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羅西書 3:10-17 預查 Page 1 

 

歌歌歌歌羅羅羅羅西西西西書書書書預預預預查查查查    

穿穿穿穿上上上上新新新新人人人人（（（（3:103:103:103:10----17171717））））    
 0 0 0 04444////17171717/17/17/17/17    

    

一一一一....    新新新新人人人人的的的的地地地地位位位位（（（（3333::::10a10a10a10a））））    

• 根據一個人的穿著就可以猜到那個人是什麼樣的人。譬如足球員，郵差，警察，空服

員，等等；他們都穿自己行業的制服。什麼樣的人就穿什麼樣的衣服。若穿著與身份

不對稱，就會帶來尷尬。多年前，一個非常有錢的人穿得破破爛爛，在一家南加州的

私人俱樂部裡遊蕩。很快地他被警衛抓起來，並控告他未得准許就進入私人產業內；

雖然他就是那俱樂部的主人。 

• 這正是保羅在3:10-17所要表達的。基督徒必須按照他們新的地位穿上配搭的屬靈穿

著，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已經與基督同死，並復活，成一個新生命。一個蒙拯

救的信徒有兩方面的義務。他們必須丟棄舊的，罪惡的生活方式的衣服；如同保羅在

3:5-9所指出的。另一方面，他們必須穿上新人的生活方式。     
3:10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1. 在3:5-9a中，保羅告訴歌羅西信徒，要脫去什麼；而在3:12-17中，他告訴他們要穿上

什麼。在脫去與穿上之間是一個大峽谷，而3:9b-11正好就是大峽谷之間的一座橋樑，

使信徒可以從【脫去舊人】過渡到【穿上新人】。這是一個信徒憑自己無法渡過的峽

谷，除非耶穌將他們造成新人。 

2. 舊人和新人之間的關係長久以來是一個備受爭議的題目。許多人認為在得救時信徒得

到一個“新我”，並同時保留原有的“舊我”。因此得救就成為加添了一件新的東西

，而不是以新的代替舊的。因此他們的結論是基督徒生活中的掙扎就是來自這兩個“

我”的爭戰。 

3. 這樣的看法不完全符合聖經的教導。在得救時，“舊我”已經被治死。保羅告訴哥林

多信徒，“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

5:17）。對羅馬信徒，他寫，“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

、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羅6:6）。得救是一個改變，“舊人”已經不存在了，已

經被“新人”取代了。“舊人”也不能被改造成“新人”。 

4. “舊人”就是未重生的“我”，是過去存在於亞當裡的形態，被“新人”取代了。若

堅持信徒同時有“舊我”和“新我”，就等於說信徒的靈魂一半重生了，而另一半未

重生。在聖經裡難以找到這樣的根據。 

5. “新人”與“舊人”相反。“新人”是那重生的“我”。就是在基督裡的信徒。這“

新人”就是保羅在林後5:17所指的“新造的人”。他行事為人與世人不同（弗4:17）

，在神的愛中（弗5:1），在神真理的光照下（弗5:8），並在智慧裡（弗5:15），愛

神的律法和神的兒子，恨惡罪惡和追求公義。 

6. 聖經將所有人分成兩類：在基督裡或在亞當裡。沒有第三類的人。有一位神學家說，

“所能看見的只有兩個人站在神面前，亞當和主耶穌基督；而所有其他的人就是掛在

他們的腰帶上”。 



歌羅西書 3:10-17 預查 Page 2 

 

7. 保羅在羅馬書5:12-21所列出的亞當和基督的比較，是新約聖經中最富有神學觀的段落

之一。罪和死從亞當入了世界（羅5:12-14）；因基督，恩典和公義臨到所有人（羅

5:15-18）。因亞當的悖逆，所有人成為罪人；藉著基督的順從，人成為義（羅5:19）

。就如信徒不可能同時在亞當裡和在基督裡，信徒也不可能同時有“舊人”和“新人

”。 

8. 問題就是既然“舊人”已經死了，為什麼信徒還會犯罪？他們如此是因為他們仍然住

在舊的身體裡，因此新人還必須應付肉體。保羅在羅7:14-25描述了這種內心的掙扎。

在那段經文中，他清楚指出罪不在裡面的新人裡，因為那個“我”愛聖潔的事，但不

得已卻住在肉體裡。“肉體”是被罪所利用和欺凌的。“肉體”包括一切人本性的罪

惡的慾望，衝勁，和情感。因為蒙救贖的肉體的存在，令我們“自己心裡歎息、等候

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羅8:23）。     
二二二二....    新新新新人人人人的的的的更更更更新新新新（（（（3:10b3:10b3:10b3:10b））））    

3:10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1. 成為新人雖然給了信徒新的生命，卻未能即刻在屬靈上變得成熟。肉體仍然存在，要

求被穿上。與肉體的爭戰將延續一輩子。新人是完全的，但仍然有成長的餘地，就如

一個初生的嬰孩一般。 

2. 【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漸漸更新(being renewed)】是指新人在質量方面的更

新。這是一種新型的生命，是以前不存在的。不同於朽壞，墮落的本性，新人是不斷

地被神更新。【知識】在英文聖經NASB譯本被翻成“true knowledge”，意思是深奧

，透徹的知識。在更新的過程中，新人的知識增加了。名解經家William Hendriksen

說，“當一個人被引領渡過救恩的水，先是水淹過脚踝，後來是淹過膝蓋，最後只有

游泳才能渡過”。沒有真知識，就沒有基督徒生命的長進。“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

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羅12:2）。

從成熟的知識流出聖潔的生活。 

3. 真知識的來源就是聖經。保羅寫給提摩太，“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

、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 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3:16-17）。彼得勸勉信徒，“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纔生的嬰孩愛慕奶

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彼前2:2）。神的話語是新人成長的食物。信徒

成長的速度在於他們能將多少真知識應用到他們的生活中。 

4. 知識的目的是使信徒能像那位創造他們的基督的模樣，新人越來越像創造他們的主耶

穌基督。林前15:49告訴我們，“我們既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神

的計劃就是使信徒像耶穌基督。“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

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羅8:29）。信徒像主的過程將繼續，一直到主

再來；或他先去了主那裡。約翰寫，“親愛的弟兄阿、我們現在是 神的兒女、將來

如何、還未顯明．但我們知道主若顯現、我們必要像他．因為必得見他的真體”（約

壹3:2）.  
三三三三....    新新新新人人人人的的的的彼彼彼彼此此此此相相相相交交交交（（（（3:113:113:113:11））））    

3:11 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

、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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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復活的生命也牽涉到教會。就如信徒將個人舊人的習慣除掉，教會也當除去將人隔離

的牆。教會不應當因種族或文化的不同將信徒隔開。神已經將所有信徒聯合在基督裡

（加3:28; 弗2:15）。在第一世紀，這是一件令人難以相信的事。在古代，將人隔開

的種族，宗教，文化，和社會的牆是根深蒂固的。今天也是如此。 

2. 希利尼人和猶太人，一個是未受割禮的，另一個是受割禮的。這面難以移動的【種族

和宗教的牆】將外邦人和猶太人隔離。他們之間互不來往。猶太人拒絕進入外邦人的

家。他們不吃外邦人做的飯，也不買外邦人預備的肉。但他們回到以色列，就會抖掉

身上的外邦塵土來表達對外邦人的鄙視。甚至使徒中也有不願承認與外邦人在教會裡

是同等的（徒10-11章）。可以想像得到，外邦人也是以同樣的態度對待猶太人。 

3. 不同文化背景的牆也發生在古代世界。有文化教養的希利尼人或猶太人，瞧不起化外

人（沒有文化的人）或西古提人（野蠻人），尤其是後者。西古提人是游牧，善戰的

民族，曾在主前第七世紀入侵亞洲西部的肥沃新月地帶。是一個非常野蠻，令人恨惡

和懼怕的民族。被認為只不過比野獸高級一點。 

4. 在古代世界，一個包含希利尼人，猶太人，和西古提人的團契是不可想像的。但這卻

發生在早期教會中。基督摧毀了將人隔離的【文化的牆】。 

5. 又有一個【社會的牆】在奴隸和自由人之間。按照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說的，奴

隸是“一個活的工具”。但兩者都得救了，在基督裡成為弟兄，因為他們“不拘是猶

太人、是希利尼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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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12:13）。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證明奴隸和自由人在在基督裡的聯合

。在主後202年，一個年輕富家女和一個女奴一同為基督殉道。當她們面對要吞吃她們

的野獸時，手牽手。為奴的和自主的為了愛同一位主，就一同死了。 

6. 在教會裡不應當有人為的牆，因為【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Christ is 

all, and in all)】。因為基督住在所有信徒之內，他們就都是一樣的。他摧毀一切

種族，宗教，文化，和社會的牆，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弗2:15）。  
四四四四....    新新新新人人人人的的的的表表表表現現現現（（（（3:123:123:123:12----13131313））））    

3:12 所以你們既是 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原文作穿下同〕憐憫、恩慈、謙

虛、溫柔、忍耐的心。 

3:13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

樣饒恕人。 

1. 在3:9-11，保羅描述了神為信徒做了些什麼。在3:12-17，他表達了神期待信徒作什麼

來回應祂的恩典。一個義的身份必定有義的行為。這種行為是因有內在改變而有的外

在表現，這就是唯一的，並且可靠的證明裡面真的有了改變。 

2. 沒有人因他自己的選擇成為一個基督徒。反而，信徒是【神的選民】，就是蒙神揀選

的。聖經清楚地教導了有關神揀選的真理。弗1:4說，“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

揀選了我們”。神召我們不是因為我們的行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恩典

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提後1:9）。從創世以來，信徒的名字寫在

生命冊上（啟13:8; 17:8）。 

3. 因為神的揀選，信徒是【聖潔蒙愛】的。【聖潔】的意思是從所有人中分別出來的。

神從全人類中揀選信徒出來到祂那裡去。他們與世界的人不同。因此若信徒所行的與

世人沒有不同時，他們就違背了他們蒙召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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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舊約聖經中，【揀選】，【聖潔】，和【蒙愛】都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有一件事

發生在神的秩序中。以前與蒙神揀選的民族的相關的事，如今卻是與信基督的人相關

。以色列人被神暫時擺在一邊，而外邦人卻入了場（羅9-11章）。得救的人是神揀選

的，因此我們被稱為【神的選民】（約15:16; 羅8:33; 提後2:10; 多1:1; 彼前1:1）

。 

5. 【存(put on)】的意思是穿上衣服。將【存】後面的六種品德披戴身上： 

1) 【憐憫(a heart of compassion)】 

2) 【恩慈(kindness)】 

3) 【謙虛(humility)】 

4) 【溫柔(gentleness)】 

5) 【忍耐(patience)】 

6) 【彼此包容(bearing with one another)】 

6. 信徒的記號不單是彼此包容，也要彼此饒恕。教會整體來說是一個彼此饒恕的團契。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這樣饒恕人】，保羅將

基督作為一個【饒恕】的榜樣。因為祂饒恕了我們，我們就必須饒恕別人（太18:21-

35）。【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是指當某一個人因為罪，錯誤，或債務而犯了錯。

因為主耶穌赦免了我們的罪，錯誤，和債務，祂就成了我們饒恕別人的榜樣。照樣的

，祂也成為我們在其它美德的榜樣。  
五五五五....    新新新新人人人人的的的的完完完完全全全全（（（（3:143:143:143:14））））    

3:14 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 

1) 【愛心】與【穿上新人】的主題是一致的。【愛心】像一條腰帶，將上面所提到的

各樣美德綁在一起。【愛心】是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道德，因為它好像膠水導致

教會中的合一。信徒不會因為行出憐憫，恩慈，謙虛，溫柔，或忍耐這些美德而享

受團契生活。除非他們彼此相愛，否則他們不會彼此包容，彼此饒恕。其實3:12-13

的總結就是彼此相愛。想要行出3:12-13的美德，若不是出於【愛心】就是律法主義

。這些美德必須從【愛心】流出來。任何不是被【愛心】激發的都不蒙神的喜悅（

林前13:1-3），包括知識（腓1:9）,信心（加5:6），和順服(14:15)。  
六六六六....    新新新新人人人人優優優優先先先先考考考考慮慮慮慮的的的的事事事事（（（（3:153:153:153:15----17171717））））    

1. 基督的平安（3:15） 

3: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 

1) 【平安】的概念就是心裡的安寧或感到安全。信徒得以與神和好；“我們既因信稱

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 神相和”（羅5:1）。信徒和神之間的爭戰已

經結束了，而爭戰的賠償已經以基督的血付清了。因此信徒就心裡安寧和有安全感

。保羅告訴腓立比信徒，“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

心懷意念”（腓4:7）。在此處，他稱之為【基督的平安】，因為這是祂帶來的平安

（約14:27; 弗2:14）。 

2) 【作主(rule)】這字是用來形容一個裁判決定一個運動競賽的勝負的舉動。【基督

的平安】引導信徒作出判斷。當一個信徒面對選擇的時候，他必須考慮兩個因素。

首先，他是否與基督已經和好，因此站在同一邊？第二，這是否可以給他的心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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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平安。這兩個因素也是抗拒信徒生活中犯罪最有效的因素。罪冒犯神，而我們與

神已經和好，因此使我們的心不能安寧和安全。 

3) 平安是一種彼此的關係。信徒【蒙召】活在平安裡，並【歸為一體】。一個信徒與

基督和好，心裡有基督的平安，將與其他信徒和諧和合一。 

4) 要有平安在心裡，信徒必須【存感謝的心】。【感謝的心】在歌羅西書中是一個常

有的主題（1:3, 12; 2:7; 3:15, 16, 17; 4:2）。信徒自然而然感激神來回應祂所

作的（弗5:20; 腓4:6; 帖前5:18; 來13:15），而不感激神是不信的人的記號（羅

1:21）。一個謙卑感激神的心將會影響我們與其他信徒的關係。平安和感激因此是

息息相關的。  
2. 基督的道理（3:16） 

3:16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或作當把基督的道理豐豐

富富的存在心裡以各樣的智慧〕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 

神。 

1) 【基督的道理】指基督帶給人的啟示，就是聖經。平安和感謝，還有合一，愛，和

所有必要的美德從一個被聖經控制的心思意念裡流出來。【存在心裡(dwell within 

you)】就是內住，好像我們的心就是祂的居所。延伸來說，就是讓基督的道理流露

在信徒的生活中。聖經真理應當瀰漫在信徒生活的每一部分，管理每一個想法，每

一句話，每一個行為。因此基督徒必須朗讀，研讀，和活出神的話語。如此看來，

讓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就是被聖靈充滿。神的話語在心裡和意念裡使聖

靈能改變我們的心意。很清楚的，“被聖靈充滿”和【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

存在心裡】這兩個概念基本上是相同的，因為它們的下文是如此地相像。 

2) 西3:18-4:1與弗5:19-6:9是平行經文，而且前者是後者的簡略版本。對照之下，後

者是強調“聖靈充滿”，而前者是強調“聖道充滿”。其實兩者是相同的，只是從

不同角度來看。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信徒，必定也被神的話語所控制。【將基督的道

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就是被聖靈所控制。聖靈既然是聖經的作者和大能，這

兩句話是可以交換說的。 

3) 保羅接著提到基督的道理存在信徒心裡的兩個特別結果；一正面，一負面；彼此教

導和互相勸誡。【教導】是給予正面的真理，而【勸誡】是教導的負面，就是警告

人有關他們行為的後果。兩者都是一個有基督道理的生命的滿溢。 

4) 有【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並不只是資訊，也包含情感。這就產生了詩

章，頌詞，靈歌。並且【心被恩感歌頌神】。【詩章(psalms)】是從舊約詩篇中取

出來的。他們以詩篇的內容，配上音樂，就如今天一樣。【詩歌(hymns)】是表達對

神的讚美。有人認為有些新約的內容（如西1:15-20和腓2:6-11）原來就是早期教會

所唱的詩歌。【靈歌(spiritual songs)】注重見證（啟5:9-10）。它們以音樂表達

神為我們所作的。【心被恩感(with thankfulness in your hearts)】表示歌唱的

人的心與他的口是一致的。【歌頌神】表示歌唱是對著神，給祂該得的讚美和敬拜

，為祂的喜悅和榮耀。這樣做就能不知不覺造就了信徒。  
3. 基督的名（3:17） 

3:17 無論作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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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活出基督徒生活的最簡單的經驗法則就是無論在話語上或行為上都【奉主耶穌的名

】。作任何事【奉主耶穌的名】的意思就是所做的符合祂的所是和祂的所欲。保羅

在林前10:31說，“所以你們或喫或喝、無論作甚麼、都要為榮耀 神而行”。保羅

再次提醒所做的一切沒有勉強或不存希望或只是律法的責任，而是【藉著祂感謝父

神】。穿上新的生活方式就是穿上基督。這是每個信徒的義務，“總要披戴主耶穌

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羅13:14）。基督徒生活的目標是像基督。 

2) 信徒應當穿上耶穌基督，使別人看見信徒時，他們就看見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