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羅西書 2:16-23 

基督徒的超越 
 

1. 影兒與實體（16-19）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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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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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著他，筋節得以相助聯絡，就因神大得長進。  

 
16「所以」指前面所說的我們得救是靠著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代贖，並非遵行任何的律例條文，所以我們就不應該回到這些規條之中，再被它們捆綁。 

 「飲食，節期、月朔、安息日」都是指舊約律法的規定。飲食指食物的條例。參利 11。節期指節慶條例。參利 23。這些是與猶太教的宗教生活有關的。由此可知當時歌羅西的異端中摻雜了猶太教的禮儀，在救贖的恩典中摻雜了「必須遵守舊約律法」的條件。這些在基督裡已經與我們無關了（加 4:5,8-11）。 

 「不可讓人論斷你們」論斷原文含有『勉強』的意思。「論斷」這動詞在原文是中性的，不單論斷那些不可做的事，也論斷那些當行的事。保羅慎重要求他們，既在基督裏得了豐盛，就不可在這些事上遭人論斷。換言之，我們的對與不對、好與壞、稱義與不被稱義，不在乎遵不遵守這些規條，因此也不要怕別人以此來評斷我們。如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堅持人要討神喜悅，就必須守安息日。基督徒並不在此等律例的限制之下。我們不應該怕人的論斷，而轉從人的意思，不敢為真理站住。 

 

17「後事的影兒…形體卻是基督」舊約的律法和規條，都是豫表和象徵基督。舊約的禮儀都有象徵意義，就是象徵將來基督救恩的真實意義。基督是舊約一切預表救恩事物的實體；救恩的實體既然已經來到，我們還用得著救恩的影兒嗎？因此我們應當集中注意於那位實體的基督。如今基督既已來到，我們若再堅持遵守律法和規條為得救的條件，便是捨本逐末，沒有認清它們的功用。參來
10:1律法既是將來美事的影兒，不是本物的真像…。同樣的，如今實體已經出現，我們再去追求那實體所投射的影兒更是沒有意義的事。 

 

18「故意謙虛和敬拜天使」謙虛原是基督徒的美德，但故意的謙虛則是虛偽造作，並不是真謙虛。至於天使，他們只是服役的靈，受差遣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有一些人受了諾斯底主義的影響，認為神高高在上，人不能直接敬拜神，必須以謙虛的態度經由敬拜天使來討神喜悅，由天使把他們的敬拜和禱告轉達到至高的神面前。我們只拜基督，而不可拜天使。參啟 19:9-10, 22:8-9。 

 『奪去』意思是如同運動場上的評判宣佈因為比賽的人不守規則而失敗，或甚至失掉比賽資格。 

 「拘泥」原文可解作「闖進」或「窺察」；有對事物作非常仔細考查的意思。也有『進入、居住、久留』等的意思，是形容當時人進入秘密宗教的儀式的一部分。『所見過的』可能是指異象，也可能是指一種特別的知識。這些人喜歡誇耀，說他們所講的是從超然的看見來的，或是從異象中來的，顯出他們所講的道理的權威。也有人認為這句所說的是指歌羅西當時崇拜天使的神秘主義而言，他們自稱常看見各種天使和異象，堅持他們所信的為正確，所以說「拘泥在所看過的」。 

 「隨著自己的慾心，無故地自高自大」慾心就是肉體的心思意念，是屬肉體的想法，而不是屬靈的想法。這證實他們表面故意謙虛，內心卻自高自大；他們的謙虛是虛假的，他們內心的自高自大卻是實實在在的。保羅說這種人的自高自大是「無故」的，是沒有理由的，無根據的。並且這種人無故的自高自大都是出於「自己的慾心」。 

 



19「持定」原文有握緊之意，「元首」是指基督。「不持定元首」就是說：1.否定與拒絕承認基督是教會的元首；2.完全與基督脫離關係，不再依靠祂；3.脫離教會，另立門戶。今天有多少異端的教會就是這樣，他們完全不依靠基督的救恩，他們所行的與基督的教訓無關，但卻仍然掛著基督教的名字。有些信徒或教派最大的毛病，就是持定某一個傳道人，或是持定某一個真理（卻忽視其他的真理），或是持定某一種制度。 

 江守道老弟兄說要持定基督為元首需要三個 R: Revelation啟示, Resolution決心, Revolution革命。簡言之，就是首先必須要有神話語的啟示使我們明白基督是元首；其次當我們明白之後必須要下定決心立志以基督為元首；最後就是在生活中必須要有一次革命，將這決心活出來，遵行祂的旨意。 

 「筋節得以相助聯絡」相助在原文是供應，即筋肉和關節得以互相供應聯結。頭是身體各部能夠發揮正常聯繫的中心，身體和頭一旦分離，便失去了生長的能力。既然我們是基督的身體，各人也是互相為肢體，要能夠發揮肢體的功能也只有依靠頭的指揮。身體一旦不聽頭的指揮，便失去了行動的能力。 

 「因神大得長進」因神的作為而長進（grows as God causes it to grow），或說神會幫助我們，按照神的樣式長進，而這長進也是在「筋節得以相助聯絡」之下才能完成。這也是為什麼教會裡面什麼時候有紛爭結黨，就什麼時候開始衰敗。 

 

新約相對於舊約的超越﹕影兒與實體的對比 

影兒 實體 

飲食（利 11） 基督的聖潔 

節期（利 23） 基督的救贖（恩典、同在等） 

安息日 基督的安息（太 11:28, 來 4:9） 

 

16節的『所以』是指什麼？保羅是要強調什麼？ 

『論斷』是什麼意思？什麼叫做『不可讓人論斷你們』？ 

基督徒是否應該遵守舊約律法的規定？為什麼？ 

基督和律法有什麼關係？基督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如果有人對你說應該守安息日，你怎麼回答？我們今天應該如何看待律法？ 

真謙虛和假謙虛的分別在哪裡？真正的謙虛有什麼特點？ 

什麼叫持定元首？我們為什麼很難持定元首？ 

我們如何才能長進？有什麼條件？ 

 

2. 孩童與成人（20-23）  

2:20-21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上的小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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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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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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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參羅 6:3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
6:5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6:8 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這表明一個真基督徒乃是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的人。 

 



「若是」表示這乃是一個既成的事實。這個事實乃是在我們接受耶穌基督為主，受了聖靈的洗的時候發生的。林前 12: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因此保羅這裡不是用的假設的語氣，好像歌羅西信徒還沒有與基督同死；他乃是用一個反問的語氣，提醒他們這個事實。當我們因信接受基督，得了祂的生命時，就與祂有了生命的聯合，這樣祂何時釘死，我們也何時與祂同死；這死使我們脫離世上的小學，以及一切規條的束縛。 

 「小學」參 2:8。從本章一開始保羅就指出諾斯底主義的錯謬；從 11節起保羅也開始對當時教會中的猶太律法主義提出反駁（割禮，律例，飲食，安息日等）。此處的小學就是那些人所教導的內容。但可惜的是，當時歌羅西的信徒與現代的某些信徒往往「仍像在世俗中活著」，就是生活仍被罪與情慾所捆綁，想要自己靠著遵行人的教導或是律法的規條得勝，仍然活得像世人一樣。 

 「為甚麼仍像在世俗中活著」『仍』表示他們以前是這樣活著的，我們信主之前也是如此。從這句反問的話當中我們可以看見，一個與基督同死的人，一個真信徒，是不應該仍然在世俗小學中活著的。保羅也舉例說明什麼叫在世俗中活著，就是下面所說的「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條。 

 「不可嘗」特指禁戒食物 (提前 4:3)，例如不可飲酒；一些邪教如唯靈論，堅持他們的成員不可吃肉；摩門教說一個人喝茶或咖啡，就不能算是好的會友。「不可摸」或譯『不可拿動或處理』，與禁戒俗物有關，亦與食物的條例有關。有些正統的猶太人甚至每夜就寢前，要把自己的鞋子朝某個方向放置，以為這種作法是根據舊約的某一節聖經。他們認為，若不朝正確的方向放置鞋子，就會失去神的祝福。 

 從「世上的小學」與「世俗中活著」這兩個說法，我們可以推論說，這些規條是猶太教的律法主義與諾斯底派的禁慾主義的混合產物。基督徒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脫離了律法的轄制，所以不應該再在律法中活著，想要靠行為稱義。 

 

22「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導的」這些規條不是出於神的吩咐，乃是當時律法主義者自己加上去的。耶穌在世時曾經為了這些事與文士和法利賽人起過多次的衝突。有時我們也是往往遵守人的吩咐，卻犯了神的誡命（可 7:8）。 

 「敗壞」的原文是瓦解、毀滅、朽壞之意。人正要用這些規條時，會發現它們好像已經朽壞的工具，全無用處。這些東西都不過是物質，本身沒有屬靈的價值，基督徒不應被這些東西轄制。神並沒有教導我們外邦信徒要服從那「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等類的規條，這完全是那些異端的教導。參徒 15章耶路撒冷大會的決議。這話在反諷活人竟要被死物所操縱、支配，這是何等可笑。 

 

23「徒有智慧之名」可譯為「看起來似乎有智慧」。換句話說，他們的智慧是假智慧，是世上的智慧，就是這世上有權有位、將要敗亡之人的智慧（林前 2:6）。他們教導人要遵行某些規範條例才能得救，這不是出於神的吩咐。 

 「用私意崇拜」指照著人自己的意思設計出來的信仰來敬拜神，他們在神的規定外又加上自己刻意的敬拜儀文，而且規定人一定要照著這些儀文去敬拜。 

 「自表謙卑」：就是竭力偽裝成謙卑的模樣。謙卑似乎是這些異端的最大特色之一。這些異端之所以能吸引一些人，因他們看起來謙卑。但可惜這種謙卑不是出自內心的，是自表的、虛偽的。參
18節。 

 「苦待己身」實行嚴酷無情的苦修，惡待己身。諾斯底主義中有一派是禁慾主義者，他們認為身體既然是邪惡的，故人必須把身體視為卑賤的東西；人必須苦待它，讓它捱饑耐渴，並且盡量抑制身體的情慾，以此來達到信仰的宗旨。這種思想甚至影響了一些教會裡面的做法。例如天主教某一派



的修道院，一進門就與世界隔絕，他們的修道士穿粗布，吃粗飯，睡在石板上，有些更睡在釘板上。他們想藉著苦行來達到聖潔，以示敬虔。 

 「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是毫無功效」律法與禁慾主義在克制肉體情慾上是毫無功效的，這就好像古代的一位聖徒覺得自己的舌頭太敗壞，於是用燒紅的鐵棍烙舌頭，但事後舌頭依舊說壞話一樣。這些做法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放縱上，是毫無用處。我們要靠著聖靈來治死身體上犯罪的肢體。參羅
8:1-17。 

 

屬靈相對於屬世的超越﹕孩童與成人的對比 

孩童 成人 

字句（不可拿、不可嘗、不可摸） 精義（在律法上死了—羅 7:6） 

活在世俗中 活在主裡面（西 3:3） 

人的吩咐 神的教導（林後 3:3） 

遲早敗壞 永遠長存（林後 3:11） 

假智慧 真智慧（林前 1:24） 

假敬拜 真敬拜（約 4:24） 

假謙卑 真謙卑（西 2:6，遵主而行） 

苦待己身 重視身體（林前 6:9） 

 

什麼叫做與基督同死？我們是什麼時候與祂同死的？ 

一個與基督同死的人有什麼特點？與世俗小學有什麼關係？ 

「世上的小學」指什麼？和律法有什麼關係？ 

我今天是否仍然在世俗小學中活著？我是否仍然遵行某些規條來討神的喜悅？ 

如果有人說中國的倫理道德也很好，為什麼要信基督，你怎麼回答？ 

禁慾主義能夠克制肉體的情慾嗎？我們如何才能夠克制肉體的情慾？ 



 和合本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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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這些原是後事的影兒；那形體卻是基督。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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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著他，筋節得以相助聯絡，就因神大得長進。 

2:20 你們若是與基督同死，脫離了世上的小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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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併於上節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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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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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V NASB 

16Therefore do not let anyone judge you by what you 

eat or drink, or with regard to a religious festival, a 

New Moon celebration or a Sabbath day.  

17These are a shadow of the things that were to come; 

the reality, however, is found in Christ.  

18Do not let anyone who delights in false humility 

and the worship of angels disqualify you for the prize. 

Such a person goes into great detail about what he has 

seen, and his unspiritual mind puffs him up with idle 

notions.  

19He has lost connection with the Head, from whom 

the whole body, supported and held together by its 

ligaments and sinews, grows as God causes it to grow.  

20Since you died with Christ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is world, why, as though you still belonged to it, do 

you submit to its rules:  

21"Do not handle! Do not taste! Do not touch!"?  

22These are all destined to perish with use, because 

they are based on human commands and teachings.  

23Such regulations indeed have an appearance of 

wisdom, with their self-imposed worship, their false 

humility and their harsh treatment of the body, but 

they lack any value in restraining sensual indulgence. 

16Therefore no one is to act as your judge in regard to 

food or drink or in respect to a festival or a new moon 

or a Sabbath day--  

17things which are a mere shadow of what is to come; 

but the substance belongs to Christ.  

18Let no one keep defrauding you of your prize by 

delighting in self-abasement and the worship of the 

angels, taking his stand on visions he has seen, 

inflated without cause by his fleshly mind,  

19and not holding fast to the head, from whom the 

entire body, being supplied and held together by the 

joints and ligaments, grows with a growth which is 

from God.  

20If you have died with Christ to the 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the world, why, as if you were living in 

the world, do you submit yourself to decrees, such as,  

21"Do not handle, do not taste, do not touch!"  

22(which all refer to things destined to perish with 

use)--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mmandments and 

teachings of men?  

23These are matters which have, to be sure, the 

appearance of wisdom in self-made religion and self-

abasement and severe treatment of the body, but are 

of no value against fleshly indulg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