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以你們若所以你們若所以你們若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真與基督一同復活真與基督一同復活真與基督一同復活，，，，
就當求在上面的事就當求在上面的事就當求在上面的事就當求在上面的事。。。。

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因為你們已經死了因為你們已經死了因為你們已經死了，，，，因為你們已經死了因為你們已經死了因為你們已經死了因為你們已經死了，，，，
你們的生命你們的生命你們的生命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他顯現的時候他顯現的時候他顯現的時候他顯現的時候，，，，

你們也要你們也要你們也要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西西西西 3:13:13:13:1----4)4)4)4)



歌羅西城位在小亞西亞歌羅西城位在小亞西亞歌羅西城位在小亞西亞歌羅西城位在小亞西亞((((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的弗呂家境內的弗呂家境內的弗呂家境內的弗呂家境內，，，，曾經一度曾經一度曾經一度曾經一度
是小亞西亞首屈一指的城市是小亞西亞首屈一指的城市是小亞西亞首屈一指的城市是小亞西亞首屈一指的城市；；；；座落於萊克斯河畔座落於萊克斯河畔座落於萊克斯河畔座落於萊克斯河畔，，，，是從愛是從愛是從愛是從愛
琴海岸以弗所城琴海岸以弗所城琴海岸以弗所城琴海岸以弗所城，，，，通向幼發拉底河流域的商賈必經之地通向幼發拉底河流域的商賈必經之地通向幼發拉底河流域的商賈必經之地通向幼發拉底河流域的商賈必經之地。。。。
但後來日漸式微但後來日漸式微但後來日漸式微但後來日漸式微，，，，到了主後第一世紀到了主後第一世紀到了主後第一世紀到了主後第一世紀，，，，歌羅西已淪為一個歌羅西已淪為一個歌羅西已淪為一個歌羅西已淪為一個

歌羅西書和歌羅西書和歌羅西書和歌羅西書和《《《《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腓立比書腓立比書腓立比書》》》》、、、、《《《《腓利門書腓利門書腓利門書腓利門書》》》》，，，，
是保羅在主後是保羅在主後是保羅在主後是保羅在主後61616161至至至至62626262年間年間年間年間，，，，於羅馬監獄所寫的於羅馬監獄所寫的於羅馬監獄所寫的於羅馬監獄所寫的；；；；故聖經學故聖經學故聖經學故聖經學
者稱上述四封書信為者稱上述四封書信為者稱上述四封書信為者稱上述四封書信為『『『『監獄書簡監獄書簡監獄書簡監獄書簡』』』』。。。。

但後來日漸式微但後來日漸式微但後來日漸式微但後來日漸式微，，，，到了主後第一世紀到了主後第一世紀到了主後第一世紀到了主後第一世紀，，，，歌羅西已淪為一個歌羅西已淪為一個歌羅西已淪為一個歌羅西已淪為一個
無足輕重的小鎮無足輕重的小鎮無足輕重的小鎮無足輕重的小鎮。。。。
歌羅西教會據信是保羅在以弗所傳道的期間歌羅西教會據信是保羅在以弗所傳道的期間歌羅西教會據信是保羅在以弗所傳道的期間歌羅西教會據信是保羅在以弗所傳道的期間，，，，得著了以得著了以得著了以得著了以
巴弗巴弗巴弗巴弗,,,,以巴弗把福音帶到歌羅西以巴弗把福音帶到歌羅西以巴弗把福音帶到歌羅西以巴弗把福音帶到歌羅西，，，，成立了歌羅西的教會成立了歌羅西的教會成立了歌羅西的教會成立了歌羅西的教會。。。。
保羅在寫此書信時尚未訪問過他們保羅在寫此書信時尚未訪問過他們保羅在寫此書信時尚未訪問過他們保羅在寫此書信時尚未訪問過他們。。。。 歌羅西教會成立不歌羅西教會成立不歌羅西教會成立不歌羅西教會成立不
久久久久，，，，即為異端主義者所潛入即為異端主義者所潛入即為異端主義者所潛入即為異端主義者所潛入。。。。以巴弗將這困擾帶到羅馬以巴弗將這困擾帶到羅馬以巴弗將這困擾帶到羅馬以巴弗將這困擾帶到羅馬，，，，
向保羅請教向保羅請教向保羅請教向保羅請教，，，，保羅寫此書保羅寫此書保羅寫此書保羅寫此書，，，，一面駁斥異端教訓的錯誤一面駁斥異端教訓的錯誤一面駁斥異端教訓的錯誤一面駁斥異端教訓的錯誤，，，，一一一一
面指引歌羅西信徒更深地認識基督面指引歌羅西信徒更深地認識基督面指引歌羅西信徒更深地認識基督面指引歌羅西信徒更深地認識基督。。。。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是個關鍵真理是個關鍵真理是個關鍵真理是個關鍵真理

人若不重生人若不重生人若不重生人若不重生、、、、就絕對無法真正理解就絕對無法真正理解就絕對無法真正理解就絕對無法真正理解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我們因祂得生我們因祂得生我們因祂得生我們因祂得生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活出祂的生命活出祂的生命活出祂的生命活出祂的生命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活出祂的生命活出祂的生命活出祂的生命活出祂的生命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是我們的生命是我們的生命是我們的生命是我們的生命，，，，我們的一切我們的一切我們的一切我們的一切

保羅以此真理保羅以此真理保羅以此真理保羅以此真理、、、、堅固歌羅西的聖徒堅固歌羅西的聖徒堅固歌羅西的聖徒堅固歌羅西的聖徒



二二二二、、、、三個三個三個三個「「「「與他與他與他與他一同一同一同一同」」」」

一一一一、、、、四四四四個重要個重要個重要個重要「「「「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三三三三、、、、兩兩兩兩個歸納個歸納個歸納個歸納「「「「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四四四四、、、、一個一個一個一個「「「「新的新的新的新的合一合一合一合一」」」」

歌羅西書第三章歌羅西書第三章歌羅西書第三章歌羅西書第三章1111----11111111節節節節



一一一一、、、、四個四個四個四個關鍵的關鍵的關鍵的關鍵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2. 2. 2. 2. 我們經歷了基督的復活我們經歷了基督的復活我們經歷了基督的復活我們經歷了基督的復活、、、、向神與祂同復活了向神與祂同復活了向神與祂同復活了向神與祂同復活了？？？？

1. 1. 1. 1. 我們接受了耶穌的救恩我們接受了耶穌的救恩我們接受了耶穌的救恩我們接受了耶穌的救恩、、、、向罪與祂同死了麼向罪與祂同死了麼向罪與祂同死了麼向罪與祂同死了麼？？？？

2. 2. 2. 2. 我們經歷了基督的復活我們經歷了基督的復活我們經歷了基督的復活我們經歷了基督的復活、、、、向神與祂同復活了向神與祂同復活了向神與祂同復活了向神與祂同復活了？？？？

3. 3. 3. 3. 我們是否以基督為生命我們是否以基督為生命我們是否以基督為生命我們是否以基督為生命、、、、天天與祂同活著麼天天與祂同活著麼天天與祂同活著麼天天與祂同活著麼？？？？

4. 4. 4. 4. 我們得到了確實的信心我們得到了確實的信心我們得到了確實的信心我們得到了確實的信心、、、、將來與祂同享榮耀將來與祂同享榮耀將來與祂同享榮耀將來與祂同享榮耀？？？？



二二二二、、、、三個三個三個三個與主與主與主與主「「「「與他與他與他與他一同一同一同一同」」」」的保證的保證的保證的保證

1.1.1.1.過去已成就過去已成就過去已成就過去已成就::::

((((已經同死已經同死已經同死已經同死、、、、也已也已也已也已)))) 「「「「與基督一同與基督一同與基督一同與基督一同復活復活復活復活」」」」

2.2.2.2.現在成長中現在成長中現在成長中現在成長中:     (In the Process):     (In the Process):     (In the Process):     (In the Process)

Already

But2.2.2.2.現在成長中現在成長中現在成長中現在成長中:     (In the Process):     (In the Process):     (In the Process):     (In the Process)
你們的生命你們的生命你們的生命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與基督一同與基督一同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藏在神裡面藏在神裡面藏在神裡面」」」」

3.3.3.3.將來必成就將來必成就將來必成就將來必成就::::

他顯現的時候他顯現的時候他顯現的時候他顯現的時候，，，，
你們也要你們也要你們也要你們也要「「「「與他一同與他一同與他一同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顯現在榮耀裡顯現在榮耀裡顯現在榮耀裡」」」」

But

Not Yet



一同復活就能活出基督的生命一同復活就能活出基督的生命一同復活就能活出基督的生命一同復活就能活出基督的生命

要思念上面的事直到進入榮耀要思念上面的事直到進入榮耀要思念上面的事直到進入榮耀要思念上面的事直到進入榮耀
因為現在活著的已經不再是我因為現在活著的已經不再是我因為現在活著的已經不再是我因為現在活著的已經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為我舍己在我里面活乃是基督為我舍己在我里面活乃是基督為我舍己在我里面活乃是基督為我舍己在我里面活
在各處顯揚因認識基督的香氣在各處顯揚因認識基督的香氣在各處顯揚因認識基督的香氣在各處顯揚因認識基督的香氣

已成為蝴蝶不可能再變成毛蟲已成為蝴蝶不可能再變成毛蟲已成為蝴蝶不可能再變成毛蟲已成為蝴蝶不可能再變成毛蟲
不再爬行巳可以離地自由飛翔不再爬行巳可以離地自由飛翔不再爬行巳可以離地自由飛翔不再爬行巳可以離地自由飛翔
所以不要再被地上的事所捆綁所以不要再被地上的事所捆綁所以不要再被地上的事所捆綁所以不要再被地上的事所捆綁
靠祂復活大能飛躍屬地的吸引靠祂復活大能飛躍屬地的吸引靠祂復活大能飛躍屬地的吸引靠祂復活大能飛躍屬地的吸引

我們確信我們確信我們確信我們確信::::除祂以外別無拯救除祂以外別無拯救除祂以外別無拯救除祂以外別無拯救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凡事都能作凡事都能作凡事都能作。。。。
((((腓腓腓腓 4:13)4:13)4:13)4:13)

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常帥領我們常帥領我們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在基督裡誇勝在基督裡誇勝在基督裡誇勝，，，，
並藉著我們並藉著我們並藉著我們並藉著我們

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2:14)2:14)2:14)2:14)

我是葡萄樹我是葡萄樹我是葡萄樹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你們是枝子你們是枝子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裡面的常在我裡面的常在我裡面的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我也常在他裡面我也常在他裡面我也常在他裡面，，，，

這人就多結果子這人就多結果子這人就多結果子這人就多結果子。。。。

因為離了我因為離了我因為離了我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你們就不能作甚麼你們就不能作甚麼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約約約約 15:5)15:5)15:5)15:5)

((((腓腓腓腓 4:13)4:13)4:13)4:13)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
要顯明這莫大的力要顯明這莫大的力要顯明這莫大的力要顯明這莫大的力，，，，

是出於神是出於神是出於神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不是出於我們不是出於我們不是出於我們。。。。

我們四面受敵我們四面受敵我們四面受敵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卻不被困住卻不被困住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難心裡作難心裡作難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卻不至失望卻不至失望卻不至失望。。。。
遭逼迫遭逼迫遭逼迫遭逼迫，，，，卻不被丟棄卻不被丟棄卻不被丟棄卻不被丟棄。。。。
打倒了打倒了打倒了打倒了，，，，卻不至死亡卻不至死亡卻不至死亡卻不至死亡。。。。打倒了打倒了打倒了打倒了，，，，卻不至死亡卻不至死亡卻不至死亡卻不至死亡。。。。

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
使耶穌的生使耶穌的生使耶穌的生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也顯明在我們身上也顯明在我們身上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
使耶穌的生使耶穌的生使耶穌的生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4:74:74:74:7----11)11)11)11)



三三三三、、、、兩個兩個兩個兩個歸納的歸納的歸納的歸納的「「「「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1.1.1.1.「「「「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
就當求在上面的事就當求在上面的事就當求在上面的事就當求在上面的事。。。。

認識基督認識基督認識基督認識基督

2.2.2.2.「「「「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要治死要治死要治死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你們在地上的肢體你們在地上的肢體你們在地上的肢體
要棄絕要棄絕要棄絕要棄絕這一切的事以及這一切的事以及這一切的事以及這一切的事以及…………
不要彼此說謊不要彼此說謊不要彼此說謊不要彼此說謊
要脫去舊人穿上新人要脫去舊人穿上新人要脫去舊人穿上新人要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活出基督



承接歌羅西書前兩章真理的教導承接歌羅西書前兩章真理的教導承接歌羅西書前兩章真理的教導承接歌羅西書前兩章真理的教導

要引進下兩章真理在生活的實踐要引進下兩章真理在生活的實踐要引進下兩章真理在生活的實踐要引進下兩章真理在生活的實踐

特別指對諾斯底異端帶進的異端特別指對諾斯底異端帶進的異端特別指對諾斯底異端帶進的異端特別指對諾斯底異端帶進的異端

和猶太主義愛色尼派的苦修小學和猶太主義愛色尼派的苦修小學和猶太主義愛色尼派的苦修小學和猶太主義愛色尼派的苦修小學

以嚴謹的基督論作為教護的核心以嚴謹的基督論作為教護的核心以嚴謹的基督論作為教護的核心以嚴謹的基督論作為教護的核心

以活出基督的生命為有效的回應以活出基督的生命為有效的回應以活出基督的生命為有效的回應以活出基督的生命為有效的回應

使純正福音勝過異端攪擾而傳開使純正福音勝過異端攪擾而傳開使純正福音勝過異端攪擾而傳開使純正福音勝過異端攪擾而傳開

神的國度以復活大能展現於世人神的國度以復活大能展現於世人神的國度以復活大能展現於世人神的國度以復活大能展現於世人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若真你們若真你們若真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與基督一同復活與基督一同復活與基督一同復活，，，，

就當求在上面的事就當求在上面的事就當求在上面的事就當求在上面的事。。。。

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第一個第一個第一個第一個「「「「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 與基督一同與基督一同與基督一同與基督一同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因為你們已經死了因為你們已經死了因為你們已經死了，，，，
你們的生命你們的生命你們的生命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他顯現的時候他顯現的時候他顯現的時候他顯現的時候，，，，

你們也要你們也要你們也要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3:1(3:1(3:1(3:1----4)4)4)4)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你們若你們若你們若你們若

真與基督一同復活真與基督一同復活真與基督一同復活真與基督一同復活
就當求在上面的事就當求在上面的事就當求在上面的事就當求在上面的事

第一個第一個第一個第一個「「「「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 當求在上面的事當求在上面的事當求在上面的事當求在上面的事

[[[[因為因為因為因為]]]]

1.1.1.1.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已完成救贖已完成救贖已完成救贖已完成救贖))))

2.2.2.2.因為你們已經死了因為你們已經死了因為你們已經死了因為你們已經死了((((已經成為新造的人已經成為新造的人已經成為新造的人已經成為新造的人))))

3.3.3.3.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1).1).1).1).「「「「所以所以所以所以」」」」要認識要認識要認識要認識「「「「基督所是的基督所是的基督所是的基督所是的」」」」真理真理真理真理

1.1.1.1.第一個第一個第一個第一個「「「「所以所以所以所以」」」」----認識基督認識基督認識基督認識基督

2).2).2).2).「「「「所以所以所以所以」」」」要信靠要信靠要信靠要信靠「「「「基督所作的基督所作的基督所作的基督所作的」」」」救恩救恩救恩救恩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

是首生的是首生的是首生的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先在一切被造的先在一切被造的先在一切被造的先。。。。

1).1).1).1).「「「「所以所以所以所以」」」」要認識要認識要認識要認識「「「「基督所是的基督所是的基督所是的基督所是的」」」」真理真理真理真理

((((西西西西 1 & 2)1 & 2)1 & 2)1 & 2)

他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他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他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他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

他在萬有之先他在萬有之先他在萬有之先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而立萬有也靠而立萬有也靠而立萬有也靠而立。。。。

他們真知道神的奧秘他們真知道神的奧秘他們真知道神的奧秘他們真知道神的奧秘，，，，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就是基督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



((((西西西西 1 & 2)1 & 2)1 & 2)1 & 2)

我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我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我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我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罪過得以赦免罪過得以赦免罪過得以赦免

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成就了和平成就了和平成就了和平

2).2).2).2).「「「「所以所以所以所以」」」」要信靠要信靠要信靠要信靠「「「「基督所作的基督所作的基督所作的基督所作的」」」」救恩救恩救恩救恩

但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但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但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但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叫你們與自己和好叫你們與自己和好叫你們與自己和好，，，，
都成了聖潔都成了聖潔都成了聖潔都成了聖潔，，，，沒有瑕疵沒有瑕疵沒有瑕疵沒有瑕疵，，，，無可責備無可責備無可責備無可責備，，，，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

他顯現的時候他顯現的時候他顯現的時候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就是基督在你們就是基督在你們就是基督在你們就是基督在你們((((外邦人外邦人外邦人外邦人))))心裡成了心裡成了心裡成了心裡成了﹝﹝﹝﹝有有有有﹞﹞﹞﹞榮耀的盼望榮耀的盼望榮耀的盼望榮耀的盼望。。。。

都成了聖潔都成了聖潔都成了聖潔都成了聖潔，，，，沒有瑕疵沒有瑕疵沒有瑕疵沒有瑕疵，，，，無可責備無可責備無可責備無可責備，，，，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

你們在他裡面你們在他裡面你們在他裡面你們在他裡面，，，，也受了不是人也受了不是人也受了不是人也受了不是人手手手手所所所所行行行行的的的的割禮割禮割禮割禮，，，，
乃乃乃乃是基督是基督是基督是基督使使使使你們你們你們你們脫去脫去脫去脫去肉體肉體肉體肉體﹝﹝﹝﹝情慾情慾情慾情慾﹞﹞﹞﹞的的的的割禮割禮割禮割禮。。。。



1.1.1.1.神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神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神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神又早已立他為承受萬有的，，，，
2.2.2.2.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
3.3.3.3.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
4.4.4.4.是神本體的真像是神本體的真像是神本體的真像是神本體的真像，，，，

基督的七重超越地位及職事基督的七重超越地位及職事基督的七重超越地位及職事基督的七重超越地位及職事

4.4.4.4.是神本體的真像是神本體的真像是神本體的真像是神本體的真像，，，，
5.5.5.5.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
6.6.6.6.他洗淨了人的罪他洗淨了人的罪他洗淨了人的罪他洗淨了人的罪，，，，
7.7.7.7.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

((((來來來來 1:11:11:11:1----4)4)4)4)

他所承受的名他所承受的名他所承受的名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貴更尊貴更尊貴更尊貴
就就就就遠超過遠超過遠超過遠超過天使天使天使天使。。。。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
就如淫亂就如淫亂就如淫亂就如淫亂，，，，污穢污穢污穢污穢，，，，邪情邪情邪情邪情，，，，惡慾惡慾惡慾惡慾
和貪婪和貪婪和貪婪和貪婪，，，，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

因這些事因這些事因這些事因這些事，，，，神的忿神的忿神的忿神的忿怒怒怒怒必必必必臨臨臨臨到那到那到那到那悖逆之子悖逆之子悖逆之子悖逆之子

2222....第二個第二個第二個第二個「「「「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活出活出活出活出基督基督基督基督

當你們在這些事當你們在這些事當你們在這些事當你們在這些事中中中中活著的時候活著的時候活著的時候活著的時候
也也也也曾曾曾曾這樣行過這樣行過這樣行過這樣行過

但但但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
以以以以及惱恨及惱恨及惱恨及惱恨，，，，忿忿忿忿怒怒怒怒，，，，惡惡惡惡毒毒毒毒《《《《陰毒陰毒陰毒陰毒》》》》，，，，毀謗毀謗毀謗毀謗

並口中並口中並口中並口中污穢的污穢的污穢的污穢的言語言語言語言語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彼彼彼彼此此此此說謊說謊說謊說謊 ((((5555----9) 9) 9) 9) 



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
穿上了新人穿上了新人穿上了新人穿上了新人。。。。

這新人在知識上這新人在知識上這新人在知識上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漸漸更新漸漸更新漸漸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像正如造他主的形像正如造他主的形像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
受割禮的受割禮的受割禮的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
化外人化外人化外人化外人，，，，西古提人西古提人西古提人西古提人，，，，
為奴的為奴的為奴的為奴的，，，，自主的自主的自主的自主的，，，，

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各人之內又住在各人之內又住在各人之內又住在各人之內。。。。 ((((西西西西 3:53:53:53:5----11) 11) 11) 11) 



a).a).a).a).消極方面消極方面消極方面消極方面
a.a.a.a. 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 ((((邪情邪情邪情邪情私私私私慾慾慾慾))))

b.b.b.b. 要棄絕這一切的事要棄絕這一切的事要棄絕這一切的事要棄絕這一切的事 ((((天天天天然肉然肉然肉然肉體體體體))))

c.c.c.c. 不要彼此說謊不要彼此說謊不要彼此說謊不要彼此說謊 ((((除去虛謊除去虛謊除去虛謊除去虛謊))))

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活出基督第二個第二個第二個第二個「「「「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c.c.c.c. 不要彼此說謊不要彼此說謊不要彼此說謊不要彼此說謊 ((((除去虛謊除去虛謊除去虛謊除去虛謊))))

d.d.d.d. 要脫去舊人要脫去舊人要脫去舊人要脫去舊人

b).b).b).b).積極方面積極方面積極方面積極方面
a.a.a.a. 心志改換一新心志改換一新心志改換一新心志改換一新
b.b.b.b. 穿上新人穿上新人穿上新人穿上新人
c.c.c.c. 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要要要要棄絕棄絕棄絕棄絕惱恨惱恨惱恨惱恨和和和和忿怒忿怒忿怒忿怒。。。。這這這這兩兩兩兩個字就是個字就是個字就是個字就是orgeorgeorgeorge 和和和和thumosthumosthumosthumos。。。。

要要要要治治治治死死死死邪情邪情邪情邪情和和和和惡慾惡慾惡慾惡慾。。。。
邪情邪情邪情邪情（（（（palkospalkospalkospalkos））））::::人人人人作作作作了了了了情慾情慾情慾情慾的的的的奴隸奴隸奴隸奴隸；；；；
惡慾惡慾惡慾惡慾（（（（epithumiaepithumiaepithumiaepithumia））））::::受自己的受自己的受自己的受自己的慾念驅使慾念驅使慾念驅使慾念驅使而而而而做出做出做出做出錯誤的錯誤的錯誤的錯誤的事情事情事情事情。。。。
貪婪貪婪貪婪貪婪的罪的罪的罪的罪惡惡惡惡（（（（PleonexiaPleonexiaPleonexiaPleonexia））））::::希希希希望望望望獲獲獲獲得更得更得更得更多多多多的的的的東東東東西西西西。。。。希臘希臘希臘希臘人人人人
稱稱稱稱它它它它為一為一為一為一種種種種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滿滿滿滿足的足的足的足的慾慾慾慾望望望望,,,,是一是一是一是一種最醜惡種最醜惡種最醜惡種最醜惡的罪的罪的罪的罪。。。。 。。。。

希臘字義參考希臘字義參考希臘字義參考希臘字義參考

要要要要棄絕棄絕棄絕棄絕惱恨惱恨惱恨惱恨和和和和忿怒忿怒忿怒忿怒。。。。這這這這兩兩兩兩個字就是個字就是個字就是個字就是orgeorgeorgeorge 和和和和thumosthumosthumosthumos。。。。
惱恨惱恨惱恨惱恨OrgeOrgeOrgeOrge 所指的所指的所指的所指的怒氣怒氣怒氣怒氣是是是是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地地地地升起升起升起升起來來來來，，，，像像像像支持支持支持支持一一一一段很長段很長段很長段很長
和和和和很慢很慢很慢很慢的的的的火勢火勢火勢火勢；；；；它它它它本身本身本身本身亦拒絕讓任何東亦拒絕讓任何東亦拒絕讓任何東亦拒絕讓任何東西把西把西把西把它撲滅它撲滅它撲滅它撲滅；；；；
這這這這種忿怒種忿怒種忿怒種忿怒經經經經常常常常是保是保是保是保持持持持而不而不而不而不散散散散的的的的。。。。
忿怒忿怒忿怒忿怒ThumosThumosThumosThumos 解作霎解作霎解作霎解作霎時而來的時而來的時而來的時而來的惱怒惱怒惱怒惱怒，，，，但但但但瞬息瞬息瞬息瞬息間間間間使使使使平平平平靜下靜下靜下靜下來來來來。。。。
除掉惡毒除掉惡毒除掉惡毒除掉惡毒::::kakiakakiakakiakakia

毀謗毀謗毀謗毀謗::::blasphemiablasphemiablasphemiablasphemia。。。。
口中污穢口中污穢口中污穢口中污穢的的的的言語言語言語言語::::aischrologiaaischrologiaaischrologiaaischrologia



三思而行三思而行三思而行三思而行

貪婪是貪婪是貪婪是貪婪是最最最最真實的真實的真實的真實的貧窮貧窮貧窮貧窮，，，，
滿足滿足滿足滿足是是是是最最最最真實的真實的真實的真實的財富財富財富財富。。。。

把脾把脾把脾把脾氣氣氣氣拿拿拿拿出出出出来来来来，，，，那那那那叫本叫本叫本叫本能能能能；；；；
把脾把脾把脾把脾氣氣氣氣壓壓壓壓下下下下去去去去，，，，那那那那叫本叫本叫本叫本事事事事。。。。

滿足滿足滿足滿足是是是是最最最最真實的真實的真實的真實的財富財富財富財富。。。。

不不不不要要要要因惡人的惡因惡人的惡因惡人的惡因惡人的惡，，，，被被被被激動激動激動激動而作惡而作惡而作惡而作惡，，，，
否否否否則則則則就就就就都都都都是是是是惡人惡人惡人惡人了了了了。。。。

被被被被恨恨恨恨的人的人的人的人沒沒沒沒有有有有痛痛痛痛苦苦苦苦，，，，恨恨恨恨人的人卻人的人卻人的人卻人的人卻遍遍遍遍體體體體鳞傷鳞傷鳞傷鳞傷！！！！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絶絶絶絶不不不不要要要要恨恨恨恨人人人人。。。。



所以我所以我所以我所以我說說說說，，，，且且且且在主裡在主裡在主裡在主裡確實確實確實確實的的的的說說說說，，，，
你們你們你們你們行事行事行事行事，，，，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再再再再像外邦人像外邦人像外邦人像外邦人存虛妄存虛妄存虛妄存虛妄的心的心的心的心行事行事行事行事。。。。
他們心地他們心地他們心地他們心地昏昧昏昧昏昧昏昧，，，，與神所與神所與神所與神所賜賜賜賜的生的生的生的生命隔絕命隔絕命隔絕命隔絕了了了了，，，，
都因自己無知都因自己無知都因自己無知都因自己無知，，，，心裡心裡心裡心裡剛硬剛硬剛硬剛硬。。。。
良良良良心心心心既然喪盡既然喪盡既然喪盡既然喪盡，，，，就就就就放縱私慾放縱私慾放縱私慾放縱私慾，，，，貪行種種貪行種種貪行種種貪行種種的的的的污穢污穢污穢污穢

你們學了基督你們學了基督你們學了基督你們學了基督，，，，卻卻卻卻不是這樣不是這樣不是這樣不是這樣。。。。
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你們你們你們你們聽聽聽聽過他的道過他的道過他的道過他的道，，，，領領領領了他的教了他的教了他的教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學了他的真學了他的真學了他的真理理理理，，，，如如如如果果果果你們你們你們你們聽聽聽聽過他的道過他的道過他的道過他的道，，，，領領領領了他的教了他的教了他的教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學了他的真學了他的真學了他的真理理理理，，，，
就要就要就要就要脫去脫去脫去脫去你們從前你們從前你們從前你們從前行行行行為上的為上的為上的為上的舊舊舊舊人人人人。。。。
這這這這舊舊舊舊人是因人是因人是因人是因私慾私慾私慾私慾的的的的迷惑迷惑迷惑迷惑，，，，漸漸漸漸漸漸漸漸變壞變壞變壞變壞的的的的。。。。

又又又又要將你們的心要將你們的心要將你們的心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志改換志改換志改換一一一一新新新新。。。。

並且穿並且穿並且穿並且穿上上上上新新新新人人人人。。。。
這這這這新新新新人是人是人是人是照照照照著神的形像造的著神的形像造的著神的形像造的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有真有真有真理理理理的的的的仁仁仁仁義義義義，，，，和聖潔和聖潔和聖潔和聖潔。。。。

((((弗弗弗弗 4:174:174:174:17----24)24)24)24)



四四四四、、、、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嶄新的嶄新的嶄新的嶄新的「「「「合一合一合一合一」」」」

在此在此在此在此 ((((基督耶穌裡基督耶穌裡基督耶穌裡基督耶穌裡)))) 並不分並不分並不分並不分

在此在此在此在此並並並並不不不不分希利分希利分希利分希利尼人尼人尼人尼人，，，，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受受受受割禮割禮割禮割禮的的的的，，，，未未未未受受受受割割割割
禮禮禮禮的的的的，，，，化外化外化外化外人人人人，，，，西西西西古提古提古提古提人人人人，，，，為為為為奴奴奴奴的的的的，，，，自主的自主的自主的自主的

((((西西西西 3:3:3:3:11)11)11)11)

在此在此在此在此 ((((基督耶穌裡基督耶穌裡基督耶穌裡基督耶穌裡)))) 並不分並不分並不分並不分

民族上民族上民族上民族上::::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希利尼人，，，，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
宗教上宗教上宗教上宗教上::::受割禮的受割禮的受割禮的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
文化上文化上文化上文化上::::化外人化外人化外人化外人，，，，西古提人西古提人西古提人西古提人，，，，
地位上地位上地位上地位上::::為奴的為奴的為奴的為奴的，，，，自主的自主的自主的自主的，，，，



因你們已經因你們已經因你們已經因你們已經脫去舊脫去舊脫去舊脫去舊人和人和人和人和舊舊舊舊人的行為人的行為人的行為人的行為，，，，
穿穿穿穿上了上了上了上了新新新新人人人人。。。。

這這這這新新新新人在人在人在人在知知知知識上識上識上識上漸漸更新漸漸更新漸漸更新漸漸更新，，，，
正如正如正如正如造造造造他主的他主的他主的他主的形形形形像像像像。。。。

四四四四、、、、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嶄新的嶄新的嶄新的嶄新的「「「「合一合一合一合一」」」」

在此在此在此在此並並並並不不不不分希利分希利分希利分希利尼人尼人尼人尼人，，，，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
受受受受割禮割禮割禮割禮的的的的，，，，未未未未受受受受割禮割禮割禮割禮的的的的，，，，
化外化外化外化外人人人人，，，，西西西西古提古提古提古提人人人人，，，，
為為為為奴奴奴奴的的的的，，，，自主的自主的自主的自主的，，，，

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各人之內又住在各人之內又住在各人之內又住在各人之內。。。。

西西西西 3:13:13:13:1----11 11 11 11 



「「「「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又住在各人之內又住在各人之內又住在各人之內」。」。」。」。
這是這是這是這是全全全全書的書的書的書的中中中中心信心信心信心信息息息息。。。。

基督是神基督是神基督是神基督是神本本本本體的真像體的真像體的真像體的真像，，，，是是是是首首首首生的和一切的生的和一切的生的和一切的生的和一切的元首元首元首元首，，，，
是教是教是教是教會會會會的的的的頭頭頭頭;;;;    基督是一切屬基督是一切屬基督是一切屬基督是一切屬靈靈靈靈的的的的智慧智慧智慧智慧和真和真和真和真知知知知識識識識。。。。

基督已基督已基督已基督已完完完完成了救成了救成了救成了救贖贖贖贖,,,,我們已經與基督同死我們已經與基督同死我們已經與基督同死我們已經與基督同死、、、、同復活同復活同復活同復活
將來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將來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將來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將來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將來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將來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將來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將來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我們生活的力我們生活的力我們生活的力我們生活的力量量量量，，，，
也使我們能也使我們能也使我們能也使我們能分辨並且分辨並且分辨並且分辨並且勝過一切異端的教勝過一切異端的教勝過一切異端的教勝過一切異端的教訓訓訓訓和攪擾和攪擾和攪擾和攪擾。。。。

神神神神本性本性本性本性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豐盛豐盛豐盛豐盛，，，，都都都都有有有有形形形形有體的有體的有體的有體的居居居居住在基督住在基督住在基督住在基督裏裏裏裏面面面面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住在我們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住在我們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住在我們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住在我們裏裏裏裏面面面面，，，，使神一切的使神一切的使神一切的使神一切的豐盛豐盛豐盛豐盛，，，，
成了我們的成了我們的成了我們的成了我們的豐盛豐盛豐盛豐盛，，，，也成了我們榮耀的也成了我們榮耀的也成了我們榮耀的也成了我們榮耀的盼盼盼盼望望望望。。。。



而而而而且且且且以自己的身體以自己的身體以自己的身體以自己的身體，，，， ((((在在在在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上上上上))))廢掉冤仇廢掉冤仇廢掉冤仇廢掉冤仇…………。。。。
為要將兩下為要將兩下為要將兩下為要將兩下，，，，藉藉藉藉著自己著自己著自己著自己造造造造成一個成一個成一個成一個新新新新人人人人
如此如此如此如此便便便便成就了和成就了和成就了和成就了和睦睦睦睦。。。。 …………與神和與神和與神和與神和好好好好了了了了。。。。
這樣這樣這樣這樣，，，，你們不再作你們不再作你們不再作你們不再作外外外外人人人人，，，，和和和和客旅客旅客旅客旅，，，，
是與聖徒同國是與聖徒同國是與聖徒同國是與聖徒同國，，，，是神是神是神是神家家家家裡的人了裡的人了裡的人了裡的人了。。。。

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嶄新而永恆的嶄新而永恆的嶄新而永恆的嶄新而永恆的「「「「合一合一合一合一」」」」

若有人在基督裡若有人在基督裡若有人在基督裡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就是新造新造新造新造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舊舊舊舊事已過事已過事已過事已過，，，，都都都都變成變成變成變成新新新新的了的了的了的了。。。。 ((((林後林後林後林後 5:17)5:17)5:17)5:17)

這這這這新新新新人是人是人是人是照照照照著神的著神的著神的著神的形形形形像像像像造造造造的的的的
有真理的有真理的有真理的有真理的仁仁仁仁義義義義，，，，和聖和聖和聖和聖潔潔潔潔。。。。 ((((弗弗弗弗 4:24)4:24)4:24)4:24)

是與聖徒同國是與聖徒同國是與聖徒同國是與聖徒同國，，，，是神是神是神是神家家家家裡的人了裡的人了裡的人了裡的人了。。。。
((((弗弗弗弗 2:152:152:152:15----19)19)19)19)



我們是復活的人我們是復活的人我們是復活的人我們是復活的人：：：：在地如天在地如天在地如天在地如天
我們是新造的人我們是新造的人我們是新造的人我們是新造的人：：：：除舊更新除舊更新除舊更新除舊更新

惟有基督惟有基督惟有基督惟有基督
是包括一切是包括一切是包括一切是包括一切
又住在各人之內又住在各人之內又住在各人之內又住在各人之內

新人的地位新人的地位新人的地位新人的地位：：：：在基督裡在基督裡在基督裡在基督裡
新人的生命新人的生命新人的生命新人的生命：：：：長成基督長成基督長成基督長成基督
新人的生活新人的生活新人的生活新人的生活：：：：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活出基督

我們是新造的人我們是新造的人我們是新造的人我們是新造的人：：：：除舊更新除舊更新除舊更新除舊更新
我們是神家的人我們是神家的人我們是神家的人我們是神家的人：：：：愛神愛人愛神愛人愛神愛人愛神愛人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與祂同死與祂同死與祂同死與祂同死

與祂同活與祂同活與祂同活與祂同活與祂同活與祂同活與祂同活與祂同活

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活出基督

同榮在天同榮在天同榮在天同榮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