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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 1:15-29 

基督是主 
 

1. 基督的身份（15-19） 

15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16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 

17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 

18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他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19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他裏面居住。 

 基督是基督是基督是基督是舊造的主舊造的主舊造的主舊造的主 

 

15「神的像」與神相似，將神表明，並代表神（參來 1:3他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是神本體的真相）。耶穌就是神的肖像。在他裏面，可以看見神的一切特徵。倘若想知道神的樣子，只要注目望向耶穌便可以了。 

 「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是一切被造物的首生者）」並不是說基督是第一個被創造的，而是用來說明基督和一切受造物迥然有別；古時『長子』在眾兒女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和權益（詩
89:27），故『首生的』一詞指他是獨特的、首要的。 

 「生」表示他與父的關係；他是父的愛子，他在父的愛裏有特殊的地位。「生」又說明了他與受造的萬有不同，是生的，不是受造的。「首」是指時間與等級的首先。 

 

16「萬有都是靠他造的…藉著他造的」「靠、藉」皆可翻成「被」。 「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這四個名詞是當時用來稱呼天使的等級。 

 這說明基督是萬物的首因 (first cause)，故此宇宙中每一樣事物都有它的法則、規律，物理學中的常數 (constants)，便是顯著的例子。另一方面，基督是創造萬物的媒介；正因為藉著他，宇宙萬物方能包藏著無限的智慧與知識。 

 「為他造的」指基督是宇宙萬有被造的目的，宇宙萬有都屬於他。 

 

17「靠他而立」參來 1:3常用他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立』字原文有『聯絡而存』的意思；萬有都以他權能的命令而得聯絡存在。 

 基督是基督是基督是基督是新造的主新造的主新造的主新造的主 

 

18「教會全體之首（head）」他是教會的頭，教會是他的身體。 

 「元始（beginning）」在原文不但指時間上的起頭，也指地位上、權柄上的首位。 

 「死裏首先復生的（firstborn）」直譯為死人中的首生者。前面說他是一切被造物的首生者。所以他是舊造的主，也是新造的主。基督不但是舊造的『首生者』（15），且是新造的『首生者』（18），故他配「在凡事上」居首位。基督是最高超、最優越的一位。 

 「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使」就是「以致」，因此這是一句目的子句。換句話說，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之上，他也是從死裏首生的；神這樣安排的目的，是要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supremacy, first place），在神的創造裏有超越的地位，也在神的救贖裏有超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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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是基督是基督是基督是萬有的主萬有的主萬有的主萬有的主 

 

19「因為」表明本節是神使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的理由；基督超越一切、比一切都尊貴，是因為他裏面有神一切的豐盛。 「豐盛」指神一切能力和屬性的總和，包括神的權能、公義、智慧、知識、榮耀、威嚴、聖潔、慈愛…等。 

 「居住」一詞原文有永久性的意思；神要他自己的一切豐盛居住在基督裏的情況乃是永久性的，不是暫時的。 

 

從本段中可以看出基督是在那些方面作主？「基督是主」跟我在那方面有關？ 

我們既是「為他造的」，應該如何生活？ (羅14:8) 

教會若不順服基督，便不是頭與身體的關係。教會應如何順服基督呢？ 

基督的豐盛包括什麼？和他所應許的豐盛生命有什麼關係？我曾經體會這樣的豐盛嗎？ 

我是否真服在他的權柄之下，讓他的權柄管治我的一切？ 

 

2. 基督的救贖（20-23）  

20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21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著惡行，心裏與他為敵。 

22但如今他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們與自己和好，都成了聖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 

23只要你們在所信的道上恆心，根基穩固，堅定不移，不至被引動失去（原文是離開）福音的盼望。這福音就是你們所聽過的，也是傳與普天下萬人聽的（原文是凡受造的），我保羅也作了這福音的執事。  

 基督是基督是基督是基督是和平的主和平的主和平的主和平的主 

 

20「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和平乃是藉著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血在聖經裡面有兩個重要的意義。第一個就是代表生命。參創 4:10, 9:4。第二個就是可以贖罪。參利 17:11。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是指耶穌將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捨了，正如舊約裡面的獻祭一樣。贖罪祭牲被殺，它的生命代替了獻祭者的生命。這就是贖罪祭的真正意義—代替。耶穌就是我們贖罪祭的羔羊。 

 和平相對於爭戰（war and peace）。這個爭戰就是 21節所說的人因著罪與神為敵；人又因著罪與其他人為敵。耶穌的死使人與神，人與人之間的敵對狀態得以消除，使人與神並人與人之間都有正常的關係。 

 「都與自己和好了」和好是建立在和平的根基上。既然說和好，表示之前有對立與隔閡。罪使我們與神對立，使我們與神為敵，因此他來就必須解決這個罪的問題，然後才能調解並且溝通人與神之間敵對的狀況。同樣的，罪也使人與人對立與隔絕，因此他來也是要調解並且溝通人與人之間敵對的狀況。和平帶來和好，前者著重在狀態，後者著重在關係。 

 和好是中性的希臘字。這個字指出上帝的和好不只是包括人類，並且概括了整個被造物—有生命的和沒有生命的，天上的與地上的。保羅所說的就是整個宇宙—人和萬物包括在內，也一同獲得救贖。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經成就了使萬有與神和諧的基礎，但並非說萬有已經蒙了拯救；世人必須藉著『相信』來接受救恩，萬物必須等到主再來時，才能脫離敗壞的轄制（羅 8:19-23）。 

 



歌羅西書 1:15-29 3/7 3/4/2017 

基督是基督是基督是基督是救贖的主救贖的主救贖的主救贖的主 

 

21「隔絕 alienated」是指根本不屬神的，與神沒有關係的。人的罪惡是神與人『中間隔斷的牆』；罪的問題若不解決，就不能親近神。 「因著惡行，心裏與神為敵 enemy」這句話也可譯作：「心裏與神為敵，以至行為邪惡。」不論是行為影響思想，或是思想影響行為，總之，人在心裏與神為敵，抵擋神，在思想中想盡辦法來否定神。 

 

22「叫你們與自己和好」不是叫神與我們和好，乃是叫我們與神和好（林後 5:18-21），因為問題不在於神，乃在於我們。 

 基督是基督是基督是基督是聖潔的主聖潔的主聖潔的主聖潔的主 

 「成了聖潔」基督使我們與神和好，並非叫我們今後可以為所欲為，乃是叫我們能夠成為聖潔。就是與世界分開，從世界分別出來。 

 「沒有瑕疵」瑕疵在舊約裏是用於獻祭的一個字。根據猶太人的律法，在動物作為祭牲之前，必須經過仔細的察驗，如果有任何微細的瑕疵，必須被棄，不適合作為獻給神的祭牲。 

 「都成了聖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這是指信徒在基督裏的地位，不是指行為道德上的完全。 神因著主基督的死使我們與他自己和好（罪得赦免），與此同時，他還使我們成為聖潔，沒有瑕疵，無可責備地來到他面前（得以重生）。我們的得救是從身分的改變，到品質的改變（from a 

change in status to a change in character），而這種改變不是一天的事，乃是「漸漸更新」（西
3:10）。 

 我們等生活上也要盡量做到『無可責備』，這並不是說一點點過錯都沒有，乃是說我們到了甚麼地步，就照甚麼地步行（腓 3:16），行所該行的，就是無可責備了。 

 我們在神面前所蒙的三樣恩典：從污穢到「聖潔」，從一無是處到「沒有瑕疵」，從被定罪到「無可指責」，只有神才能在我們身上作成這一切，這實在是大得令人難以相信的恩典。 

 

23「只要」有『若 if』的意思，顯示以下所說的，是持守前述救恩的條件。 「在所信的道上恆心 continue in the faith」意即『繼續保守在信心裏』，著重在動態的、向前的、不半途而廢的信心。信心不是一時的，要持之有「恆」。 

 「根基穩固 established, stable」原文是『根基已經立得穩固』的意思。如果我們有信心，如同根基立在磐石上，就堅定不移（firm, steadfast），不會對我們的信仰產生懷疑。 

 據歷史的記載，歌羅西有過大地震。這樣，歌羅西人一定更能了解我們在信仰上根基穩固的重要；根基倘若不穩，信徒遭遇一點小事也會有潰敗的危險。 

 「不至被引動失去福音的盼望」信心與盼望相連相關，信心不堅固，盼望就會被移離而失去。因此我們越有信心，盼望就越穩固；我們越有盼望，信心也就越堅定。救恩是神作成的，但人有道德上的責任：我們不單要信，而且要繼續不斷地保持在信仰裏，根基穩固，堅定不移，方不至被引動失去福音的盼望；若失去了盼望，就失去了一切，這是聖經一貫的教導。 

 「所聽過的」就是他們最初所領受的，是以巴弗傳給他們的。參西1:7-8。。。。如今有假師傅，假先知擾亂他們，將異端的教訓教導他們，保羅因此特別提醒他們不要偏離了當初他們所領受的福音。 

 「傳與普天下萬人聽」保羅奉差遣向外邦人傳福音，從大馬色一直傳到西班牙，涵蓋了當時羅馬帝國大部分的版圖。當然除了他以外，還有別人也在各處傳福音，如亞居拉夫婦，亞波羅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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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福音的執事」是為福音負責，宣揚福音，護衛福音。 

 

從本段中可以看出基督是在那些方面作主？ 

基督十字架救贖的功效，涵蓋了天地萬有，這對我關於教會的認識和服事有什麼影響？ 

神的心意是要把人引到那裡？我們的事奉把人引到那裡？ 

我「成了聖潔」嗎？在本段中可否看出神的恩典和人的努力如何保持平衡？ 

我對基本信仰清楚嗎？我的根基穩固嗎？ 

 

3. 基督的奧秘（24-29）  

24現在我為你們受苦，倒覺歡樂；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會，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25我照神為你們所賜我的職分作了教會的執事，要把神的道理傳得全備， 

26這道理就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祕；但如今向他的聖徒顯明了。 

27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裏成了有榮耀的盼望。 

28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29我也為此勞苦，照著他在我裏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   

 
24「我為你們受苦」這句話顯然是指保羅因傳福音給外邦人而受苦說的。意指『我為著傳福音給包括你們在內的萬人，勞苦、盡心竭力，甚至因此坐監受苦』。 

 苦難似乎是教會工人事奉中的一部分，但很希奇，保羅卻在此說：「現在我為你們受苦倒覺歡樂。」按常情常理來講，「受苦」與「歡樂」似乎是沒有關係，但一個為福音、為教會受苦的工人，不單能甘之如飴，而且能因受苦而歡樂。 

 「並且為基督的身體」並且二字表示了保羅的受苦不僅是前面說的「為你們」，也是為了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 

 「基督的患難（Christ's afflictions）」患難原文是 thlipsis。在新約中，thlipsis這個字從來不用在基督受死的苦難上。因此我們可以肯定，這裡的患難和救贖無關。「基督患難的缺欠」不是指主為成就救恩而受十字架苦難的不足，也不是指基督在世的受苦還有甚麼缺欠，以致他的救贖尚不完全。所說的患難乃是指因事奉而有的患難。 

 「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fill up what is still lacking」耶穌基督降世受苦、受死所成就的救恩，乃是完全的，無人能夠加添一點。但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必須藉我們傳揚出去，方能使多人蒙恩而成為基督的身體，就是教會。而福音的傳揚須要我們付出代價：受辱、受苦，甚至殉道受死。我們乃是藉此一同有分於『耶穌的患難』（啟 1:9），因此，從這角度來看，我們為教會所受的苦，含有『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的意思。整個來說，『身體』的痛苦與不全，也是『頭』的痛苦與不全，這裏所講的缺欠，就是這一種的缺欠。 

 保羅借用當時希臘兒童在小學校念書的情形來描寫這件事。當時小孩子學作文，教師在紙上先寫句子的前一半，後一半讓小孩填上去，來完成一句句子。並非教師不會寫完該句子，乃是讓學童去學習造句，與老師一同完成之。因此保羅並非已經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滿」字會使人誤會，保羅只是填上未填之處；而缺欠並非虧欠或不足，乃是基督所留下來未填之字而已。 

 基督是基督是基督是基督是榮耀的主榮耀的主榮耀的主榮耀的主 

 

25「職分」原文就是管家（stewardship, 管理家中所有的僕人）。 「執事」的原文是指「僕人」，意思是隨時站著侍奉人的人。保羅以服事眾人來盡他管家的職分，也就是今天常說的『僕人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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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神的道理傳得全備」主工人的第一要務，不是處理教會行政，也不是社會關懷，而是傳講神的道。主的僕人傳講神的道，不可顧忌別人的反對，乃要『沒有一樣避諱不傳』(徒 20:27)。 

 

26「歷世」意指自從有時間以來；「歷代」意指自從有人類以來。隱藏在神裏面的奧秘，直到新約時代才啟示出來（弗 3:3-9）。 

 「奧秘…向他的聖徒顯明」奧秘一詞原為異端教訓（諾斯底派）流行的用語，指一些神秘的事物，只有一小撮特別有『智慧』的人才能知曉。保羅用來指從前隱藏在神心裏的事物，但如今已經藉著『啟示』（『揭開布幔』之意），把它「顯明」了，因此凡相信基督的聖徒都能夠知道。故本節的「奧秘」係指福音的內容及其本質，就是基督（參西 2:2)。 

 

27「這奧祕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基督的生命對於領受的人是無比的『豐富』；並且當這奧秘一顯明出來，真是無可言喻的『榮耀』。這奧秘的豐盛榮耀不僅在一個國家（特別是舊約時代的選民以色民）之中，乃是在列國（外邦人）中彰顯出來；或者說，這奧秘的豐盛榮耀，藉著在外邦人中所成就的效果，而完全彰顯出來。 

 「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裏成了有榮耀的盼望」說明了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秘的內容：神要基督住在世人的心裏、使人有榮耀的盼望。所謂「榮耀的盼望」，也就是一章四節所說的「存在天上的盼望」，與一章廿三節所說的「福音的盼望」。這榮耀的盼望與天上的盼望是從福音來的；神的福音不單解決我們過去的罪，給我們現在生活的力量，更帶給我們將來的盼望。因為基督在信徒的裏面是活的，是會長大、成形並彰顯的（弗 4:13,加 4:18,腓 1:20）。當他再來時，信徒的彰顯基督要達到極致，就是模成他的形像，並得榮耀（羅 8:29-30），因此基督是我們榮耀的盼望。 

 

28「傳揚」包括『勸戒』與『教導』，並要『用諸般的智慧』。「勸戒」是使之歸正，或使之不偏離正道；「教導」是解明真理。勸戒人須用智慧，不可出口傷人，令人灰心失望。講道也要用智慧，若不用智慧，講道就不能使人明白。雖然我們不用屬世的高言大智，但為要使人明白起見，不能不用相當的智慧。執事（包括牧師和教師）既然要負責用真理教導人，就必須先用功讀書。 

 「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這是傳揚基督所當達到的地步。意思是說，我們把各人呈獻給神的時候，各人是完全的。由此可見，傳道人的講道與基督徒的得以完全是不可分割的。 

 基督是基督是基督是基督是大能的主大能的主大能的主大能的主 

 

29「勞苦…盡心竭力 struggling」描述運動員在競技場上奮力爭勝，並且不到終點決不懈怠的情景。傳揚基督要作到「勞苦」與「盡心竭力」。主的道能廣傳，並不是件偶然的事，乃是神的僕人勞苦與盡心竭力廣傳福音的成果。試想主尚且工作勞苦得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傳福音的工作豈有不勞而獲的嗎？ 

 「他在我裏面運用的大能 his energy so powerfully works in me」單單靠自己的『盡心竭力』不能成功，我們仍然要靠基督的能力。 

 

從本段中可以看出基督是在那些方面作主？ 

我們今日為什麼能夠享受福音的好處？ 

傳道人的職分是什麼？講道教導的主題和內容應該是什麼？ 

我傳福音的時候是用「諸般的智慧」嗎？我究竟為了主擺上多少智力、體力呢？ 

我們彼此之間有勸戒和教導嗎？我們的問題在哪裡？ 

我在今天的查經中學到什麼？對我的靈命有什麼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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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合本 

15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16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他造的，又是為他造的。 

17 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 

18 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他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19 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他裏面居住。 

20 既然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21 你們從前與神隔絕，因著惡行，心裏與他為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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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只要你們在所信的道上恆心，根基穩固，堅定不移，不至被引動失去（原文是離開）福音的盼望。這福音就是你們所聽過的，也是傳與普天下萬人聽的（原文是凡受造的），我保羅也作了這福音的執事。 

24 現在我為你們受苦，倒覺歡樂；並且為基督的身體，就是為教會，要在我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25 我照神為你們所賜我的職分作了教會的執事，要把 神的道理傳得全備， 

26 這道理就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祕；但如今向他的聖徒顯明了。 

27 神願意叫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裏成了有榮耀的盼望。 

28 我們傳揚他，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29 我也為此勞苦，照著他在我裏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 

 

NIV NASB 
15He is th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 the firstborn over 

all creation.  

16For by him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things in heaven 

and on earth, visible and invisible, whether thrones or 

powers or rulers or authorities;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by 

him and for him.  

17He is before all things, and in him all things hold 

together.  

18And he is the head of the body, the church; he is the 

beginning and the firstborn from among the dead, so that 

in everything he might have the supremacy.  

19For God was pleased to have all his fullness dwell in 

him,  

20and through him to reconcile to himself all things, 

whether things on earth or things in heaven, by making 

peace through his blood, shed on the cross.  

21Once you were alienated from God and were enemies 

in your minds because of[a] your evil behavior.  

22But now he has reconciled you by Christ's physical 

body through death to present you holy in his sight, 

without blemish and free from accusation—  

23if you continue in your faith, established and firm, not 

moved from the hope held out in the gospel. This is the 

gospel that you heard and that has been proclaimed to 

every creature under heaven, and of which I, Paul, have 

become a servant. 

24Now I rejoice in what was suffered for you, and I fill 

up in my flesh what is still lacking in regard to Christ's 

afflictions, for the sake of his body, which is the church.  

25I have become its servant by the commission God gave 

me to present to you the word of God in its fullness—  

26the mystery that has been kept hidden for ages and 

generations, but is now disclosed to the saints.  

27To them God has chosen to make known among the 

Gentiles the glorious riches of this mystery, which is 

Christ in you, the hope of glory.  

15He is th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 the firstborn of all 

creation.  

16For by Him all things were created, both in the heavens 

and on earth, visible and invisible, whether thrones or 

dominions or rulers or authorities--all things have been 

created through Him and for Him.  

17He is before all things, and in Him all things hold together.  

18He is also head of the body, the church; and He is the 

beginning, the firstborn from the dead, so that He Himself 

will come to have first place in everything.  

19For it was the Father's good pleasure for all the fullness to 

dwell in Him,  

20and through Him to reconcile all things to Himself, having 

made peace through the blood of His cross; through Him, I 

say, whether things on earth or things in heaven.  

21And although you were formerly alienated and hostile in 

mind, engaged in evil deeds,  

22yet He has now reconciled you in His fleshly body through 

death, in order to present you before Him holy and blameless 

and beyond reproach--  

23if indeed you continue in the faith firmly established and 

steadfast, and not moved away from the hope of the gospel 

that you have heard, which was proclaimed in all creation 

under heaven, and of which I, Paul, was made a minister.  

24Now I rejoice in my sufferings for your sake, and in my 

flesh I do my share on behalf of His body, which is the 

church, in filling up what is lacking in Christ's afflictions.  

25Of this church I was made a minister according to the 

stewardship from God bestowed on me for your benefit, so 

that I might fully carry out the preaching of the word of God,  

26that is, the mystery which has been hidden from the past 

ages and generations, but has now been manifested to His 

saints,  

27to whom God willed to make known what is the riches of 

the glory of this mystery among the Gentiles, which is Christ 

in you, the hope of gl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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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We proclaim him, admonishing and teaching everyone 

with all wisdom, so that we may present everyone perfect 

in Christ.  

29To this end I labor, struggling with all his energy, 

which so powerfully works in me. 

28We proclaim Him, admonishing every man and teaching 

every man with all wisdom, so that we may present every 

man complete in Christ.  

29For this purpose also I labor, striving according to His 

power, which mightily works within 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