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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建造在无比丰盛的主基督里(西 2:1-7) 

呂振中譯本 ESV MSG 

1我愿意你们知道、我为你们

和那些在老底嘉的、跟所有在

肉身上没有见过我面的人、是

有多么大的奋斗；2好叫他们

的心得了鼓励，他们能本着爱

心而彼此联结，可以得到领悟

上的确信一切的丰富，能够认

识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本

身。3在基督里面乃包蕴着一

切智慧知识之宝藏。4我说这

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

你们。5我肉身虽和你们相

离，心灵却和你们同在，欢欢

喜喜看见你们齐整的行伍、和

你们对于信基督所表现的坚固

阵线。6所以你们既领受了基

督耶稣为主，就该联合于他而

行，7在他里面扎了根，而建

造起来，在你们所受教的信仰

上坚固（或译『因着信仰而坚

固，照你们所教的』），有满

溢的感谢心。 

1For I want you to know 
how great a struggle I have 
for you and for those at 
Laodicea and for all who 
have not seen me face to 
face, 2that their hearts may 
be encouraged, being knit 
together in love, to reach all 
the riches of full assurance 
of understanding and the 
knowledge of God's 
mystery, which is Christ, 
3in whom are hidden all the 
treasures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4I say this in 
order that no one may 
delude you with plausible 
arguments. 5For though I 
am absent in body, yet I am 
with you in spirit, rejoicing 
to see your good order and 
the firmness of your faith in 
Christ. 
6Therefore, as you received 
Christ Jesus the Lord, so 
walk in him7rooted and 
built up in him and 
established in the faith, just 
as you were taught, 
abounding in thanksgiving. 

1I want you to realize that I continue to work as 
hard as I know how for you, and also for the 
Christians over at Laodicea. Not many of you have 
met me face-to-face, but that doesn’t make any 
difference. Know that I’m on your side, right 
alongside you. You’re not in this alone. 
2I want you woven into a tapestry of love, in touch 
with everything there is to know of God. Then you 
will have minds confident and at rest, focused on 
Christ, God’s great mystery. 3All the richest 
treasures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are embedded 
in that mystery and nowhere else. And we’ve been 
shown the mystery! 4I’m telling you this because I 
don’t want anyone leading you off on some wild-
goose chase, after other so-called mysteries, or "the 
Secret." 
5I’m a long way off, true, and you may never lay 
eyes on me, but believe me, I’m on your side, right 
beside you. I am delighted to hear of the careful 
and orderly ways you conduct your affairs, and 
impressed with the solid substance of your faith in 
Christ. 
6My counsel for you is simple and straightforward: 
Just go ahead with what you’ve been given. You 
received Christ Jesus, the Master; now live 
him. 7You’re deeply rooted in him. You’re well 
constructed upon him. You know your way around 
the faith. Now do what you’ve been taught. 
School’s out; quit studying the subject and start 
living it! And let your living spill over into 
thanksgiving. 

引言： 

每个人生活中都充满了挑战与奋斗，好象经常有预料不到的情况在生活不同的层面中出现。我们都希望

花最少的时间就解决面临的挑战。有时也会偷鸡摸狗，以见不得人的手段进行。尤其是我们住在高科技

的硅谷，时间经常不够用，更是想尽办法省时省事。 

使徒保罗在许多教会牧养的事工上尽心尽力，同时扮演着父亲与母亲的角色，也经常时间不够用。所以

他知道要支取更大的能力，藉着祷告把他面临的挑战与难处交托给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听他的祷告

代求，所以他对主基督地位、能力的超越是实实在在主观的经历，不仅仅是不痛不痒的真理而已。 

在这封歌罗西书信中，使徒保罗愿意把他对主基督主观的经历非常细腻、感情丰富的分享给收信人，使

得歌罗西教会与老底嘉教会的成员不但能享受到基督的丰盛与超越，也愿意被主使用成为贵重的器皿成

就信望爱三大支柱的建造。 

分段： 

1. 主基督是一切丰富智慧的源头(西 2:1-5) 

2. 愿神的大能及荣耀永远长存(弗 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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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解釋、應用： 

主基督是一切丰富智慧的源头(西 2:1-5) 

1我要你们知道，我为你们和老底嘉人，和所有没有与我见过面的人，是何等地勤奋；2为要使他们的心得

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有从确实了解所产生的丰盛，好深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3在他里面蕴藏

着一切智慧和知识。4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5虽然我身体不在你们那里，心却与你们

同在，很高兴见你们循规蹈矩，对基督的信心也坚固。 

「1我要你们知道，我为你们和老底嘉人，和所有没有与我见过面的人，是何等地勤奋；」使徒保罗要收

信人知道什么？他要收信人知道他多么地关爱他们，愿意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尽心尽力地作个好传道人教

导他们、牧养他们、多多为他们祷告。他不是仅仅牧养那些他周遭看得见的人。就是许许多多他从来没

有见过的弟兄姊妹，他也一样地爱顾他们，就好象自己亲自所建立的教会一样地牧养。收信人包括谁？

收信人当然主要是指歌罗西教会的成员(西1:2)，但这里又提到老底嘉人所以也包括老底嘉教会的成员在

内(参西4:16)。(老底嘉城离歌罗西城大约 10英里，所以这两个教会之间关系相当密切。这封信也请他们

转交给老底嘉教会，好让他们阅读后也能产生作用。) 此外又提到所有没有与使徒保罗见过面的人，那就

包括了很大的范围，如当年许多使徒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因成长迅速，许多的成员是他没有见过面的。使

徒保罗愿意这班人每一个都迅速地灵命成长成熟，成为传福音的使者，奋勇地为福音不怕劳苦的奔走神

所差遣的道路，在信望爱三大支柱上都产生实际的表现。 

「2为要使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有从确实了解所产生的丰盛，好深知神的奥秘，就是

基督；」使徒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有些什么？这里说到他的目的是让收信人的心得到安慰鼓励，彼此之

间藉着爱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灵里合一，以主基督为教会的元首，不同的肢体有默契地密切配搭事

奉，朝着明确荣耀神的目标推进。也因着彼此相爱的实际认识与经历而导致他们对基督的丰盛比较有更

深切的体会，进而更进一步地能够揣摩到神的一切奥秘都是在基督里。这是他们自己确实的体会而不是

道听途说或单单领受别人的经历而已。为什么他们能够更加体会在基督里的丰盛呢？是因为他们有敬畏

顺服的心，在生活上经常遵行神的话语。信靠顺服的结果是亲身更加的经历了基督的丰富、更加认识基

督爱的长阔高深。神一切计划的执行都是藉着基督而完成，包括人犯罪后救赎计划的成就、天国国度的

展开以及完成、撒旦邪灵世界的被摧毁、永远与神同住的新天新地等等每一件都经过主基督的手。所以

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有我们不能想象、不能理会的都藉着主基督开始，也藉着祂完成。 

「3在他里面蕴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4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当时歌罗西教会所受
到早期诺斯底主义 gnosticism 的影响，告诉人得救在乎有「智慧」能知道某种特殊的「知识」。所以使
徒保罗在这里也特别的使用了「智慧」与「知识」，要歌罗西教会成员好好地专一地定睛在主基督身
上，因为「在祂里面蕴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不必花工夫去寻找任何其他的途径！主耶稣基督就是唯
一的道路、真理与生命。用俗话说，主耶稣基督才是独一真正的万灵丹！一切你所要问问题的答案！一
切你所要寻求的都在基督里！ 

如果你有亲朋好友还不认识耶稣，你可以藉着自己更认识超越的基督，自己更经历基督的丰富而把自己
主观的经历与他们分享。让他们藉着你而认识并接受主耶稣基督而接着体会基督的丰盛。大前提是你自
己必须已经与主基督建立了关系。今天有不少教会不把真理放在重要的地位，而把个人的感受提高在
上，用花言巧语去吸引人。 

「5虽然我身体不在你们那里，心却与你们同在，很高兴见你们循规蹈矩，对基督的信心也坚固。」使徒
保罗虽然人不在他们那里，他的心却是与他们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他天天挂记着歌罗西教会成员信仰
的状况。所以使徒保罗很高兴知道歌罗西教会成员规规矩矩的，并没有听信那些假教师花言巧语的「智
慧」与「知识」。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主基督这块盘石上而十分的稳固，这是值得使徒保罗欣慰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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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当时的教会还没有整本圣经让他们随时可以查考，比起现在我们的状况困难多了。我们有了整本圣经
是不是十分的珍惜呢? 

思考: 你怎么表示对某一个人的关怀？有没有在代祷中求神赐福那人？如果神给你一个意念，你会照着去

进行吗？你所遇到过的传道人中，你对哪一位的印象最深刻？为什么有如此深刻的印象？你认为一个好

牧人应当有些什么特征？被这样的牧者牧养时，你自己会受到什么影响？你觉得什么是最好鼓励人的方

法？当别人在伤痛时，你怎么使别人得到安慰？怎么能够感受到别人对你出自内心的关爱？在教会的事

奉中，你认为彼此灵里的同心重不重要？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完成事工上？在你生活中，你曾体会到在

基督里的丰盛吗？在哪些方面经历比较多？怎么能够更加地体会主基督的丰盛？有些什么圣经人物是你

的榜样或警惕？在你参加过的崇拜聚会中，曾否有几次特别受感动，有口唱心和深切地投入？当你自己

一个人看圣经有不明白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有没有小组的同伴能互相探讨？你能分辨所听到的信息是

不是一点疑问都没有吗？你如何分辨？你认为教会人数多就是好教会吗？当你在信息中听到受责备的实

话时，你的反应会如何？ 

应用: 如果自己还没有养成经常祷告的习惯，请找一、二位祷告的同伴开始彼此鼓励养成经常祷告的好习

惯。如果你觉得自己分辨真道的能力不够，请参加成人主日学的基要真理班渐渐认识圣经中的基要真

理。如果你觉得自己爱别人的表达能力不够，求神加添你的决心，并在短期内去做一、二件你爱表达的

对象能够深切体会并欣赏的实际行动。 

活在基督里颂赞荣耀神(弗3:20-21) 

6既然你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要靠着他而生活，7照着你们所领受的教导，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

固，充满着感谢的心。 

「6既然你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要靠着他而生活」英文ESV译本以Therefore「所以」开始，表示前

面有一段话是讲原因。那么从哪一节开始是讲原因呢？是从(西 1:15)开始讲原因：1. 尊贵荣耀颂赞权柄都

归给基督(西1:15-20)，2. 基督使全人类与神和好(西1:21-23)，3. 基督教会奥秘向圣徒揭开(西1:24-

27)，4. 教会在基督里长大完全(西1:28-29)，5. 基督是一切智慧与丰富(西 2:1-5)。 

1. 尊贵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基督(西1:15-20)：15爱子是那看不见的神之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

的以先。16因为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

有权位的、统治的，或是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为着他造的。17他在万有之先；万有

也靠他而存在。18他是身体（教会）的头；他是元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好让他在万有

中居首位。19因为神喜欢使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20藉着他，神使万有与自己和好，无论是地

上的、天上的，都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 

2. 基督使全人类与神和好(西1:21-23)：21从前你们与神隔绝，心思上与他为敌，行为邪恶；22但

如今，他藉着他儿子肉身的死，已经使你们与他自己和好了，把你们献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无可指责。23只要你们持守信仰，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动摇，离开了你们从前

所听见的福音的盼望；这福音也是传给天下一切被造之物的，我—保罗作了这福音的仆役。 

3. 基督教会奥秘向圣徒揭开(西1:24-27)：24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很快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教会，我要在自己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未尽的苦难。25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作了教会

的仆役，要把神的道传得完满；26这道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27

神要让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得荣耀的盼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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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会在基督里长大完全(西1:28-29)：28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

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献上。29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5. 基督是一切智慧与丰富(西2:1-5)：1我要你们知道，我为你们和老底嘉人，和所有没有与我见过

面的人，是何等地勤奋；2为要使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有从确实了解所产生的

丰盛，好深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3在他里面蕴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4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

花言巧语迷惑你们。5虽然我身体不在你们那里，心却与你们同在，很高兴见你们循规蹈矩，对基

督的信心也坚固。 

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是接受了祂的所有一切！「主」不只是救主而已，是生命生活中一切的主宰，好象

奴仆完全接受主人的使唤一样。「基督」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救赎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称呼。

「耶稣」是名字，希伯来原文是约书亚，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以弗所书与歌罗西书是使徒保罗的

姊妹书信，不过内容却不是精简的基要真理，而是比较高深的基督论。所以可能才信主灵命比较浅薄的

基督徒读这两本书信会有难处。需要有灵命成长，有生活见証的基督徒辅导才能够进入话语的精意中而

不是单单停留在字句上。这里所说的是在基督里的生活见証！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才干，乃是依靠圣灵、

放下自己意志的结果。每个人自己的经历经常会促使我们依靠以往的经验，而不向神祷告寻求神的引

领。这里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要经常需求主基督的指引，在生活上多多见証超越的主基督耶稣的实际。 

此外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之后很自然的结果会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中心：真正相信接受主基
督耶稣为主的人生活自然会有所改变。可能有些人改变得很快几乎每天就能够看到不同，而有些人则是
缓慢地改变不容易在短时间内看到有什么不一样。无论如何，总是会改变，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欺谎改
变成诚实、从贪爱享受改变成追求灵命成长等等。 

「7照着你们所领受的教导，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充满着感谢的心。」基督徒生活的准则是什

么？是根据圣经的教导在圣灵的引领下，活出主基督。因为新生命不再是属自己短暂肉体的生命，而是

藉着圣灵的重生，如同从死里复活的主有无穷生命的大能。此外，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道是活生生

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更利。我们也可以藉着圣经神自己的话语成就大事。这些大能不是人的头脑可

以想象清楚的。让我们像使徒保罗一样愿意降服在基督里的宏伟浩大，甘心情愿让基督的道理充满在教

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根基建立得稳固，从主基督得新生命，与主基督有深厚的个

人关系也就是良好的灵修生活；关系越深厚根基也就越稳固。根基稳固还不够，还要向上建造，也就是

生活中大大小小所有的见証都能荣耀主基督，并且一天比一天更多更丰富。使徒保罗是个好老师，能够

让学生不但领悟，并且活出来。因着经历主基督的丰盛而越来越有感谢的心，觉得主恩满溢。 

思考: 圣灵重生了你后，有没有想到如何经常使用圣灵带给你的能力？你已经养成每天灵修的习惯了吗？

你的个人灵修分成几个部分？读经、默想、祷告？有没有作灵修笔记的习惯？有没有属灵伙伴可以作深

入的沟通交流？当你觉得灵里软弱乏力时，有没有可以给你帮助的伙伴？什么是使你得到帮助最有效的

办法？你重生得救之后，有没有把你的主权交给主基督？检讨一下你信主后有些什么改变？思想上？工

作上？生活上？你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什么上？别人的见証？自己的经历？或是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理

解？你觉得你有继续不断地热切追求主基督吗？如何见得？你常常感谢主吗？如果没有，请检讨为什么

缺乏感谢的心？你有哪些管道能更多的领受基督的教训？如果你已经结婚，你与你的配偶在灵里能够深

切的谈心吗？ 

应用: 请找一节圣经中的命令或应许如(帖前 5:16-18) 「16要常常喜乐，17不住地祷告，18凡事谢恩，因为这

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而去实际操练。信望爱三大支柱中，你觉得哪一个是你比较

缺乏操练的？请找一个属灵伙伴帮你长期的改善，在半年内可以看到有些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