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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追求追求追求属属属属神神神神的的的的更新更新更新更新(西西西西三三三三: 1-9)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吕振中译本吕振中译本吕振中译本吕振中译本    ESV MSG 

1这样、你们既和基督一同活了起来，就该求在上面的事；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2你们要意念着上面的事，别意念着地上的事了。3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的。4基督、我们的生命、显现的时候、那时你们也必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中。5所以你们要看这在地上的肢体为死了的∶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就是一种的拜偶像］。6为此种种，上帝的义怒正临到呢；7从前你们在此种种之中生活的时候、你们也曾在其中行过。8但如今呢、你们也要把一切都脱去了∶脱去忿怒、暴怒、恶毒；从你们口中脱去毁谤和可耻的话。9别撒谎相骗了，因为你们已经脱掉了旧人同旧人的行为，    

1
If then you have been raised 

with Christ, seek the things that 
are above, where Christ is, 
seated at the right hand of God. 
2
Set your minds on things that 

are above, not on things that are 
on earth. 

3
For you have died, 

and your life is hidden with 
Christ in God. 

4
When Christ 

who is your life appears, then 
you also will appear with him 
in glory. 

5
Put to death therefore 

what is earthly in you: sexual 
immorality, impurity, passion, 
evil desire, and covetousness, 
which is idolatry. 

6
On account 

of these the wrath of God is 
coming. 

7
In these you too once 

walked, when you were living 
in them. 

8
But now you must put 

them all away: anger, wrath, 
malice, slander, and obscene 
talk from your mouth. 

9
Do not 

lie to one another, seeing that 
you have put off the old self 
with its practices  

1
So if you're serious about living this new 

resurrection life with Christ, act like it. Pursue the 
things over which Christ presides. 

2
Don't shuffle 

along, eyes to the ground, absorbed with the things 
right in front of you. Look up, and be alert to what is 
going on around Christ—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See things from his perspective. 

3
Your old life is 

dead. Your new life, which is your real life—even 
though invisible to spectators—is with Christ in 
God. He is your life. 

4
When Christ (your real life, 

remember) shows up again on this earth, you'll show 
up, too—the real you, the glorious you. Meanwhile, 
be content with obscurity, like Christ. 

5
And that 

means killing off everything connected with that 
way of death: sexual promiscuity, impurity, lust, 
doing whatever you feel like whenever you feel like 
it, and grabbing whatever attracts your fancy. That's 
a life shaped by things and feelings instead of by 
God. 

6
It's because of this kind of thing that God is 

about to explode in anger. 
7
It wasn't long ago that 

you were doing all that stuff and not knowing any 
better. 

8
But you know better now, so make sure it's 

all gone for good: bad temper, irritability, meanness, 
profanity, dirty talk. 

9
Don't lie to one another. You're 

done with that old life. It's like a filthy set of ill-
fitting clothes you've stripped off and put in the fire.  

破冰破冰破冰破冰﹕﹕﹕﹕ 
• 你觉得信主前与信主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 人的身体带给人什么好处与坏处？ 

• 你的生活习惯中有些什么需要好好去除的？因着这些恶习曾让你品尝到什么恶果？ 

分段分段分段分段﹕﹕﹕﹕ 
• 追求思考追求思考追求思考追求思考天上天上天上天上的事的事的事的事(3:1-4) 

o 新人已新人已新人已新人已與基督與基督與基督與基督一一一一同復活同復活同復活同復活(3:1-2) 

o 新人现在新人现在新人现在新人现在與基督同與基督同與基督同與基督同藏在神里藏在神里藏在神里藏在神里(3:3) 

o 新人新人新人新人將與基督同顯在榮耀中將與基督同顯在榮耀中將與基督同顯在榮耀中將與基督同顯在榮耀中(3:4) 

• 除去不讨神喜悦的生活习俗除去不讨神喜悦的生活习俗除去不讨神喜悦的生活习俗除去不讨神喜悦的生活习俗(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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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要治死在地上的肢体要治死在地上的肢体要治死在地上的肢体要治死在地上的肢体(3:5) 

o 地上地上地上地上肢體肢體肢體肢體曾有曾有曾有曾有的恶行的恶行的恶行的恶行(3:6-7) 

o 现在不要再受肢体的捆绑现在不要再受肢体的捆绑现在不要再受肢体的捆绑现在不要再受肢体的捆绑(3:8-9) 

解釋﹕解釋﹕解釋﹕解釋﹕ 
追求思考追求思考追求思考追求思考天上天上天上天上的事的事的事的事(3:1-4) 

1所以，既然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2你们要思考上面
的事，不要思考地上的事。3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4基督是你们的生
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 

「所以」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前面所讲的是教导、是真理；而后面这两章所讲的则是实际生活上的应用
实践。基督徒的生活与非基督徒的生活基本上会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很特别的指标
就是以神为乐，经常检讨所作所为是不是讨神喜悦，而不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种以自我为中心
的思想。 

新人新人新人新人已已已已與基督與基督與基督與基督一一一一同復活同復活同復活同復活(3:1-2) 

「「「「既然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是指基督徒现今的身份不同。好好仔细地的想一想，你信主前与你信
主后有什么不同？如果想不出来有什么不同，那么有可能你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已经有新生命的神的儿女，与以前属于自己生命的生活有十分显著的差距。还没有
信主前的生命是一个只为自己或自己家人打算的生命，也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生命。对自己有益的会去
追求，想办法得着。对别人有益的，那就是别人的事而与自己毫无关系。但是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却不再
如此追求，因为基督徒不再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基督徒是以神的荣耀为中心，知道自己接受主耶稣基
督成为自己新生命的主后，自己的主权已移交给主耶稣基督了。 

「「「「与基督一同复活」」」」指与原来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原来的生命是必朽坏短暂的生命，而「「「「与基督一同复
活」」」」的新生命则是不朽坏永远的生命！哥林多前书第15章 51-57节说：51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
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都要改变，52就在一刹那，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吹
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53这会朽坏的必须变成不朽坏的；这会死的总要变成不会
死的。54当这会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这会死的变成不会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亡已被胜利吞灭了”的话
就应验了。55“死亡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56死亡的毒刺就是罪，罪的权势
就是律法。57感谢神，他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将来会有荣耀不朽
坏的身体、不再受罪的辖制！那短暂死后被埋的尸体还会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此外在这里特别强调「「「「与基督一同」」」」，也就是特别强调与主基督亲密不可分割的关系。死后3天复活的主
不再受软弱肉体的限制，也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也就是说我们的新生命也同样不受时空肉体的限制，不
再受掌控这黑暗世界撒旦的左右。这样的新生命与以前的生命不同的地方是价值观完全的改变：以前的
生命注重肉体物质的享受，而新生命则重视与神关系的更新、更加地愿意彰显神的属性，让神完全拥有
自己的新生命。 

「「「「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显示出主耶稣救赎工作的完成，已经回到天父的右边 (尊贵的一边)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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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其余的工作让我们这些属于主仍在这个世界上的弟兄姊妹们去完成。「当求上面的事」与「思考上
面的事」提醒我们在心思意念上的转变，不要再像一般世人追求世界上的享受，就好像(約壹2:15-17)告诉
我们：「「「「15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若有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16因为凡世界上的东
西，好比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17这世界和世上的
情欲都要消逝，惟独那遵行神旨意的人永远常存。」」」」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思念上面的事與中世紀的苦修士有什麼不同？你怎麼確定已經在追求思想上面的事？我們事奉如果
是出於責任感與出於對神的愛會有什麼不同？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你在思考上面的事方面怎么追求？有没有每天灵修？如果没有请订定每天灵修的计划。地上的事有
哪些还不容易放下？有没有找属灵伙伴支持？一起多多代祷？ 

新人新人新人新人现在现在现在现在與基督同與基督同與基督同與基督同藏在神里藏在神里藏在神里藏在神里(3:3) 

3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因为」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再以地上的事为念，因为以前的「我」已经死了，与现在的我没有任何关
系了。以前的我注重自己在世上的享受，因为以为人死就如灯灭。追求世界享受的人经常活在罪恶与过
犯中，罪恶使得我们的灵性泯灭，与神没有交流。感谢神，藉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使我
们出死入生。我们藉着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与祂同钉在十字架上罪身灭绝。主耶稣基督死后第3

天复活了。复活节就是纪念主复活的一个节日。当我们的罪身与主同钉十字架时，我们与主同样地复活
了。这个新的藏在神里面的生命是与主耶稣基督同藏的，是神的生命。当我们「藏在神里面」时，神就
是我们的避难所、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别人看到的是神，这种生命天天荣神益人！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你是不是清楚认识自己已经死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自己，而是谁？你觉得你有没有好好藏在神里
面？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检讨自己在哪些方面喜欢别人夸奖？在这些方面怎么能够越来越能够让别人看到神的大能，而不是
你的才干？试着去操练把自己藏在神里。 

新人新人新人新人將與基督同將與基督同將與基督同將與基督同顯顯顯顯在榮耀中在榮耀中在榮耀中在榮耀中(3:4) 

4基督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 

「基督是你们的生命」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只不过是葡萄树的枝子而已。只有主耶稣基督是葡萄
树，祂是一切生命的源头。既然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在我们新生命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中，我们的
标竿要每时每刻荣耀主，让祂的名得到颂扬。这里的「显现」是指主耶稣基督第2次再来时，天上地上的
情况(参彼前5:4；提前6:14；提后4:8；多2:13)。这节经文带给信主的人非常美好的盼望，就是当主耶稣
基督第2次再回到地球上时，所有基督徒都要与祂一同彰显在祂的荣耀里(参彼前1:13；帖前4:16-17；帖后
1:7-10；罗8:19；启19:7-10)！这个盼望能激励我们现在好好努力过着神喜悦的生活(上面的事)，而不是追
求地上的事，如功成名就等。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在教会中我们一同敬拜、团契、受造就、传福音、同心事奉等等与天上的盼望有什么关系？你什么
时候最能感受到神的伟大？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你在教会参与什么事奉？如果还没有，请赶快选一项事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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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除除除去去去去不讨神喜悦的生活习俗不讨神喜悦的生活习俗不讨神喜悦的生活习俗不讨神喜悦的生活习俗(3:5-9) 

5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是拜偶像。6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的人。7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你们的行为也曾是这样的。8但现在你们
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就是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和口中污秽的言语。9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
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要治死在地上的肢体要治死在地上的肢体要治死在地上的肢体要治死在地上的肢体(3:5) 

5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是拜偶像。 

「所以」表示上面所说：基督徒已经与主耶稣基督同死、一同复活，并且基督徒的生命与主耶稣基督一
同藏在神里面；就是基督徒不再与地上败坏的生活搭上关系的理由。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上面所说的与
主耶稣基督同死是指在地位上而不是生活经历上的同死，不然这里不会使用「治死」这个词，因为已经
死了怎么还要治死呢？ 

从第5节开始讲到在生活中的操练。生活的操练是继续不断进行的过程，不像地位上的改变是在刹那间就
从永远灭亡转变成永远与神同在一样。基督徒活在世上的时候还是有肉体的存在，肉体当然有好的方
面，如有手可以做手工，脚带我们走到要去的地方等等。也因为我们还活在肉体中，我们仍会受到许许
多多肉体不好的试探。「要治死」显出这不是一件简单容易马上就可以做到的吩咐。首先在意志上要先
有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包括委身。有许多人会觉得自己体重过重而要减肥，不过真正能够有恒心、有坚
强意志持续不断减肥的人却不多。持久的委身才会达到最终的果效。 

这里所举地上肢体败坏的例子如「淫乱」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污秽」言语眼目思想上的不洁净如说
脏话、看色情刊物、想不洁的意念等等。「邪情」指变态的欲望如同性恋。「恶欲」指一切不正当的欲
望如抢别人的东西。「贪婪」指永不满足的欲望，如钱财上的贪得无厌。贪婪会引人远离神，所以说贪
婪与拜偶像一样。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你对你的身体有什么感受？相当满意？还是觉得有些不体面的地方？你有什么渴慕是神所喜悦的？
什么欲望是神所不喜悦的？你有什么办法治死你肉体不正当的欲望？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如果你还没有下过决心要治死你肉体不正当的欲望，你要好好在神面前慎重地下这个决心，靠着圣
灵过得胜的生活(罗8:2,5-6,13)。 

地上地上地上地上肢體肢體肢體肢體曾有曾有曾有曾有的恶行的恶行的恶行的恶行(3:6-7) 

6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的人。7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你们的行为也曾是这样的。 

「悖逆之子」指背叛神的吩咐而经常不遵行神话语的人，这是指长久习惯性的表现而不是偶尔发生的事
件。「必临到」表示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你们」指歌罗西教会的成员，也就是指基督徒。基督徒在未
信主前也曾经行过这些不讨神喜悦的行为，就好象使徒保罗做过许许多多不讨神喜悦的恶事一样。这
里，「那些」与「你们」是个对比：那些是不得救永远沉沦的一群，而你们则是得救有生命改变蒙主悦
纳的一群。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你现在回想一下，在信主前你有哪些生活习惯、思想意念不讨神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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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要再受肢体的捆绑现在不要再受肢体的捆绑现在不要再受肢体的捆绑现在不要再受肢体的捆绑(3:8-9) 

8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就是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和口中污秽的言语。9不要彼此说谎，因为
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但」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是在主耶稣基督里与在世界黑暗里的强烈对比。过去这一切的事，如恼
恨、愤怒、恶毒、毁谤和口中污秽的言语，以及彼此说谎等等都当让它们过去。那不是在主耶稣基督里
的作为。如今我们是光明之子。帖前第 5章提到光明之子的作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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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不要熄灭圣灵；20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21但凡事
要察验：美善的事要持守，22各样恶事要禁戒。23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成圣！愿你们的灵、魂、
体得蒙保守，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基督徒有永远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如今我们活着不再是我而是让圣灵掌管的生活。圣灵会经常提
醒我们当作与不当作的事。如果我们愿意放下自己、顺服在圣灵的引领之下，就必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5:22-23)。 

让我们彼此互相的提醒，我们已经脱去旧人(以前不信主的人)，不要再回到旧人的控制之下。要把旧人的
坏习惯全部清除干净。如果以前抽烟，现在要完全戒烟。如果以前醉酒，现在不要喝酒。如果以前沉醉
在色情的刊物中，现在找伙伴监控彻底消除。 

彼此说谎可说在教会比较容易发生，因为许许多多教会的成员都想表现自己很虔诚、是一个爱主的弟兄
或姊妹(其实自己最知道自己是不是法利赛人)。所以这里特别提醒不要彼此说谎，就是白谎也不要说。当
然忠言逆耳，所以可能在说前需要好好祷告，求属灵的智慧说让人愿意接受的劝戒。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有些什么好的、神所喜悦的嗜好可以代替那些坏的神不喜悦的嗜好？有些什么坏的嗜好习惯你已经
克服去除的，可与他人分享，帮助别人克服。把自己成功帮助人的实例与有需要的人分享。 

應用﹕應用﹕應用﹕應用﹕你有什么不好不讨神喜悦的嗜好习惯想要克服？请找一个属灵伙伴与你一起商讨，订定计划帮助你
在计划的时间内克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