業，是　神賜福百姓的具體表徵。此處保

羅以舊約　神賜福眾以色列民的意象，轉用在信徒

身上：以色列各家所承受的產業是所分得的地，眾聖

徒所承受的產業則為　神光明的國度。

1:13-14 此處對1:12（或1:9後半-12）的父　神，提供了

進一步的描述，並在1:13後半引入「愛子」的主題，用

以引介1:15-20的愛子頌。

1:13 a黑暗的權勢 「黑暗」與前文1:12「光明」相對。

「黑暗的權勢」指一切與　神作對、轄制人類的勢力。

 黑暗的權勢」相對。「愛

對耶穌類似的稱呼，另參太3:17; 
3:22; 20:13; 彼後1:11）。「愛子
但應與「　神的國」有關

　神的國（天國）〉）。此處

1:14 a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 希臘文作「有救贖－

罪的赦免」，指救贖的意義，即為罪得赦免（參《現

修》）。

1:15 a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　神的像 為單元(1)的開
頭（見1:15-20段落前註釋）。

	
b愛子 「愛子」希臘文作「他」，指1:13-14的「愛

子」，即基督。

 

1:14（弗 1:7）

本段並未直接使用本段並未直接使用「「愛子愛子」」一詞一詞（《（《和和》》1:151:15的的「「愛子愛子」」希臘文作希臘文作「「他他」），」），但本段的內容均是要來頌讚但本段的內容均是要來頌讚

子子」。」。保羅保羅在此可能是插入了初代教會的讚美詩在此可能是插入了初代教會的讚美詩（（注意本段並無上下文不斷出現的注意本段並無上下文不斷出現的

本段可分為三個單元本段可分為三個單元：：(1)(1)1:15-161:15-16；；(2)(2)1:17-181:17-18前半前半；；(3)(3)1:181:18後半後半-20-20。。單元單元(2)(2)可視為連接首尾兩個單元的橋樑可視為連接首尾兩個單元的橋樑，，而首而首

尾的兩個單元尾的兩個單元，，在內容與用語上則有排比之處在內容與用語上則有排比之處：：

■■單元單元(1)(1)指出愛子基督為指出愛子基督為「「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見見1:151:15「「是首生的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註釋註釋），），談到基督是創造之談到基督是創造之

主主；；單元單元(3)(3)則指出愛子是則指出愛子是「「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見見1:181:18「「從死裏首先復生的從死裏首先復生的」」註釋註釋），），強調基督是救贖之主強調基督是救贖之主。。

■■在在1:151:15與與1:181:18之後之後，，緊接的緊接的1:161:16與與1:19-201:19-20亦呈現對稱的結構亦呈現對稱的結構：：兩者均以兩者均以「「因為因為」」開始開始（（分見分見1:161:16與與1:191:19），），並出現次序並出現次序

相同的三個片語相同的三個片語「「在他裏面在他裏面」（」（1:16,191:16,19）、「）、「藉着他藉着他」（」（1:16,201:16,20）、「）、「為他為他」」或或「「與他與他」（」（兩者希臘文同兩者希臘文同；；1:16,201:16,20）。）。

■■首尾的兩個單元均出現首尾的兩個單元均出現「「天上的和地上的萬有天上的和地上的萬有」（」（1:16,201:16,20），），彼此呼應彼此呼應。。而單元而單元(2)(2)的的1:171:17兩次出現兩次出現「「萬有萬有」，」，則將單元則將單元

(1)(1)與與(3)(3)連接起來連接起來，，指出萬有的創造與萬有的救贖指出萬有的創造與萬有的救贖，，都與基督息息相關都與基督息息相關。。

本段凸顯基督在創造之工及救贖之工的關鍵角色本段凸顯基督在創造之工及救贖之工的關鍵角色，，應是要以此來處理應是要以此來處理歌羅西歌羅西教會當中的一些錯謬教會當中的一些錯謬，，使基督這位使基督這位

創造與救贖之主創造與救贖之主，，成為信徒信仰的中心和倫理生活的基礎成為信徒信仰的中心和倫理生活的基礎（（見簡介之見簡介之「「成書背景與寫作目的成書背景與寫作目的」」〔〔1717頁頁〕〕）。）。

本段部分的用語和觀念本段部分的用語和觀念（（如如「「主治的主治的，，執政的執政的，，掌權的掌權的」、「」、「萬有萬有」、」、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是元首等基督是元首等），），亦見於亦見於弗弗1:20-231:20-23。。

愛子頌（1:15-20）

歌羅西書歌羅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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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5

基督是那看不見的上帝的
　神的國（天國）〉）。此處

），而使用「愛子的國」，

新標點和合本 和合本修訂版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教導信徒不要受制於偏差教導所強調的那些飲食節教導信徒不要受制於偏差教導所強調的那些飲食節

如此如此，，便是在基督裏生根便是在基督裏生根（（見見

16所以，不要讓人在你們的飲

食、節期、月朔，或安息日這些問

題上用條例束縛你們。17這一切

不過是將來之事的影兒；基督才

是實體。18不要讓那些堅持有特

殊遠見、故作謙虛、崇拜天使的人

使你們喪失了得獎的機會。他們

隨着人的幻想，無故狂妄自大，

19跟元首基督斷了聯繫。其實，只

有從身體的頭，就是基督，整個身

16所以，不要讓任何人在飲食

上，或節期、初一、安息日等事上

評斷你們。17這些原是未來的事

的影子，真體卻是屬基督的。18不

要讓人藉著故作謙虛和敬拜天使

這等人拘泥在

隨著自己的慾

望無故地自高自大，19不緊隨元

由於他全身藉著關節筋

16所以，不拘在飲食上，或節

期、月朔、安息日都a不可讓人論

斷你們。17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

那形體卻是基督。18不可讓人因

着a故意謙虛和b敬拜天使，就奪

去你們的獎賞。這等人b拘泥在所

見過的（
c 有古卷：這等人窺
察所沒有見過的），

a隨着自

己的慾心，無故地自高自大，

持定b元首。b全身既然c靠着他

2:18 

 a

 b

 c

a

 b

	
c

18 有古卷是「這等人窺察所沒有
見過的」。

2:16 本節所提的，較可能是猶太教飲食和節期的條

例。「飲食」的條例可能與猶太教區分潔淨與不潔淨

的食物有關（見利11:1-47; 申14:3-4）。「節期」、「月朔」、

「安息日」應為每年、每月、每週固定的宗教聖日：猶

太人的節期包括逾越節、住棚節、新年、贖罪日等，

其規定分見出23:14-16; 利23:1-44; 申16:1-17；「月朔」

或作「月初」、「新月」（參《和修》、《呂》），其規定見民

10:10; 28:11-15；「安息日」的規定，見出20:8-11; 申5:12-
15。有學者認為，本節所談飲食的禁忌，也可能包含

當時某些禁慾思想的影響，但若有此成分，其確切內

容不詳。

	
a不可讓人論斷你們 指不要讓人用本節提到飲

食和節期的規條束縛你們（參《現修》）。

2:17 此處的「影兒」和「形體」可能與柏拉圖（Plato，
主前約429-347年）的哲學用語有關。柏拉圖認為，

真實存在的是永恆不變的概念（如「椅子」的抽象概

念），日常生活所見到的物件（如各式各樣的椅子）僅

是永恆實體在世上暫時的投影。按此理解，此處的

「形體」可作「實體」（《思》）、「真體」（《和修》、《呂》）。

保羅可能是藉「實體」與「影兒」的觀念，來對比基督

與人間的條例：就時間來說，各樣的條例（特別是

猶太教的律例）都先於基督，基督只是「後來之事」

（《和》作「後事」）；但就本質而言，這些先有的規條都

是暫時的，後來的基督才是真正重要、永恆不變的。

2:16（羅 14:1-6）2:19（弗 4:16）

默想

歌羅西書

58

2:16

6. 新標點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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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書

　　在內文註釋欄內，亦會以紅色標

示所註釋的經節範圍(17)，或以紅
色的a,b,c等字母，來標示句子或

詞語(16)，以及小字的註釋(15)。為
標示註釋的性質並方便檢索，本

書運用十種不同的圖示(右26)，置
於個別註釋之前（最多為兩個圖

示），所使用的圖示如下，

釋義

校勘（古抄本中不同內容的訊
息）

歷史

地理

文化

思想（特別是在舊約或新約中
所出現的思想觀念）

動物

植物

器物

人物

串珠：聖經中一卷書的作者有時會

直接引用其它書卷的內容，有

時則以間接暗示的方式使用，

有時不同書卷會共同談到類似

的想法或題目。多數的情況，這

類訊息會在內文註釋中說明，

然部分非常明顯、無須特別說

明的情況，會置於漸層分隔線

的下緣 ( 1 8 )，內文註釋開始之
前，供讀者參考。而新標點和合

本已標註的舊約的平行經文與

福音書的對觀經文，將不在串

珠欄中重複。

短文：有些與背景有關的訊息或需要

討論的重要議題，因為出現次數

頻繁，或者因為並非與特定經節

15. 針對小
              字的標
              示與註
              釋

感恩代禱（1:4-7）
保羅採用當時基督信徒撰寫私人信函的慣用格式，問安之後，接着是感恩代禱（見21頁短文〈希臘羅馬的書信格式〉）。

本書信從此開始，以單數的方式稱呼收信人，顯示腓利門方為本書信的寫作對象（與1:1後半-2所列的收信人比較）。

保羅在此刻意未提阿尼西謀，卻特別着墨於腓利門的愛心與信心（1:5,6,7），應是為保羅在本文中的要求鋪路。

1:4 雖不能據此推論保羅與腓利門曾經謀面認識，但

此處的用語暗示，彼此至少知道對方。另參1:19「你自

己也是虧欠於我」註釋。

1:5 宜作「因聽說你對眾聖徒的愛心，並向主耶穌的

信心」（參《現修》、《和修》）。本節希臘文的順序為「聽

見你的愛心和信心，就是你向主耶穌的和對眾聖徒

的」，為交錯對稱的語法結構，「愛心」與「對眾聖徒

的」對應，「信心」與「向主耶穌的」對應，故應採前述

的方式理解，不宜理解為「因聽說你向主耶穌和眾聖

徒有愛心有信心」（《和》小字）。

	
a主耶穌 見西1:3「主」、西1:1「基督耶穌」註釋。

	
b聖徒 見西1:2「聖徒」註釋，1:7「聖徒」同。

	
c見本節註釋。

1:6 本節語意模糊，以致翻譯方式分歧，希臘文作

「以致你信仰的分享有功效，在我們裏面向着基督

各樣的善的知識上」（參本節「你們」註釋），按中文

的語法，可理解為「以致在我們裏面向着基督各樣

的善的知識上，你信仰的分享有功效」，句首的「以

致」指出，本節為1:4感恩的代禱所引介的內容（參

《和》、《現修》、《和修》譯法）。細節見以下討論。

	
a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 希臘文作「你信仰的分

享」或「你信仰的團契」（參《現修》、《呂》），可指：(1)

腓利門因信仰的緣故所表現出對他人的分享（參

《思》）；(2)腓利門在信仰中與其他信徒團契的經驗

b

e

心，大有快樂，大得安慰，因眾聖

徒的b心從你b得了暢快。

腓利門的愛心和信心
4我在禱告中記念你的時候，

常為你感謝我的　神，5因聽說你

對眾聖徒的愛心，和你對主耶穌

的信心。6願你與人分享信心的時

候，能產生功效，讓人知道我們

所行的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

的。7弟兄啊，由於你的愛心，我得

到極大的快樂和安慰，因為眾聖

徒的心從你得到舒暢。

腓利門的愛心和信心
4腓利門弟兄啊，我每次禱告

的時候都提到你，常常為你感謝

我的上帝；5因為我聽到你對所有

的信徒都有愛心，對主耶穌有信

心。6我求上帝使我們能夠藉着在

同一信仰裏的團契，更深刻地體

會到與基督連結而有的一切好

處。7親愛的弟兄啊，你的愛心給

了我極大的喜樂和鼓勵；所有的

信徒也因你而覺得愉快。

新標點和合本 和合本修訂版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參《現修》）；(3)他人因腓利門的信心與愛心（1:5）而
分享了他的信仰。此處三者均有可能。

	
b顯出功效 指有具體可見的表現。

	
c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的 希臘

文作「在我們裏面向着基督各樣的善的知識上」。

「我們」，見本節「你們」註釋，「我們裏面」，指在信

仰群體中的人裏面，或在這些人當中。本句指出

「信仰的分享（團契）」應該在產生「各樣的善的知

識」這一方面，「顯出功效」。此處並未明指「各樣的

善」為何，但按其它保羅書信的用法（如羅12:9,21; 
13:3,4; 14:16; 15:2; 帖前5:15），較可能指各樣的善行
（參《和》、《和修》），但也不能排除指從　神而來的

美善（參《現修》），而這兩種理解並不互斥。本句也

未交代何者將擁有「各樣的善的知識」，可以是腓

利門，即腓利門信仰的分享，將令他自己更認識到，

在信徒裏面從　神而來各樣的善為何（參《現修》、

《思》）；但擁有這知識的，也可以是其他人，即他人

將因為腓利門信仰的分享，認識到在信徒裏面各樣

的善行為何（參《和》、《和修》、《呂》）。

 d你們 有古抄本作「我們」，原始經文較可能

為「我們」（《和修》）。此處「我們」應同時包含作者與

收信人，用來泛指在信仰群體中的人。

 e為基督做的 希臘文作「向着基督」，有幾

種可能的理解：(1)「為了基督」，即為了基督的緣故

（《和》、《和修》、《思》）；(2)「直到基督」，指直到基督再

來；(3)為「在基督裏」的另一種說法（《現修》）。此處三

種理解均有可能，無論採用何種解釋，本節的「各樣

善的知識」均與對基督的信仰有關。「基督」，見西1:1
「基督耶穌」註釋。

1:7 a兄弟啊 或作「弟兄啊」（《現修》、《和修》、

《思》、《呂》），見1:16「親愛的兄弟」註釋。

 b心……得了暢快 譯作「心」的希臘文原指

內在的臟腑，在希臘文化中被認為是人情感之所

在，故該詞語亦用來指存在於人內裏的情感。此處

「心……得了暢快」為一伏筆，見1:20「我的心……得

暢快」註釋。

6 有古卷是「你們」。

1:4-7
保羅為腓利門的感恩代禱，如何為他接下來的

勸說鋪路？保羅在此的做法，有甚麼我可以學

習之處？

默想

腓利門書1:4 腓利門書 1:7

19. 照片

20. 短文

16. 針對句
              子或詞
              語的標
             示與註
             釋

18. 串珠

圖示

新標點和合本 和合本修訂版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11你們已經在基督的生命裏受

了割禮；這割禮不是人為的，而

是他使你們擺脫肉身罪性的割

禮。12因為，你們受洗禮的時候，

你們是跟基督一同埋葬；你們受

洗禮的時候，也藉着信那使他復

活的上帝的作為跟他一同復活。

13從前，因為你們有罪性，又是沒

有法律的外邦人，你們在靈性上

是死的。但是，上帝使你們跟基

督一同再活過來。他赦免了我們

一切的過犯，14取消了那對我們

不利、法律上束縛我們的罪債記

錄，把它釘在十字架上，毀掉了它

人手所行的割禮，而是使你們

脫去肉體情慾的基督的割禮。

12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

就在此禮上，因信那使他從死人

中復活的　神的作為跟他一同

復活。13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

割禮的肉體中死了，　神卻赦免

了你們一切的過犯，使你們與

基督一同活過來，14塗去了在律

例上所寫、敵對我們、束縛我們

的字據，把它撤去，釘在十字架

11

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a割禮，

乃是基督使你們脫去肉體情慾的

你們既a受洗與他一同埋

也就在此與他一同復活，都因

信那叫他b從死裏復活　神的功

13你們從前在過犯和a未受割

禮的肉體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

：）一切過犯，便叫你們與

基督一同活過來；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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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釘在十字

 b他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執政掌權者」

在此應指超自然的靈體（見1:16「有位的，主治的，執

政的，掌權的」註釋），可能與2:8所批判「世上的小學」

有關（見2:8「世上的小學」註釋(4)）。「元首」或作「頭」，

呼應了1:18所提「基督是教會全體之首」（參1:18「他也

是教會全體之首」註釋）。保羅指出，這位有　神神性

一切豐盛的基督，是宰制一切超自然靈體的「頭」（另

參2:15），因此不必去找比基督更低的神靈或天使。

2:11 

的譯法），與3:9提到「脫去舊人」的說法類似，而這能

脫去人肉體情慾之「基督的割禮」，指2:12所提的洗
禮；(2)「肉的身體」希臘文與1:22「肉身（肉的身體）」

同，在1:22該片語用來指基督成為有血肉之體的人
（見1:22「基督的肉身」註釋），此處呼應1:22，以「脫去
肉的身體」指基督自願捨去血肉之體，因此「基督的

割禮」是要指基督的死。此處以(2)的理解可能性較
高，但(1)的理解也不能排除。無論(1)或(2)，保羅均是

要以「基督的割禮」來與「人手所行的割禮」對比。

 a割禮 在此指割除男性生殖器的包皮。古近

東很多民族有割禮的習俗（然有部分民族無此習俗，

如非利士人，見士14:3; 撒上17:26,36），但舉行的時機
各有不同，包括男嬰出生、孩童長大成年、結婚成家。

若為結婚，則在婚禮前舉行割禮，通常是由岳父為女

婿操刀。　神使用了當時已有的習俗，並賦予新的意

義，做為他與亞伯拉罕後裔立約的記號，根據此約，

亞伯拉罕的男性後裔有義務行割禮做為這約的外在

憑據（創17:9-14）。2:13「割禮」同。

2:12 「你們既受洗……也就在此……」，希臘文作「你

們在洗禮裏面……也在其裏面……」，相對於2:6-11
一連串的「在他（基督）裏面」，此處轉到「在洗禮裏

面」，類似的格式暗示「在洗禮裏面」與「在基督裏」有

着密切的關係。本節強調信徒「在洗禮裏面」不僅與

基督同埋葬，同時也藉由信心「在洗禮裏面」與基督

同復活，此處與基督同死同活的圖畫，與1:18稱基督
為「從死人中的首生者」呼應（見1:18「從死裏首先復
生的」註釋）。其它與基督同死同復活的類似想法，另

見2:20-21; 3:1; 羅6:3-4。

 a受洗 洗禮代表歸信基督而加入教會，另參

54頁短文〈洗禮〉。

 

2:13 此處與1:21-22類似
日」的光景對照，強調　神已藉由基督

了過去的罪惡（類似的手法

	
a未受割禮的肉體

禮」，有兩種可能的理解

解，指收信人還未領受

是2:12所提的洗禮；(2)
人，故本句可指收信人過去沒有受

是外邦人（另見簡介之

皆有可能。

 b有古抄本作「你們

們」。「我們」在此泛指所有信徒

2:14 「律例」即規定

例，可能與猶太教律法的條文有關

罰則的商業借據，在此為象徵的用法

人過犯的規條。保羅指出

督裏都一筆勾銷了。類似的說法

 

羅 6:4）2:13（弗 2:1-5）2:14（弗 2:15）

聽過，「單單信耶穌是基督並不夠，還需要如何

如何」這類的教導？如果有，這些教導認為「還

需要的」是甚麼？按本書信的內容，我該怎樣

衡量這些教導？這些教導中，有哪些是可以接

受的？又有哪些是值得商榷的？

默想

古代希臘 羅馬的書信，往往依循固定的格式撰寫，一般包含

書信開頭，本文與結尾。新約書信基本上亦跟隨這樣的格式。

書信開頭通常包含三個部分：(1)以主格的名詞標示

作者（如腓1:1前半），(2)以間接受格的名詞標示收信人（如

腓1:1後半），接着是(3)祝願（「願喜樂」為常有的格式，如徒

15:23; 23:26; 雅1:1，《和》均作「問（請）……安」，但也常會以

作者所信奉的神明之名問候對方，如腓1:2，或問候對方的

健康，如約叄1:2）。保羅書信開頭之後，本文開始之前，保羅

經常會為收信人向　神感恩代禱（如羅1:8-15; 林前1:4-9; 腓

1:3-11; 西1:3-9; 帖前1:2-10; 帖後1:3-12; 門1:4-7），這部分有時

是用向　神頌讚的方式來表達（如林後1:3-7）。「感恩代禱」

與書信開頭中的「祝願」有時在書信中闕如。

在本文之後，則是書信的結尾，書信結尾通常是以問

安與祝福結束（如腓4:21-23）。古代並無公設或民間的郵政

組織，書信在蠟封加印之後，需委託專人遞送，若委託的送

信人並非收信人所認識，在結尾問安之前，往往也會有對

送信人的介紹（如羅16:1-2; 西4:7-8），收信人在拆信之後，

可以根據信中送信人的名字來確認信件的來源可靠。作者

在此有時也會對收信人提出最後的叮囑，或交辦一些事務

（如林前16:10-18）。

保羅給教會的書信通常包含上述格式的每個部分，僅

加拉太書在書信開頭之後沒有感恩代禱，給個人的書信

中，提摩太前書與提多書亦無這個部分。

希伯來書與約翰一書均未使用古代書信格式的開頭

與結尾，雅各書雖有書信開頭，卻無書信的結尾。傳統上，

啟示錄雖未列入新約書信之列，卻有着完整的書信結構，

書信開頭為啟1:4-6，書信結尾為啟22:21。

新約書信與啟示錄運用希臘 羅馬慣用書信格式的現

象，顯示這些文獻均原有其成書的時空與背景，因此解釋

時須充分考慮其原有的時空場景與議題。 

希臘 羅馬的書信格式

21

另見15頁地圖。

  b聖徒 指蒙　神分別為聖的信徒。舊約中「聖」

與「分別」有關（參如出13:2; 28:3; 利10:10），　神揀選
以色列民，是要他們從萬民中分別出來，成為「聖潔

的國民」，歸給　神（出19:6，另參利20:26）。新約沿用
上述的概念，以「聖徒」來描述基督信徒。保羅書信開

頭的問安，經常以此稱呼收信人（此處與羅1:7; 林前
1:2; 林後1:1; 弗1:1; 腓1:1），表示因基督的緣故，信徒

被分別出來，歸給　神。 

	  c在基督裏有忠心的弟兄 「有忠心的」或作「忠心

的」（《現修》、《和修》）；「弟兄」，見本節「弟兄」註釋。

	  d在基督裏 見1:4「在基督耶穌裏」註釋。

  e弟兄 希臘文為複數形。希臘  羅馬的父權
社會經常以男性的複數來稱呼全體，此處的「弟兄

（們）」即為此一用法，用來泛指信了耶穌基督的人，

應包含信主的女性。

  f恩惠、平安 或作「恩惠、和平」，「恩惠」與希臘

人書信的祝願「願喜樂」（見本頁短文〈希臘 羅馬的書
信格式〉）兩者的希臘文諧音，而「平安（和平）」為猶

太人的日常問候方式，此一格式很可能是初代教會

慣用的書信問候語。在此「恩惠」着眼在　神藉由基

督所帶來的救贖，「平安（和平）」則指人與　神、與人

之間所重建的和好關係，以及人安康的狀態 。

歌羅西書 1:2

17. 針對一
              節或數
              節的標
              示與註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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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生平年表

年代 初代教會的事件 相關的歷史事件

主後14年 凱撒奧古斯都（屋大維〔Octavian〕，主前約
63年－主後14年）駕崩，凱撒提庇留（主前約

42年－主後37年）即位。

主後26年 彼拉多任猶太巡撫（地區首長）。

主後26 / 27年 施洗約翰開始其事工（太3:1-12; 可1:1-8; 
路3:1-18; 約1:19-28）。

主後27 / 28年 耶穌開始其事工（太4:12-17; 可1:14-15; 路
4:14-15）。

猶太教安息年。

主後28 / 29年 希律‧安提帕（主前21年－主後39年）殺施

洗約翰（太14:1-12; 可6:14-29; 路9:7-9）。

主後3 0年（四月七
日）

耶穌在彼拉多手下受難（太27 :1- 66 ;  可
15:1-41; 路23:1-49; 約18:28-19:37）。

主後31 / 32年 司提反殉道，掃羅歸主（徒7:54-60; 9:1-
22）。

主後33-35年 掃羅在大馬士革與阿拉伯（加1 :17），其
間曾被迫逃離大馬士革（徒9:23-25; 林後
11:32-33）。

新約中關於保羅（掃羅）生平的資料，較新約中其他的人物

為多，保羅生平年表的建立，將有助於了解保羅書信的寫

作場景，並主後一世紀基督信仰的傳佈。新約中關於保羅

生平的資料均沒有提供確切的日期，保羅生平年表的重

建，需根據新約文獻的描述，詳加比對希臘 羅馬史料與當

時碑文資料的內容來完成。由於可資比對的材料往往片段

而間接，學者對於保羅生平年表並未達成共識，以下採用

的年代僅代表主流的意見之一，有些需容許一至二年的差

異，另一些則需容許更大的差異，甚至不同的順序。

此外，對於以弗所書、帖撒羅尼迦後書、提摩太前書、

提摩太後書、提多書是否為保羅所寫，學者之間仍有爭議，

年表中前述書卷的成書年代均係假定作者為保羅。對於加

拉太書的寫作對象，學者亦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年表中將

列出兩種不同觀點所建議的成書年代。至於腓立比書、歌

羅西書與腓利門書所涉及的囚禁地點，也有不同的可能，

年表中將列出根據不同地點所推測出的成書年代。這些訊

息均會加註問號(?)，以幫助讀者留意上述的議題。

年代 初代教會的事件 相關的歷史事件

主後34 / 35年 掃羅首次以基督信徒的身分回到耶路撒冷

（徒9:26-29; 加1:18-24）。

主後34 / 35-36年 掃羅回到基利家的大數（徒9:30; 加1:21）。

主後36年 彼拉多被召回。

主後36/37或39/40年 安提阿的信徒被稱為基督徒（徒11:26）。

主後37年 凱撒提庇留駕崩，凱撒該猶（克里古拉

〔Caligula〕，主後約12-41年）即位。希律‧亞基

帕一世（主前約10年－主後44年）任分封王。

主後39年 希律‧安提帕被罷黜流放。

主後39/40或40/41年 亞迦布預言饑荒（徒11:27-28）。

主後40年 拿巴提（Nabatean）王國亞哩達四世（主前約
8年－主後約40年）逝世。

主後41年 凱撒該猶駕崩，凱撒克勞第（主前約10年－主
後約54年）即位。

主後41-42年 希律‧亞基帕一世迫害教會，雅各被殺，彼

得被囚（徒12:1-19）。

主後42-44年 掃羅到敍利亞的安提阿（徒11:25-26）。

主後44年 希律‧亞基帕一世逝世。法都（C u s p i u s 
Fadus）任猶太巡撫（地區首長）。

主後44-46年 猶太地饑荒（徒11:28）。

主後44-46年 巴拿巴與掃羅帶賑災捐款上耶路撒冷（徒

11:29-30）；按「南加拉太說」，與加2:1-10有
關(?)。

保羅生平年表
有關，不適合於簡介、段落前註

釋、內文註釋中討論，此時會以

短文的形式出現。這些短文會穿

插於經文中相關的位置(左20)，但
較長與較一般性的短文(22)，除
文集導論外，將置於各單行本最

後，或大段落之間。在本書主體

中出現的短文，均置於對頁的右

下方。

其它輔助材料：本書在文字資料之外，

盡可能輔以彩色的照片(左19)、地
圖、圖片、圖表(21)。本書中採用的
地理照片，絕大多數為編輯小組

親赴現地所拍攝；動植物與器物

的照片與圖片，另包括聯合聖經

公會本身資料庫的材料、部分博

物館惠允使用的材料，並少數個

人持有的照片或圖片，均註明出

處，以表謝忱。此外，新標點和合

本內文中讀音困難的字，本書均

加註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23)，來
協助全球各地的中文讀者誦讀。

本書音譯希伯來文與希臘文的

方式，詳列於書末的「附錄：希伯

來文與希臘文音譯對照表」。

靈修與查經材料：對基督信徒而言，閱

讀聖經不僅是為了增長知識與

見聞，更是為了培育靈性，實踐

主道。本書為此不時在對頁的右

上方（於經文欄結束之後），根據

本書的註釋提供默想問題(24)，做
為靈修默想之用。在相當於一章

聖經篇幅的段落結束之處，本書

亦提供問題討論(25)，可供25-30
分鐘的小組討論之用，其位置均

為對頁的右下方。

如何使用本書

24. 默想

26. 圖示解說

25. 問題討論

23. 注音符號與
     漢語拼音

如今與你我都 a有益處。12a我現

在打發他親自回你那裏去；b他是

我心上的人。13我本來有意將他

留下，在a我為b福音所受的捆鎖

中替你伺（刺｜刺）候我。14但不知

道你的意思，我就不願意這樣行，

叫你的善行不是出於勉強，乃是

出於甘心。15他a暫時離開你，b或

者是叫你c永遠得着他，16不再是

a奴僕，乃是高過奴僕，是b親愛的

兄弟。在我實在是如此，c何況在

你呢！d這也不拘是按肉體說，是

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12我現在

打發他回到你那裏去，他是我

心肝。13我本來有意將他留下，

在我為福音所受的捆鎖中替你

伺候我。14但不知道你的意見，

我不願意這樣做，好使你的善行

不是出於勉強，而是出於自願。

15他暫時離開你，也許是要讓你

永遠得著他，16不再是奴隸，而

是高過奴隸，是親愛的弟兄；對

我確實如此，何況對你呢！無

用處，現在他對你、對我都有用

處②。12現在我送他回到你那裏

去，等於把我自己的心送去。

本來想留他在我身邊，讓他在

我為福音坐牢的時候替你伺候

我；14不過，我希望一切都是出於

你甘心樂意，而不是勉強。

你的同意，我甚麼都不願意做

15阿尼西謀暫時離開了你

許是要使你永久留着他。16現在

他不再是一個奴隸，而是遠高過

奴隸；因為他已經是基督裏親愛

的弟兄。對我來說，他確是如此

何況對你！因為你們既有主僕的

1:12 a我現在打發他親自回你那裏去 由此可知，本

書信應由阿尼西謀親自帶回給腓利門。對照西4:9，本

書信有可能與歌羅西書在同一時間送達歌羅西，見

簡介之「收信人」（92頁）、「成書時間與地點」（93頁）。

	
b他是我心上的人 希臘文作「他是我內在的臟

的希臘文（見

本句不僅要表達阿尼西

阿尼西謀福祉

應以他素來

的問題。

1:13 保羅所談的，類似於腓立比教會差遣以巴弗提

協助保羅的安排（見腓2:25）。

	
a我為福音所受的捆鎖中 參1:10「在捆鎖中

釋。此處指明保羅被囚與他宣揚福音有關。

	
b福音 即好消息，指耶穌所傳揚　神國度的信

息，並他所行的神蹟，和他受死復活的事實。

羅而言，這福音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羅1:16）。

1:14 身為使徒，保羅有權命令腓利門做應該做的事

（見1:8），但他讓腓利門自己決定如何處置阿尼西

新標點和合本 和合本修訂版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② 在希臘文，阿尼西謀意指

處」。

腓利門書1:12

22. 較長短文

21.圖表

他是我心上的人 希臘文作「他是我內在的臟

腑」，此處「內在的臟腑」即1:7譯作「心」的希臘文

1:7「心……得了暢快」註釋）。本句不僅要表達

謀和保羅之間關係的親密，並保羅對阿尼西謀

的關切，更是要藉着呼應1:7，提醒腓利門應以他素來

讓眾聖徒「心得暢快」的品行，處理阿尼西謀的問題

104

	
c基督 見1:1「基督耶穌」註釋。1:27,28; 2:2,5「基

督」同。

1:25 a我照　神為你們所賜我的職分作了教會的執

事 希臘文作「我照着　神的經略（這是為着你們

的緣故所賜給我的），成為教會的執事」或「我照

着　神的籌畫經營（這是為着你們的緣故所賜給

我的），成為教會的執事」，譯作「經略」或「籌畫經

營」的希臘文原指家主對家中事務的計畫與經營管

理，「經濟」的英文，economy，即源自該希臘文字根，

「　神的經略」或「　神的籌畫經營」在弗1:10; 3:9; 
提前1:4（《和》分作「所安排的」、「安排」、「章程」）

指　神拯救人類的神聖計畫，並　神實現這計畫而

有的行動，但在此處與林前9:17; 弗3:2（《和》分作

「責任」、「職分」）應指　神為了完成他神聖計畫而

交付的職責，故本句可作「我照着　神為你們緣故

所賜給我那經略（籌畫經營）的管家職責，成為教會 的執事」（參《呂》）。 

一、 保羅提到歌羅西教會的信徒，因着「盼望」帶出對基督的「信心」和對人的「愛心」（1:4-5前半）。在我們的信仰生

活中，有沒有哪些盼望帶來信心、盼望帶來愛心的例子？如果有，試加以分享。如果有弟兄姊妹覺得，他們對

主的盼望，尚不足以激勵他們的信心與愛心，試討論：他們的困難為何？這些困難如何跨越？如果我們有跨

越這樣困難的經驗，試加以分享。

二、 保羅為歌羅西教會的感恩，環繞在他們的盼望、信心、愛心。我們所在的教會（或團契），是否常為弟兄姊妹的

盼望、信心、愛心感恩？保羅的感恩，對我們有甚麼提醒？我們的教會在這三方面，有甚麼可以具體感恩的？

試加以分享，並帶入感恩的禱告。

三、 保羅在1:9-12為歌羅西信徒祈求的核心，是他們能「因認識　神的旨意，在行事為人上對得起主」。這對我們在

信仰上的追求有何提醒？試分享之。在此，1:10「行事為人對得起主」的具體表現，應該包括甚麼（參考1:10-12

各註釋）？1:10-12是否讓你想到哪位（哪些）你所認識的信徒？如果有，試分享他（或他們）的哪一方面，會讓

你做此聯想？

四、 試用我們自己的話，重述1:15-20對「基督是創造與救贖之主」的描繪。從我們加入教會以來，「基督是創造與救

贖之主」對我們各人的生活與價值觀，產生了哪些具體的影響？試舉例分享之。

西1:1-23問題討論

1:24
保羅這裏提到，他為了甚麼緣故，為本書信的

收信人受苦？他所提的理由是甚麼意思（見相

關註釋）？我曾有為別人受苦，心中卻覺得歡

樂的經驗嗎？如果有，使我感到歡樂的原因是

甚麼？試加以簡述。

1:25
保羅體認到　神賦予他的角色和責任，是成為

教會的僕役，傳揚　神的道。從我信主至今的

歷程來看，我認為　神賦予我在教會（或團契）

中的角色和責任是甚麼？我這樣的角色可以

為人帶來怎樣的祝福與幫助？

默想

歌羅西書

37釋義         校勘         歷史         地理         文化         思想         動物         植物         器物         人物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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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書

如何在研經時使用本書

建議讀者先閱讀簡介，對該書卷有鳥瞰的認識，之後則直

接閱讀經文。較短的書卷，建議讀者一口氣讀完；較長的

書卷，建議一次讀完一個大的段落。閱讀完之後，再回頭

逐段閱讀段落前註釋，比較先前閱讀的印象與本書段落

前註釋的異同，然後再讀一遍經文。這樣的方式當較先讀

段落前註釋、後讀經文的方式，更能對經文內容有深刻的

印象。建議在完成上述的兩次閱讀之後，再對照經文細讀

內文註釋，如此則能在經文宏觀的認識之外，亦掌握經文

細節的意義。

如何在靈修時使用本書

研經可以增進知識的裨益，但靈修是為了靈性的裨益。靈

修的焦點是經文本身，因此不建議讀者在靈修時，先行閱

讀註釋的材料，然讀者可考慮使用本書所採行的分段方

式，為每日靈修的單元。靈修的時候，可以禱告開始，之後

先行閱讀經文一兩遍，然後默想該段落之內的默想問題，

此時如果覺得不能掌握默想問題的主旨與目的，閱讀段落

前註釋與內文註釋往往可以幫助讀者澄清默想問題的要

旨。靈修的最後，建議為自己找出一件可實踐的事情，化為

當日的禱告。

如何在小組查經使用本書

本書所提供的問題討論，假定參與討論的成員均已熟悉該

組問題所涵蓋經文的註釋內容。如小組查經的時間為30分
鐘，建議小組的成員應先於聚會之前根據上述「如何在研

經時使用本書」的方式，自行完成研經的功課。如小組查經

的時間為60分鐘，則可運用前30分鐘，當場完成研經的功

課，後30分鐘才根據所提供的問題，進行討論。

配合其它中文譯本使用時需留意事項

由於本書係根據聖經的原文撰寫，內文註釋中與背景有

關的資料自可適用於任何譯本，而本書所採用的解釋與

建議的譯法，也可幫助讀者了解其它中文譯本中若干不

同於和合本的譯文的原委。然細心的讀者將會發現，並非

所有本書的解釋與譯法均為和合本之後的中文譯本所採

用，此時切勿驟下斷語，認為有誤譯的問題。絕大多數的

時候，這些差異並非誤譯造成，而是與各譯本的歷史或傳

統有關。

在歷史方面，所有的譯本均受限於翻譯當時聖經學術

所能提供的原文基礎經文，譯文往往也反映當時聖經學術

對經文意義的理解。在傳統方面，好的聖經譯本往往成為

教會傳統的一部份，為基督信徒所尊崇與珍視，和合本在

華人教會中的地位，便是一例。譯經的傳統一旦成形，在該

傳統中的新譯與修訂，便需考慮保存讀者所熟悉的用語和

語感，甚至盡可能不改變讀者所熟悉的經文內容，這些考

量都會令翻譯有所限制。

但讀者無須因上述情況過度擔憂，因為原文與解釋的

差異從未大到致使聖經萬古長新的信息產生根本的改變。

更重要的是，從基督信仰的萌發直到今日，　神已經使用了

許許多多不同的譯本，共同為「耶穌是基督」作了美好的見

證，今天仍將使用不同的譯本，延續這樣的見證。

當然，所有的基督信徒都期望對聖經的信息有更精確

的認識，本書便是為此而生，以期能補足各中文譯本因歷史

或傳統的因素而力有未逮之處。此外，當教會信徒因着本書

的內容，對聖經原文的現象與解釋的議題有更多的認識，也

將有助於未來的中文聖經翻譯，更易於突破上述歷史與傳

統的限制，這是本書所期望附帶產生的棉薄貢獻。

縮略表

希伯來文：指斯圖加特希伯來文聖經（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的內文正文。

希臘文：指聯合聖經公會希臘文新約（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 Greek New Testament）第五版的內文正文。

「馬索拉經文」：即斯圖加特希伯來文聖經的內文正文，通

常是為與《七十士譯本》對照時使用。

《七十士譯本》：希臘文七十士舊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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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本書

聖經書卷名稱縮寫

創 創世記 伯 約伯記 哈 哈巴谷書 帖前 帖撒羅尼迦前書

出 出埃及記 詩 詩篇 番 西番雅書 帖後 帖撒羅尼迦後書

利 利未記 箴 箴言 該 哈該書 提前 提摩太前書

民 民數記 傳 傳道書 亞 撒迦利亞書 提後 提摩太後書

申 申命記 歌 雅歌 瑪 瑪拉基書 多 提多書

書 約書亞記 賽 以賽亞書 太 馬太福音 門 腓利門書

士 士師記 耶 耶利米書 可 馬可福音 來 希伯來書

得 路得記 哀 耶利米哀歌 路 路加福音 雅 雅各書

撒上 撒母耳記上 結 以西結書 約 約翰福音 彼前 彼得前書

撒下 撒母耳記下 但 但以理書 徒 使徒行傳 彼後 彼得後書

王上 列王紀上 何 何西阿書 羅 羅馬書 約壹 約翰一書

王下 列王紀下 珥 約珥書 林前 哥林多前書 約貳 約翰二書

代上 歷代志上 摩 阿摩司書 林後 哥林多後書 約叄 約翰三書

代下 歷代志下 俄 俄巴底亞書 加 加拉太書 猶 猶大書

拉 以斯拉記 拿 約拿書 弗 以弗所書 啟 啟示錄

尼 尼希米記 彌 彌迦書 腓 腓立比書

斯 以斯帖記 鴻 那鴻書 西 歌羅西書

經文章節表示法：創1:1，即創世記第一章第1節。若無書卷名稱的縮寫，則指所註釋書卷的章節，例如，在馬太福音的分冊

中，1:1-17; 路3:23-38，指馬太福音第一章第1-17節與路加福音第三章第23-38節。

撒馬利亞五經：為撒馬利亞人所採用的五經傳統，其內文與 
猶太人與後來基督宗教所採用的五經傳統，在細節上有差異。

「他爾根」：為猶太教經典（即舊約的前身）亞蘭文口譯的

記錄，其內容不只是翻譯，也參雜了對經文的解釋。

「公認經文」：原為廣告詞，用來推銷主後16世紀伊拉斯姆
所編纂的希臘文新約，後用來指該希臘文新約所開始的

經文傳統。該經文傳統所依據的，為晚期古抄本的內容，

與聯合聖經公會希臘文新約第五版相比，後者的內文較

接近原始的經文。

《和》：新標點和合本。

《現修》：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和修》：和合本修訂版。

《思》：基督公教（天主教）思高聖經學會出版之聖經。

《呂》：呂振中譯本。

《次》：香港聖經公會為香港聖公會所出版與和合本修訂

版併用之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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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

大綱

一、書信開頭（1:1-2）
二、感恩代禱（1:3-23）

1. 感恩（1:3-8）

2. 代禱（1:9-14）

3. 愛子頌（1:15-20）

4. 和好的福音（1:21-23）

三、保羅為收信人受苦委身（1:24-2:5）
四、主題：在基督裏生根建造（2:6-7）
五、在基督裏生根（2:8-19）

1. 基督的豐盛與得勝（2:8-15）

2. 基督的豐盛高過人間的規條（2:16-19）

六、與基督同死同活（2:20-3:4）
七、在基督裏建造（3:5-4:6）

1. 去舊換新（3:5-17）

2. 家庭生活（3:18-4:1）

3. 最後的勸勉（4:2-6）

八、書信結尾（4:7-18）

本書概覽

本書信所關切的主題為「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

當在他裏面行，在他裏面生根建造」（參2:6-7）。當時可能有
偏差的教導主張，人若要認識　神，獲得完整的救恩，必須

依循某些傳統或哲學的規矩（2:8），同時遵守飲食和節期
的特定儀式（2:16,20-21）。這些主張應是混合了猶太教和當
時文化的一些元素。

很可能為了這個緣故，在進入本書信的主體（2:6-4:6）
之前，本書信先高舉基督的身分和他所完成的工作，以「愛

子頌」指出基督是創造與救贖之主（1:15-20），來闡明基督
與萬有和好的福音（1:21-23），接着訴諸作者本身受苦的經
驗，來表明本書信的權威（1:24-2:5）。

本書信的主體（2:6-4:6），則以之前1:15-20「愛子頌」為

基礎，帶出「在基督裏生根建造」的主題（2:6-7）。本書信先
提醒歌羅西的信徒要持定元首，在基督裏「生根」，防備十

架以外無用的規矩或教導，因基督的救恩已豐盛有餘（2:8-
19）。接着他勸勉收信人，既然已與基督同死同復活，就應

當在價值觀、家庭、禱告生活上，「建造」在基督裏的新生

命（2: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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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

作者

自初代教會起，教會傳統便根據1:1,23; 4:18，以保羅為本書

信作者。有些當代學者對這觀點有所保留，認為歌羅西書

與其它無爭議的保羅書信（如羅馬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

後書、加拉太書）之間，存在一些風格與神學上的差異，故

主張本書信為某位保羅的門徒，以保羅之名所撰寫。然而，

這些理由並不足以證明本書信確實出自另一個人的手筆

（見以下「與其它書信的關係」〔17頁〕）。本書信的註釋仍根

據書信內容，以保羅來稱呼本書信的作者。

收信人

本書信的收信人為歌羅西教會的眾信徒（1:2）。

歌羅西屬於羅馬治下的亞細亞省，位於以弗所往東

的羅馬大道上，距以弗所約200公里（約125英里）。歌羅西

與鄰近的老底嘉和希拉坡里（參2:1; 4:13,15-16），均位於呂

卡河（Lycus River）的河谷，接近呂卡河與米安德河（Meander 

River）的交會處，三城有共通的文化。主前五世紀時，歌羅

西是這區域的重要城市，但在新約時代其重要性已被西邊

的老底嘉所取代。保羅從未親臨此處（參1:4; 2:1），歌羅西、

老底嘉、希拉坡里的教會，應均為保羅的同工以巴弗所建

立（1:7）。另見47頁短文〈主後一世紀的歌羅西、老底嘉、希

拉坡里〉。

歌羅西教會的信徒，應以外邦人居多，其原因如下：(1)

本書信1:21提到收信人從前與　神是隔絕的，暗示了他們

外邦人的身分（另參1:27）；(2)2:16教導收信人不要受制於

歌羅西、老底嘉、希拉坡里、以弗所的相對位置，並保羅寫作歌羅西書可能的地點。另參47頁短文〈主後一世紀的歌羅西、老底嘉、希拉坡里〉。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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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

凱撒利亞的遺址。參簡介之「成書時間與地點」（本頁）。凱撒利亞為大希律王於主前約22年－約9年之間所建，圖片中左側有柱子的位置為原本的

宮殿，右側較遠處臨海的區域為跑馬場，遠處立於海水中的建築，為古代港口堤防的一部分，該堤防的後方為古代港口的位置。

飲食和節期的條例，該處所提的條例，很可能與猶太教有

關，由於保羅書信從未要求猶太人在歸信基督後，必須放

棄遵守原有的猶太教律例，因此這樣的教導所針對的，應

是外邦人。

成書時間與地點

按4:3,18，本書信應是保羅在獄中所寫，有教會傳統將本書

信與以弗所書、腓立比書、腓利門書歸為「監獄書信」。

本書信寫作的地點有三個可能：

(1) 羅馬：當代有學者認為，與保羅在三次宣教旅程所寫

書信（如加拉太書、羅馬書等）相比，本書信的神學有

其獨特之處（見以下「與其它書信的關係」〔17頁〕），故

主張本書信的成書，在時間上應晚於前述書信，而根

據徒28:16-20，保羅曾於主後60-62年被囚於羅馬，教會

傳統也多認為，保羅於主後64年第二次於羅馬服監，

故有學者根據上述理由，主張本書信應是保羅在羅馬

第一次或第二次被囚時成書（對照短文〈保羅生平年

表〉〔112頁〕）。此亦為傳統的看法。

(2) 凱撒利亞：由於老底嘉在主後60年因大地震遭受重

創，鄰近的歌羅西應也受到損害，但本書信對此卻隻

字未提，故有學者主張，本書信應成書於地震之前。而

保羅除在羅馬被囚之外，按徒23:31-35; 24:24-27，保羅

前往羅馬之前，亦曾有兩年時間被囚於凱撒利亞，有

學者據此主張本書信寫於此處。本書信若在此寫成，

應於主後58-59年之間成書（對照短文〈保羅生平年

表〉〔112頁〕）。

(3) 以弗所：使徒行傳雖未記敍保羅在以弗所入獄，但有

教會傳統認為保羅曾在此服監，故有學者主張本書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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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

尼西亞的聖索非亞（ H a g i a 
Sophia）教堂。主後四世紀至八

世紀，教會一共舉行了七次大公

會議，其決議為東西方教會所共

同承認。第一次為主後325年舉行

的尼西亞大會（又稱第一次尼西

亞大公會議），會中制訂了尼西亞

信經（見簡介之「在後世產生的議

題」〔19頁〕），惟當時舉行會議的

教堂，今已沒入水中。主後787年

第七次大公會議，亦於尼西亞舉

行（故又稱第二次尼西亞大公會

議），是次會議的主題與聖像的使

用有關。圖中的聖索非亞教堂，即

為第二次尼西亞大公會議舉行的

場所，惟今已改為清真寺。尼西亞

的位置，見15頁地圖。

信於此成書。根據徒19:1-41; 20:17-38，保羅在第三次宣

教旅程中於以弗所停留，一般推算為主後50年代中期

（對照短文〈保羅生平年表〉〔112頁〕）。本書信若寫於

以弗所，應在這段時間成書。

上述三種觀點均有可能，但無論保羅在何處撰寫，並 

不會影響對本書信內容的討論。

成書背景與寫作目的

與加拉太書相較，本書信開頭並無加拉太書強烈急促的語

氣，直到2:8才提出對歌羅西教會的警告。這暗示了歌羅西

所面對的可能不是與信仰核心有關的問題，其受到偏差教

導影響的程度也可能不深，因而在語氣上不那麼尖銳急

切。保羅應是從以巴弗那裏，聽聞了歌羅西教會中令人欣

喜的消息（參1:3-5,8; 2:5），但同時也得知了一些他們的問

題，因此透過本書信來教導他們。

由於本書信對於歌羅西教會的問題，都僅是隻字片語

的簡短評述，因此保羅在本書信中所批判對象的身分究竟

為何，他們所傳播的究竟是甚麼性質的偏差，以及這些偏

差是否為完整的思想體系，引發許多討論。學者多半根據

2:8-23的內容，來拼湊當時可能的情況。

有少數學者認為，本書信並無特定批判的對象，本書

信和羅馬書、腓立比書類似，其中的教導僅是要勸勉收信

人，並不代表收信的教會真有偏差的問題。但大多數的學

者認為，本書信應是在處理確實存在的偏差，這些偏差的

教導者應為基督信徒，但他們受到基督信仰以外的思想所

影響。從2:8,16-23來看，其偏差應和猶太習俗和條例有關，

但同時也混雜了當時文化的影響。這些偏差最大的問題在

於貶低了基督的身分，誘使信徒偏離信仰的根基，而且因

講求一些宗教規條和宗教經驗，破壞了教會內部的和睦。

可能因這樣的緣故，保羅在本書信高舉基督是創造和

救贖之主，並強調一切智慧、知識、奧祕、豐盛和盼望都在

基督裏，信徒不應受到偏差的規條或儀式所控制，反而要

在基督裏面行，使教會的信仰和倫理生活，都在基督裏生

根建造。

與其它書信的關係

本書信常與腓利門書一同討論，因本書信提到的阿尼西謀

（4:9），即是腓利門書收信者的奴隸（門1:8-16）。此外，在腓

利門書中出現的名字（門1:1-2,23-24），除腓利門與亞腓亞

之外，均出現於本書信（4:10,12,14,17）。因此，學者多認為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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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信與腓利門書成書的時間相近，場景相似。另參腓利

門書簡介之「收信人」（92頁）。

本書信亦常與以弗所書一同討論，因兩書信在文體特

色和神學內容上十分相近：

 ■ 就文體特色而言，兩書信均沒有辯論式的對話，在

語氣上較為舒緩，且使用了豐富的對句和重複句

（1:16,20; 2:9-10,12；對照弗4:1-16; 6:14-17），以及修辭優

美的頌讚（1:12-20；對照弗1:3-14）。兩書信的結構也相

似，均以倫理的教導為其神學闡述的結論（3:5-4:6；

對照弗4:25-6:9），且倫理教導的內容有許多平行類似

之處（見3:5-17、3:18-4:6段落前註釋）。

 ■ 就神學內容而言，其它保羅書信中的「教會」，多指地

方性的堂會，而本書信與以弗所書則着重描繪教會

的普世特質，如教會是基督的身體（1:24；對照弗1:23; 
4:12）、基督是教會的元首（1:18; 2:19；對照弗4:15）。較
之於其它保羅書信，本書信與以弗所書對基督的刻

畫，也有其特有的角度，如基督有超越一切的權勢與

能力（1:16; 2:10；對照弗1:21-22; 4:9-10）、有　神的豐盛
與榮耀（1:19; 2:9-10；對照弗1:7），以及基督是教會與救
贖的主宰（1:18；對照弗1:7,22後半-23）、成就了　神與
萬有之間的和好（1:20；對照弗1:10-11; 2:14-16）。

有當代學者基於上述現象，認為以弗所書係以本書信

為藍本撰寫而成，或認為這兩封書信均源自同一個藍本。

亦有學者根據上述文體與神學特色，主張本書信與以

弗所書均非出自保羅的手筆，而為保羅的門徒以保羅之名

撰寫。然而，上述提及的一些特色，也出現在腓立比書中

（如腓2:9-11頌讚基督超越的權柄；腓3:21論及萬有歸服於

伊斯坦堡（Istanbul）的聖艾琳（Hagia Irene）教堂。伊斯坦堡在主後一世紀時名為拜占庭，主後330年改名君士坦丁堡。教會歷史上的第二次大公

會議，於主後381年在君士坦丁堡舉行（又稱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大公會議），其會議的目的是再次確認第一次尼西亞大公會議所訂的信經（見簡介

之「在後世產生的議題」〔19頁〕）。君士坦丁堡的位置，見15頁地圖拜占庭所在的地點。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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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但學者甚少質疑腓立比書是否出自保羅的手筆，故

上述現象不足以用來決定本書信是否為保羅所寫。

在後世產生的議題

教會歷史中，1:15「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希臘

文作「一切被造的首生者」）曾引發重要的教義爭辯。主

後四世紀初，一位教會長老亞流（Arius，主後約250-336
年）根據本節主張基督是受造的，次於　神。亞流的對手

亞他那修（Athanasius of Alexandria，主後約296-373年）則

強調，「生」與「造」分屬不同的範疇，並以緊接的1:16指

出，既然萬有都是靠着基督、藉着基督而造的，1:15的「一

切被造的」自然不包括「首生者」基督。亞他那修也指出，

2:9提到　神神性一切的豐盛居住在基督之中，說明了基

督有完整的神性，地位獨特，有別於受造物。亞流最後被

判為異端，教會也因此確立了基督與父　神同榮同尊的

三一教義，爾後並進一步帶來基督具有完全神性與完全

人性的教義。基督與父　神同榮同尊的完整闡述，呈現

於此次爭辯所產生的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主後325

與381年）之中，該信經也為後世大公教會所共同承認。

另見17,18頁圖。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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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臘 羅馬的書信，往往依循固定的格式撰寫，一般包含

書信開頭，本文與結尾。新約書信基本上亦跟隨這樣的格式。

書信開頭通常包含三個部分：(1)以主格的名詞標示

作者（如腓1:1前半），(2)以間接受格的名詞標示收信人（如

腓1:1後半），接着是(3)祝願（「願喜樂」為常有的格式，如徒

15:23; 23:26; 雅1:1，《和》均作「問（請）……安」，但也常會以

作者所信奉的神明之名問候對方，如腓1:2，或問候對方的

健康，如約叄1:2）。保羅書信開頭之後，本文開始之前，保羅

經常會為收信人向　神感恩代禱（如羅1:8-15; 林前1:4-9; 腓

1:3-11; 西1:3-9; 帖前1:2-10; 帖後1:3-12; 門1:4-7），這部分有時

是用向　神頌讚的方式來表達（如林後1:3-7）。「感恩代禱」

與書信開頭中的「祝願」有時在書信中闕如。

在本文之後，則是書信的結尾，書信結尾通常是以問

安與祝福結束（如腓4:21-23）。古代並無公設或民間的郵政

組織，書信在蠟封加印之後，需委託專人遞送，若委託的送

信人並非收信人所認識，在結尾問安之前，往往也會有對

送信人的介紹（如羅16:1-2; 西4:7-8），收信人在拆信之後，

可以根據信中送信人的名字來確認信件的來源可靠。作者

在此有時也會對收信人提出最後的叮囑，或交辦一些事務

（如林前16:10-18）。

保羅給教會的書信通常包含上述格式的每個部分，僅

加拉太書在書信開頭之後沒有感恩代禱，給個人的書信

中，提摩太前書與提多書亦無這個部分。

希伯來書與約翰一書均未使用古代書信格式的開頭

與結尾，雅各書雖有書信開頭，卻無書信的結尾。傳統上，

啟示錄雖未列入新約書信之列，卻有着完整的書信結構，

書信開頭為啟1:4-6，書信結尾為啟22:21。

新約書信與啟示錄運用希臘 羅馬慣用書信格式的現

象，顯示這些文獻均原有其成書的時空與背景，因此解釋

時須充分考慮其原有的時空場景與議題。 

希臘 羅馬的書信格式

1:1 a奉　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保
羅在林前1:1; 林後1:1; 弗1:1; 提後1:1，亦提到自己是

「奉　神旨意」作使徒。譯作「使徒」的希臘文，原用來

泛指「奉差遣的人」（約13:16「差人」希臘文同），初代

教會將其用為特定的頭銜，指教會中一群具有特定

權柄的人。從新約的用法並不容易界定「使徒」的特

徵。在太10:2-4; 路6:12-16中，「使徒」指那些曾跟隨耶

穌傳道，並為耶穌所揀選的「那十二位」，他們奉耶穌

差遣，成為耶穌復活的見證人（太28:16-20; 可16:14-18; 
路24:47-49; 約20:19-23；另參徒1:21-26）。但「使徒」的用

法並不限於此，加1:19暗示「主的兄弟雅各」亦被視為

使徒，在林後8:23; 腓2:25（《和》分作「使者」與「所差遣

的」，但希臘文與「使徒」同），「使徒」似與教會所差派

的使者或宣教士同義，而羅16:7的「安多尼古和猶尼
亞」（後者應為女性），亦被稱為「使徒」。保羅被稱為

「使徒」，可能與他在大馬士革的經歷中見到主，並奉

差為主作見證有關（參林前9:1），但可能也與他被差
遣成為外邦人的宣教士有關（參徒13:1-3; 加2:8）。

	
b基督耶穌 「基督」為希臘文christos音譯的縮寫

（早期中文譯本音譯作「基利士督」），該希臘文為

《七十士譯本》翻譯希伯來文「受膏者」時所用的譯詞，

新約作者沿用《七十士譯本》的用語，以「基督」來稱呼

「受膏者」。「耶穌」為當時常見的猶太男子名，該希臘

文為希伯來文「約書亞」的音譯（徒7:45; 來4:8，《和》作

「約書亞」），「約書亞」的希伯來文意為「拯救者」。初代

教會使用「耶穌基督」或「基督耶穌」，是要指出他們所

相信的耶穌，即猶太人所盼望的那位受膏者。

	
c保羅和兄弟提摩太 在此保羅雖與提摩太共同

具名，但從2:1; 4:3,4,18來看，保羅為本書信主要的作

者。除本書信外，保羅與提摩太共同具名寫信，亦見

於林後1:1; 腓1:1; 帖前1:1; 帖後1:1; 門1:1。

	
d兄弟提摩太  或作「提摩太弟兄」（《現修》、

《思》）。提摩太，男子名，意為「崇敬神明」或「崇

敬　神」。此處的提摩太為保羅的同工，按徒16:1，他
原為路司得人，母親的族裔為猶太人，父親則為希臘

人。提摩太可能是保羅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程中，

由保羅帶領信主（比較徒14:8-20與徒16:1），之後成為
保羅傳道時的助手（徒16:3; 19:22; 20:4-5）。保羅多次稱
提摩太為同工，且與他共同具名寫信（林後1:1; 腓1:1; 
帖前1:1; 帖後1:1; 門1:1，並本書信），提摩太也多次受

保羅差遣至不同地方，處理當地教會的事務（徒19:22; 
林前4:17; 帖前3:2）。

1:2   a歌羅西 見簡介之「成書時間與地點」（16頁）、47
頁短文〈主後一世紀的歌羅西、老底嘉、希拉坡里〉。

問候

第一章1a奉　神旨意，作b基

督耶穌使徒的c保羅和d兄弟提摩

太2寫信給a歌羅西的b聖徒，cd在

基督裏有忠心的e弟兄。願f恩惠、

問候

第一章1奉　神旨意，作基督

耶穌使徒的保羅，和我們的弟兄

提摩太，2寫信給歌羅西的聖徒，

在基督裏忠心的弟兄。願恩惠、平

第一章1我是保羅；我奉上帝

的旨意作基督耶穌的使徒。我和

提摩太弟兄2寫信給你們在歌羅

西的信徒，就是在基督裏忠心的

弟兄姊妹們。願我們的父上帝賜

新標點和合本 和合本修訂版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書信開頭（1:1-2）
本書信採用當時希臘 羅馬書信寫作習慣（見21頁短文〈希臘 羅馬的書信格式〉），一開始先載明作者（1:1）與收信人（1:2前

半），之後加上祝願（1:2後半）。

歌羅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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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臘 羅馬的書信，往往依循固定的格式撰寫，一般包含

書信開頭，本文與結尾。新約書信基本上亦跟隨這樣的格式。

書信開頭通常包含三個部分：(1)以主格的名詞標示

作者（如腓1:1前半），(2)以間接受格的名詞標示收信人（如

腓1:1後半），接着是(3)祝願（「願喜樂」為常有的格式，如徒

15:23; 23:26; 雅1:1，《和》均作「問（請）……安」，但也常會以

作者所信奉的神明之名問候對方，如腓1:2，或問候對方的

健康，如約叄1:2）。保羅書信開頭之後，本文開始之前，保羅

經常會為收信人向　神感恩代禱（如羅1:8-15; 林前1:4-9; 腓

1:3-11; 西1:3-9; 帖前1:2-10; 帖後1:3-12; 門1:4-7），這部分有時

是用向　神頌讚的方式來表達（如林後1:3-7）。「感恩代禱」

與書信開頭中的「祝願」有時在書信中闕如。

在本文之後，則是書信的結尾，書信結尾通常是以問

安與祝福結束（如腓4:21-23）。古代並無公設或民間的郵政

組織，書信在蠟封加印之後，需委託專人遞送，若委託的送

信人並非收信人所認識，在結尾問安之前，往往也會有對

送信人的介紹（如羅16:1-2; 西4:7-8），收信人在拆信之後，

可以根據信中送信人的名字來確認信件的來源可靠。作者

在此有時也會對收信人提出最後的叮囑，或交辦一些事務

（如林前16:10-18）。

保羅給教會的書信通常包含上述格式的每個部分，僅

加拉太書在書信開頭之後沒有感恩代禱，給個人的書信

中，提摩太前書與提多書亦無這個部分。

希伯來書與約翰一書均未使用古代書信格式的開頭

與結尾，雅各書雖有書信開頭，卻無書信的結尾。傳統上，

啟示錄雖未列入新約書信之列，卻有着完整的書信結構，

書信開頭為啟1:4-6，書信結尾為啟22:21。

新約書信與啟示錄運用希臘 羅馬慣用書信格式的現

象，顯示這些文獻均原有其成書的時空與背景，因此解釋

時須充分考慮其原有的時空場景與議題。 

希臘 羅馬的書信格式

21

另見15頁地圖。

  b聖徒 指蒙　神分別為聖的信徒。舊約中「聖」

與「分別」有關（參如出13:2; 28:3; 利10:10），　神揀選
以色列民，是要他們從萬民中分別出來，成為「聖潔

的國民」，歸給　神（出19:6，另參利20:26）。新約沿用
上述的概念，以「聖徒」來描述基督信徒。保羅書信開

頭的問安，經常以此稱呼收信人（此處與羅1:7; 林前
1:2; 林後1:1; 弗1:1; 腓1:1），表示因基督的緣故，信徒

被分別出來，歸給　神。 

	  c在基督裏有忠心的弟兄 「有忠心的」或作「忠心

的」（《現修》、《和修》）；「弟兄」，見本節「弟兄」註釋。

	  d在基督裏 見1:4「在基督耶穌裏」註釋。

  e弟兄 希臘文為複數形。希臘  羅馬的父權
社會經常以男性的複數來稱呼全體，此處的「弟兄

（們）」即為此一用法，用來泛指信了耶穌基督的人，

應包含信主的女性。

  f恩惠、平安 或作「恩惠、和平」，「恩惠」與希臘

人書信的祝願「願喜樂」（見本頁短文〈希臘 羅馬的書
信格式〉）兩者的希臘文諧音，而「平安（和平）」為猶

太人的日常問候方式，此一格式很可能是初代教會

慣用的書信問候語。在此「恩惠」着眼在　神藉由基

督所帶來的救贖，「平安（和平）」則指人與　神、與人

之間所重建的和好關係，以及人安康的狀態 。

歌羅西書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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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神我們的父 宜作「我們的父　神」（《現

修》、《和修》）。此處的「我們」同時包含保羅、提摩太，

及收信人。在舊約中，　神常被視為以色列民族的

父（如申32:6; 賽63:16; 64:8; 耶3:4,19; 31:9; 瑪2:10），耶

穌亦經常稱　神為「父」（如太6:9; 11:25-26; 可14:36; 

路2:49; 22:29; 約2:16; 5:17等）。保羅沿用同樣的方式，

平安從 g　神我們的父歸與你

們！

為信徒感謝　神
3我們感謝a　神我們b主c耶穌

基督的父，常常為你們禱告；4a因

聽見你們 b在 c基督耶穌裏的信

心，並d向眾聖徒的愛心，5a是為那

給你們b存在天上a的盼望；這盼

安註從我們的父　神歸給你們！

為信徒感謝　神
3我們為你們禱告的時候，常

常感謝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

註，4因為聽見你們對基督耶穌的

信心，並對眾聖徒有的愛心。5這

都是因著那給你們存在天上的盼

恩典、平安給你們！ 

感謝的禱告
3在替你們禱告的時候，我們

常常感謝上帝，就是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的父親；4因為我們聽見你

們對基督耶穌有信心，對所有信

徒有愛心。5起初，福音真道傳到

你們那裏的時候，你們就聽見了

新標點和合本 和合本修訂版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感恩代禱（1:3-23）
保羅採用當時撰寫私人信函的慣用格式，問安之後，接着有感恩代禱（見21頁短文〈希臘 羅馬的書信格式〉）。

　　保羅在此首先提到他為歌羅西信徒向　神感恩（1:3-8），接着為他們祈求，盼望他們因認識　神的旨意，行事為人能

合乎基督的要求，並能感謝　神在愛子基督裏的救贖（1:9-14）。接着保羅轉入一段高舉愛子的讚美詩（1:15-20），頌讚基督

是創造與救贖的主，成就了和好。最後，保羅期勉他們持守這和好福音的盼望（1:21-23）。

本段在希臘文為一個長句子，其主要子句是「為你們禱告時，我們感謝……」，此處提到「禱告」，但本段的重點在於為

收信人感謝　神，感謝的內容為：歌羅西的信徒因着盼望（1:5前半）而表現出對基督的信心和對彼此的愛心（1:4）。主

要子句以外，1:5後半進一步談到上述的盼望，是源於他們過去所聽聞的福音，1:6接着指出這福音傳揚到各地，1:7-8

則談到福音傳揚到歌羅西，是因以巴弗的努力，而他也是將他們的愛心告訴保羅的人。

為收信人向所信奉的神明感謝，常見於古代書信的開頭。保羅寫給教會的書信，除加拉太書外，在進入書信本文

之前，均以感謝和頌讚　神開始，並常藉此引介出書信的主題。另參21頁短文〈希臘 羅馬的書信格式〉。

感恩（1:3-8）

歌羅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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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安」或譯「和平」。

3 「父　神」：有古卷是「父

和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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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神為基督信徒的父。

1:3 或作「為你們禱告時，我們常常感謝我們主耶穌

基督的父　神」（《現修》、《和修》）。第一個「我們」指

保羅與提摩太（或包括其他未提名的同工，如4:7-14所
提及的；1:8「我們」同）；第二個「我們」的用法，可能與

第一個「我們」同，但也可能包括收信人。

 a　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希臘文作「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現修》、《和修》）。有古抄本

作「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神和父」，不易確定原始經

文為何。

 b主 原指有權柄宰制他人的人，用以對應「僕

人」、「奴隸」、「臣民」，亦衍生為對男性的敬稱（如約

4:11〔《和》作「先生」〕）。《七十士譯本》經常使用「主」

來翻譯舊約中的「耶和華」，以「主」指　神（如《七十

士譯本》創11:5; 12:1; 出3:2），該用法為新約所沿用
（如太1:20; 路2:22-23; 約12:13）。初代教會用「主」稱呼

耶穌（如路7:19; 約13:13; 20:28），不僅強調耶穌的權
柄，更是要指出，他所擁有的是　神所獨有的權柄

（參太28:18），同時也表達出信徒對其權柄的完全臣
服。「耶穌是主」亦為初代教會信仰告白的重要用語

（參徒2:36; 10:36; 羅10:9; 林前1:3; 12:3; 腓2:11）。

	
c耶穌基督 見1:1「基督耶穌」註釋。

1:4-5 為保羅在1:3感恩與禱告的理由：他聽見歌羅
西信徒因着天上的盼望，滿有信心和愛心。此處提到

「信心」、「愛心」、「盼望」，保羅常將這三者放在一起

（如林前13:13; 帖前1:3）。在這裏，「信心」談到與　神

之間縱向的關係，「愛心」談到基督信徒彼此之間橫

向的關係，「盼望」則與末世所顯明的榮耀有關（見1:5
「存在天上的盼望」註釋）。

1:4 a因聽見 希臘文有兩種可能的理解：( 1 )「因
我們聽見」；(2)「當我們聽見」。如為(1)，1:3-5前半
所要表達的為「我們因聽見你們……，我們便感

謝　神……常常為你們禱告」；如為(2)，則要表達
「當我們聽見你們……，我們就感謝　神……常常

為你們禱告」。「我們」在此指保羅與提摩太（或包括

其他未提名的同工）。

	
b在基督耶穌裏 為新約書信（特別是保羅書信）

常見的用語，有時亦作「在基督裏」，該用語將「基督」

描繪成一特定的場景，或一特定的範圍：　神在此場

景中施行救贖（羅3:24），信徒在此範圍中經歷新生
（羅6:11,23），聖靈也在此場景與範圍內運行於信徒
中（羅8:1-2），信徒在其中經歷　神的愛（羅8:39），也
在其中與其他信徒成為一個群體（羅12:5）。「在基督
裏」指出救恩發生的場景，也指出信徒日常信仰生活

的場景，該片語同時表達出信徒與基督、並與其他信

徒的親密關係。

	
c基督耶穌 見1:1「基督耶穌」註釋。

	
d向眾聖徒的愛心 應指歌羅西信徒彼此的關

懷，甚至可能包括他們對其它教會的付出。「聖徒」，

見1:2「聖徒」註釋。

1:5 a是為……的盼望 或作「這是因為……的盼望」

（參《和修》、《呂》），指出1:4歌羅西信徒所展現的信心
與愛心，是源於他們有着存在天上的盼望。

 b存在天上的盼望 希臘文作「存在諸天的盼

望」，指保存在諸天之中的盼望，「諸天」指　神的居

所。按本節與1:23，歌羅西信徒是透過聽聞福音，認

識這「盼望」，而按3:1-4，此處的「盼望」應是指信徒將

來可與基督同得　神的榮耀（參3:3-4註釋）。這盼望

「存在諸天（天上）」，強調這盼望是確切真實、安穩妥

當的。

1:3-5
我常為何人、何事禱告感謝？此處的禱告，對

我有何提醒？

默想

歌羅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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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就是你們從前在cd福音真理的

道上所聽見的。6這福音傳到你們

那裏，也傳到a普天之下，並且b結

果，增長，如同在你們中間，自從

c你們聽見福音，真知道d　神恩

惠的日子一樣。7a正如你們從我

們所親愛、b一同作僕人的c以巴

弗所學的。d他為我們（
e有古卷：
你們 ）作

了f基督忠心的g執事，8也把你們

a因聖靈所存的愛心告訴了我們。

新標點和合本 和合本修訂版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c福音真理的道 希臘文作「福音的真理的道」，

可理解為「真理的道，也就是福音」（參弗1:13），其中

「真理的道」，一方面是要與本書信所提到錯謬的主

張（參2:8,16,18）對比，另一方面也表明這道是真實可

靠的。保羅指出，歌羅西信徒所存在天上的盼望（參

本節前半），是他們過去聽聞「真理的道」時所聽過

的，而這「真理的道」就是「福音」。

	
d福音 即好消息，指耶穌所傳揚　神國度的信

息，並他所行的神蹟，和他受死復活的事實。本書信

所着重的是，在耶穌基督裏，　神讓萬有與他自己和

好的信息。1:6兩次「福音」同。 

1:6 本節進一步形容1:5所提到的「福音」，指出這福音

在歌羅西人當中產生的結果與其它地方一樣，都是

不斷結出果子，並持續成長。

	
a普天之下 希臘文作「全世界」（《現修》、《思》、

《呂》）。此處以「全世界」這樣的泛稱，強調福音傳到

當時許多地方。

 b結果，增長 此處使用了農作物結出果實，

穀物成長的意象。類似的用法，見1:10; 2:7；另參林前

3:6。另見25頁圖。

	
c你們聽見福音，真知道　神恩惠 希臘文無「福

音」一詞，宜作：(1)「你們在真理中聽見並知道　神恩

惠」或(2)「你們真正聽見並知道　神恩惠」。無論採何

種理解，此處收信人所「聽見」並「知道」的內容，均

為「　神的恩惠」。兩者之中，又以(1)較為可能。如為

(1)，指歌羅西的信徒認識　神的恩惠，是透過1:5真理

的道。

	
d　神恩惠 此處「　神的恩惠」應指　神拯救的

福音，臨到身為外邦人的歌羅西信徒（參1:27）。「恩

惠」，另見1:2「恩惠、平安」註釋。

這福音所帶來的盼望。這樣，你們

的信心和愛心都是以那為你們保

存在天上的盼望為根據的。6這福

音不但傳到你們那裏，也傳遍全世

界，不斷地生長，結果子，正像當初

你們聽見而且真正認識上帝的恩

典時，生長，結果子一樣。7你們是

從我們親愛的同工以巴弗學習到

這福音的；他為我們①作了基督忠

心的僕人。8有關聖靈賜給你們愛

心的消息是他告訴我們的。

望，它就是你們從前所聽見真理

的道，就是福音；6這福音傳到你們

那裏，也傳到普天下，並且繼續增

長，不斷結果，正如自從你們聽見

福音，真正知道　神恩惠的日子

起，在你們中間也是這樣。7這福音

是你們從我們所親愛、一同作僕

人的以巴弗學到的。他為我們註

作了基督的忠心僕役，8也把聖靈

賜給你們的愛告訴我們。

1:7（4:12; 門 1:23）

歌羅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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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些古卷是「你們……」。

7 「我們」：有古卷是「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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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正如你們從我們所親愛、一同作僕人的以巴弗所

學的 指出以巴弗是歌羅西人聽見並知道　神恩惠

（參1:6）的原因。

 b一同作僕人 宜作「一同作奴僕」或「一同作

奴隸」。羅馬帝國境內的奴僕被視為主人的財產，主

人可全權決定奴僕的一切，包括生死，但當奴僕代

表他有權位的主人出面處理事務時，別人則會因其

主人而給予尊重。舊約中，摩西、大衛及其他領袖和

先知均被稱為「　神的僕人」（分見如詩105:26與撒
下7:5,8; 詩78:70及拉5:11; 耶7:25; 25:4; 但3:26; 6:20; 摩
3:7），這稱呼也同時有「全然順服　神」與「有從　神

而來的尊榮」雙重的意涵。新約沿用該詞語稱呼事

奉　神的人，但次數不多（徒16:17; 多1:1; 彼前2:16; 
啟7:3），偶爾亦用「主的僕人」稱之（提後2:24），但更
多時候是以「基督的僕人（奴僕）」稱之（如羅1:1; 腓
1:1保羅的自稱），在此保羅提到他自己和以巴弗都

是　神的奴僕，一同事奉他。

	
c以巴弗 男子名，為歌羅西人（4:12），應是建立

歌羅西、老底嘉、希拉坡里等地教會的傳道者（4:13）。
他是保羅的同工，曾與他一同被囚（見門1:23）。保羅

未曾到過歌羅西（2:1），應是透過以巴弗得知歌羅西
教會的情況（1:8）。另見47頁短文〈主後一世紀的歌羅
西、老底嘉、希拉坡里〉。

 d他為我們作了基督忠心的執事 「我們」宜作

「你們」（見本節對小字的註釋）。保羅強調以巴弗為

歌羅西等地的信徒（即「你們」）竭力付出（另參4:12-
13）。

	
e有古抄本作「我們」，另有古抄

本作「你們」（參《思》），原始經文較可

能為「你們」。

	
f基督 見1:1「基督耶穌」註釋。

 g執事 或作「僕役」（《和

修》、《思》、《呂》；參《現修》），在此並

非職稱，而是指執行某項特殊任務的

人。

1:8 a因聖靈所存的愛心 此處

為本書信中惟一明確提及聖靈的地

方，將聖靈的工作與愛心聯繫在一

起。此處談到愛心，與1:4首尾呼應，應

指歌羅西信徒對眾聖徒（可能包括對

保羅和以巴弗）的愛心。

無花果（見1:6註b）。地中海周圍地區農產豐富，常見的作物如麥子、橄欖、石榴、蜜棗、無花果等，

在生活中經常可見，故當保羅使用農作物生長的意象時，收信人很容易就能明白所表達的意

涵。此處的無花果攝於今日土耳其的特洛伊（Troy），尚未完全成熟。夏季通常為無花果成熟採

收的季節。

1:8
此處將愛心與聖靈聯繫在一起（另參如加

5:22），這對我有甚麼提醒？

默想

歌羅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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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地禱

告祈求，願你們…… 「我們」在此指保羅和他的同

工，不包括收信人，「聽見」指保羅透過以巴弗得知

歌羅西教會的消息（1:4,8）。保羅為歌羅西教會祈求，

呼應了1:3為他們禱告的主題，祈求的內容則為1:9後
半-12。此處也暗示，從保羅獲知歌羅西教會的消息，

到寫作本書信，可能已有一段時間，其間他不斷地為

他們禱告祈求，然而這段時間的長短，不得而知。

 b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　神的

旨意 希臘文作「在一切屬靈的智慧和洞見中，滿

有對他旨意的知識」，「他」指　神。本句指因有屬靈

的智慧與領悟力，得以充分認識　神的旨意（參《現

修》、《呂》）。「屬靈的」指出這些智慧和領悟力是來自

聖靈，與來自人間傳統的偏差教導相對（見2:8）。另見
以下討論。

	
c悟性 宜作「洞見」、「洞悉力」、「領悟力」（參

《呂》），指洞悉事物本質與對錯的能力，不同於《和》

林前14:15-19譯作「悟性」的希臘文詞語（在該處宜作

保羅在本段延續1:3所提，為歌羅西信徒禱告的主題，談到為他們代求的內容（對照1:3-8段落前註釋）。

本段亦為一個長句子（對照1:3-8段落前註釋），此處主要的子句是「我們不住地為你們禱告祈求」，祈求的主要內

容，是盼望歌羅西信徒因認識　神的旨意，而在行事為人上對得起主（1:9-10前半）。主要子句外，保羅在1:10後半-12

談到「行事為人對得起主」的內涵（見1:10「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註釋），1:13-14則進一步描述所感謝的

這位「父」，並提及「愛子」基督，引介了下一段的愛子頌（1:15-20）。

保羅寫給教會的書信，常在進入書信本文之前，為收信人代求，見如弗1:15-23; 腓1:9-11; 帖後1:11-12。另參21頁

短文〈希臘 羅馬的書信格式〉。

代禱（1:9-14）

新標點和合本 和合本修訂版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9因此，自從聽到了有關你們

的消息，我們不斷地為你們禱告，

求上帝使你們從聖靈得到各樣的

智慧和理解力，能夠充分地認識

他的旨意。10這樣，你們的生活就

會合乎主的要求，凡事使他喜歡。

同時，你們會在生活上結出各種

美好的果子，對上帝的認識也會

增進。11願你們從他榮耀的權能

中得到堅強的力量，有耐心忍受

一切。要以快樂的心12感謝天父

基督和他的工作
9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

就不住地為你們禱告和祈求，願

你們滿有一切屬靈的智慧和悟

性，真正知道　神的旨意，10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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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神的認識更有長進。11願你

們從他榮耀的權能中，得以在一

切事上力上加力，好使你們凡事

歡歡喜喜地忍耐寬容，12又感謝

基督的位格和工作
9因此，a我們自從聽見的日

子，也就為你們不住地禱告祈求，

願你們b在一切屬靈的智慧c悟性

上，d滿心知道　神的旨意；10好

叫你們 a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

事蒙他喜悅，b在一切善事上結 

果子，漸漸地多知道　神；11照 

他榮耀的權能，a得以在各樣的 

力上加力，b好叫你們凡事歡歡 

喜喜地c忍耐寬容；12a又感謝父，

歌羅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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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或「心智」）。

	
d滿心知道　神的旨意 希臘文作「滿有對他旨

意的知識」，「他」指　神。此處譯作「知識」的希臘文，

在本書信中出現四次（此處及1:10; 2:2; 3:10；但《和》

並未一致地譯出），均為關乎　神或基督的知識；2:3
「知識」的希臘文與此處略有不同（但字根同），應與

此處的「知識」有關。此處「　神旨意的知識」，即下文

1:10所提，過討　神喜悅的生活，結善行的果子。新約

其它處亦提到，　神的旨意是要基督信徒行善（參弗

2:10; 彼前2:15）。

1:10 a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 「對得起主」

或作「配得過主」、「合乎主的要求」（《現修》），從本句

來看，即是要「凡事蒙他喜悅」；「主」在此應指父　神

（對照1:3「主」註釋）。本句為1:9滿有　神旨意的知
識應有的結果，即在生活上以討主喜悅的方式行

事。本句之後的1:10後半-12，以四個希臘文分詞，來

說明「行事為人對得起主」的具體表現：(1)在善事上
「結果」（1:10）；(2)「增長」對　神的知識（1:10）；(3)靠
着　神而「蒙能力」凡事忍耐寬容；(4)「感謝」父　神。

 b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子，漸漸地多知道　神

宜作「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增長對　神的知識」（參

《現修》、《和修》），「結果」與「增長」呼應了1:6福音
「結果」與「增長」的意象（參1:6「結果，增長」註釋），

「在一切善事上結果」強調在生活上要有具體可見的

善行，「增長對　神的知識」則強調對　神有更多的

認識。「對　神的知識」呼應1:9「對　神旨意的知識」

（見1:9「滿心知道　神的旨意」註釋）。1:9-10呈現一個
良性的循環：對　神的認識（1:9）將帶來生活的實踐
（1:10前半），而生活的實踐將進一步深化對　神的認

識（1:10後半）。本句與1:10「行事為人對得起主」的關

係，另見本節「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註

釋。

1:11 a得以在各樣的力上加力 希臘文作「在各樣的

能力中蒙能力」，有兩種可能的理解：(1)「藉着各樣的
能力蒙能力」（參《現修》、《呂》），其中「各樣的能力」

指來自　神的能力，與本節　神榮耀的「權能」呼應；

(2)「在各樣需要能力的事上得着能力」（如《和》、《和

修》）。此處(1)較為可能，即保羅祈求　神用他的「權

能」，使歌羅西信徒藉着　神諸般的能力，得着能力。

本句與1:10「行事為人對得起主」的關係，另見1:10
「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悅」註釋。

	
b好叫你們凡事歡歡喜喜地忍耐寬容 按希臘

文，「歡歡喜喜地」為修飾下文1:12的「感謝父」，故

本句宜作「好叫你們凡事忍耐寬容。又歡歡喜喜

地……」（參《現修》、《思》）。「凡事忍耐寬容」為本

節「蒙能力」的目的，即保羅為收信人禱告，願他們

藉　神的能力而蒙能力，以致能夠凡事忍耐寬容。

「忍耐寬容」，見本節「忍耐寬容」註釋。

	
c忍耐寬容 「忍耐」指遇到批評或攻擊時，依然

能堅忍持守，「寬容」指在遭遇上述光景時，仍能以平

和寬厚的方式與人相處（另見3:12「忍耐」註釋）。

1:12 有關本節的翻譯，見以下討論。

	
a又感謝父 本句宜與1:11後半合併，作「歡歡喜喜

地感謝父」（參《現修》、《思》、《呂》註；另參1:11「好叫你
們凡事歡歡喜喜地忍耐寬容」註釋），為「行事為人對

得起主」的具體表現之一（參1:10「行事為人對得起主，

凡事蒙他喜悅」註釋）。此處所感恩的內容為1:12後半。

1:10
此處並未談到「善行」具體的內容，但按本書信

的其它部分，我能否找出本書信所關心的「善

行」為何？試加以羅列。

1:11
按此處，得蒙　神的能力，最終是為了甚麼？

保羅為甚麼要為信徒這樣禱告？我現在有哪

些處境，格外需要這樣的禱告？

默想

歌羅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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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因為他使你們③有資格分享

他為信徒們在那光明的國度裏所

保留的福澤。13他救我們脫離了

黑暗的權勢，使我們生活在他愛

子的主權下。14藉着他的愛子，我

們得到自由─我們的罪得赦免。

基督和他的工作
15基督是那看不見的上帝的

父，使你們配與眾聖徒在光明中

分享基業。13他救了我們脫離黑

暗的權勢，遷移到他愛子的國度

裏。14藉著他的愛子，我們得蒙救

贖，罪得赦免。

15愛子是那看不見的　神之

b叫我們能與眾c聖徒de在光明中

同得f基業。13他救了我們脫離a黑

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b愛子的

國裏；14我們在愛子裏a得蒙救贖，

罪過得以赦免。

1 5 a b愛子是 c那不能看見

1:14（弗 1:7）

本段並未直接使用「愛子」一詞（《和》1:15的「愛子」希臘文作「他」），但本段的內容均是要來頌讚1:13-14所提到的「愛

子」。保羅在此可能是插入了初代教會的讚美詩（注意本段並無上下文不斷出現的「你們」和「我們」）。

本段可分為三個單元：(1)1:15-16；(2)1:17-18前半；(3)1:18後半-20。單元(2)可視為連接首尾兩個單元的橋樑，而首

尾的兩個單元，在內容與用語上則有排比之處：

 ■ 單元(1)指出愛子基督為「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見1:15「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註釋），談到基督是創造之

主；單元(3)則指出愛子是「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見1:18「從死裏首先復生的」註釋），強調基督是救贖之主。

 ■ 在1:15與1:18之後，緊接的1:16與1:19-20亦呈現對稱的結構：兩者均以「因為」開始（分見1:16與1:19），並出現次序

相同的三個片語「在他裏面」（1:16,19）、「藉着他」（1:16,20）、「為他」或「與他」（兩者希臘文同；1:16,20）。

 ■ 首尾的兩個單元均出現「天上的和地上的萬有」（1:16,20），彼此呼應。而單元(2)的1:17兩次出現「萬有」，則將單元

(1)與(3)連接起來，指出萬有的創造與萬有的救贖，都與基督息息相關。

本段凸顯基督在創造之工及救贖之工的關鍵角色，應是要以此來處理歌羅西教會當中的一些錯謬，使基督這位

創造與救贖之主，成為信徒信仰的中心和倫理生活的基礎（見簡介之「成書背景與寫作目的」〔17頁〕）。

本段部分的用語和觀念（如「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萬有」、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基督是元首等），亦見於弗1:20-23。

愛子頌（1:15-20）

歌羅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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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有耐心……感謝天父」或譯

      「以耐心和喜樂忍受一切。12要感

        謝上帝」。

 ③有些古卷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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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叫我們能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 「我

們」，有古抄本作「你們」，原始經文較可能為「你們」

（《現修》、《和修》、《呂》）。本句宜作「就是那使你們得

以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分享基業的」，用來說明本節所

感謝的「父」。本節可與1:11後半合併，譯作「歡歡喜喜

地感謝父，就是那使你們得以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分

享基業的」，或「歡歡喜喜地感謝那使你們得以與眾

聖徒在光明中分享基業的父」。

 c聖徒 見1:2「聖徒」註釋。

	
d在光明中同得基業 或作「同得在光明中的基

業」（參《呂》）。

	
e在光明中 應指　神居所之所在，與下文1:13

「黑暗的權勢」相對。

 f基業 此處「基業」的希臘文雖不同於3:24; 弗
1:14,18「基業」的希臘文，但彼此有關。此處的希臘文

詞語常見於《七十士譯本》，多指舊約中分地時各家

族所得的地業，是　神賜福百姓的具體表徵。此處保

羅以舊約　神賜福眾以色列民的意象，轉用在信徒

身上：以色列各家所承受的產業是所分得的地，眾聖

徒所承受的產業則為　神光明的國度。

1:13-14 此處對1:12（或1:9後半-12）的父　神，提供了

進一步的描述，並在1:13後半引入「愛子」的主題，用

以引介1:15-20的愛子頌。

1:13 a黑暗的權勢 「黑暗」與前文1:12「光明」相對。

「黑暗的權勢」指一切與　神作對、轄制人類的勢力。

 b愛子的國 與本節「黑暗的權勢」相對。「愛

子」指耶穌基督（對耶穌類似的稱呼，另參太3:17; 
17:5; 可1:11; 9:7; 12:6; 路3:22; 20:13; 彼後1:11）。「愛子
的國」，新約中僅見於此處，但應與「　神的國」有關

（「　神的國」，見84頁短文〈　神的國（天國）〉）。此處

未使用「　神的國」（但參4:11），而使用「愛子的國」，

可能與接下來1:15-20強調愛子是　神一切行動（創
造與救贖）的代表有關。

1:14 a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 希臘文作「有救贖－

罪的赦免」，指救贖的意義，即為罪得赦免（參《現

修》）。

1:15 a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　神的像 為單元(1)的開
頭（見1:15-20段落前註釋）。

	
b愛子 「愛子」希臘文作「他」，指1:13-14的「愛

子」，即基督。

 c那不能看見之　神的像 強調基督將那不可

見的　神表達出來（對照約1:18; 14:9），用以引介1:15
後半-16「基督是創造之主」的主題。新約其它處稱基

督是　神的像，見林後4:4; 來1:3。另一方面，此處譯

作「像」的希臘文，為《七十士譯本》創1:26-27; 5:3; 9:6
翻譯「形像」的希臘文，本書信稱基督是　神的「像」，

似也暗示透過基督，人才能認識自己按「　神形像」

被造原本的目的（對照3:10「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

造他主的形像」註釋）。

歌羅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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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宜作「是一

切受造物的首生者」（《思》）。此處「首生者」不應理解

為第一個受造之物，而是強調基督「長子」的身分（對

照羅8:29；另參來1:6）。在古代社會，長子為家中產業

的繼承者，稱基督為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是表達

所有的受造物均屬於基督，如同是他的產業一樣。本

句引發主後四世紀亞流及亞他那修之間基督論的爭

辯，亞流的觀點最後被判為異端，參簡介之「在後世

產生的議題」（19頁）。

1:16 此處一連以「在他裏面造的」、「藉着他造的」、「為

他造的」，來描繪基督與創造之工的密切關係，分別

談到基督是創造的場景、創造的媒介、創造的目的。

本節使用「在……裏面」、「藉着……」、「為……」，與

1:19-20的手法完全一致且順序相同，兩處彼此呼應

（本節「為……」與1:20「與……」希臘文同；另見1:15-

20段落前註釋、1:19-20、1:20註釋）。

	
a是靠他造的 宜作「在他裏面造的」，「他」指

（愛子）基督。類似的想法，見約1:3; 林前8:6; 來1:2; 啟

之　神的像，d是首生的，在

一切被造的以先。1 6因為萬有

都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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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有位的，主治

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

藉着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

1 7 a他在萬有之先；b萬有也

靠他而立。1 8 a他也是 b教會全

體之首。c他是元始，是 d從死

裏首先復生的，使他可以 e在

　　　像，

 是首生的註，在一切被造的

　　　以先。

16因為萬有都是在他裏面註

　　　造的，

 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

或是有權位的、統治的，

或是執政的、掌權的，

一概都是藉著他為著他造的。

17他在萬有之先；

萬有也靠他而存在。

18他是身體（教會）的頭；

他是元始，

是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

好讓他在萬有中居首位。

形像，是超越萬有的長子。16藉着

他，　神創造了天地萬有：看得

見和看不見的，包括靈界的在位

者、主宰者、執政者，和掌權者。

藉着他，也為着他，上帝創造了

整個宇宙。17基督在萬有之先就

存在；萬有也藉着他各得其所。

18他是教會的頭，也就是他身體

的頭；他是新生命的源頭。他是

長子，首先從死裏復活，目的是

新標點和合本 和合本修訂版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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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首生的」或譯「長子」；18節
同。

16 「在他裏面」或譯「藉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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