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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肢体肢体肢体紧密相交的紧密相交的紧密相交的紧密相交的实践实践实践实践(西西西西 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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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你们要恒心专务于祷告，要在这上头用感谢心儆醒着。3同时也要为我们祷告，使上帝给我们开了话语之门可讲基督的奥秘, 我是为了这个被捆绑的，4好叫我按所应该讲的将奥秘阐明出来。5你们对于外人要用智慧行事，要争取时机。6你们的话要时常带着温雅的情调，像用盐调和而有味道，使你们晓得怎样回答各人。7我的一切景况、有亲爱的弟兄、在主里忠信的仆役和同做仆人的推基古、要报给你们知道。8我打发了他到你们那里去，特为的要让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形，并让他鼓励你们的心。9他和那位忠信亲爱的兄弟阿尼西母、你们那里的人、一同去；他们二人会把这里的一切事都报告给你们知道。10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和巴拿巴的表弟马可、给你们问安。论到马可、你们已经领受了嘱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要接待他。11称犹士都的耶数也给你们问安。在受过割礼的人之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上帝的国做我的同工；这种人做了我的慰藉。12你们那里的人、基督耶稣的仆人以巴弗、给你们问安；他在祷告中时常为你们奋斗，要叫你们站稳、做长大成熟的人，在上帝的一切旨意上有着坚确的信念。13我可以给他作见证，他为着你们、跟那些在老底嘉和希拉坡立

2
Continue steadfastly in prayer, being 

watchful in it with thanksgiving. 
3
At 

the same time, pray also for us, that 
God may open to us a door for the 
word, to declare the mystery of 
Christ, on account of which I am in 
prison—

4
that I may make it clear, 

which is how I ought to speak. 
5
Walk in wisdom toward outsiders, 

making the best use of the time. 
6
Let 

your speech always be gracious, 
seasoned with salt, so that you may 
know how you ought to answer each 
person. 
7
Tychicus will tell you all about my 

activities. He is a beloved brother 
and faithful minister and fellow 
servant in the Lord. 

8
I have sent him 

to you for this very purpose, that you 
may know how we are and that he 
may encourage your hearts, 

9
and with 

him Onesimus, our faithful and 
beloved brother, who is one of you. 
They will tell you of everything that 
has taken place here. 
10

Aristarchus my fellow prisoner 
greets you, and Mark the cousin of 
Barnabas (concerning whom you 
have received instructions—if he 
comes to you, welcome him), 

11
and 

Jesus who is called Justus. These are 
the only men of the circumcision 
among my fellow workers for the 
kingdom of God, and they have been 
a comfort to me. 

12
Epaphras, who is 

one of you, a servant of Christ Jesus, 
greets you, always struggling on your 
behalf in his prayers, that you may 
stand mature and fully assured in all 
the will of God. 

13
For I bear him 

witness that he has worked hard for 
you and for those in Laodicea and in 
Hierapolis. 

14
Luke the beloved 

physician greets you, as does Demas. 
15

Give my greetings to the brothers at 
Laodicea, and to Nympha and the 
church in her house. 

16
And when this 

letter has been read among you, have 
it also read in the church of the 
Laodiceans; and see that you also 
read the letter from Laodicea. 

17
And 

say to Archippus, “See that you 
fulfill the ministry that you have 
received in the Lord.” 

 
18

I, Paul, write this greeting with my 
own hand. Remember my chains. 

2
Pray diligently. Stay alert, with your eyes 

wide open in gratitude. 
3
Don’t forget to pray 

for us, that God will open doors for telling 
the mystery of Christ, even while I’m locked 
up in this jail. 

4
Pray that every time I open 

my mouth I’ll be able to make Christ plain 
as day to them. 
5
Use your heads as you live and work 

among outsiders. Don’t miss a trick.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6
Be gracious 

in your speech. The goal is to bring out the 
best in others in a conversation, not put them 
down, not cut them out. 
7
My good friend Tychicus will tell you all 

about me. He’s a trusted minister and 
companion in the service of the 
Master. 

8
I’ve sent him to you so that you 

would know how things are with us, and so 
he could encourage you in your faith. 

9
And 

I’ve sent Onesimus with him. Onesimus is 
one of you, and has become such a trusted 
and dear brother! Together they’ll bring you 
up-to-date on everything that has been going 
on here. 
10

Aristarchus, who is in jail here with me, 
sends greetings; also Mark, cousin of 
Barnabas (you received a letter regarding 
him; if he shows up, welcome him); 

11
and 

also Jesus, the one they call Justus. These 
are the only ones left from the old crowd 
who have stuck with me in working for 
God’s kingdom. Don’t think they haven’t 
been a big help! 
12

Epaphras, who is one of you, says hello. 
What a trooper he has been! He’s been 
tireless in his prayers for you, praying that 
you’ll stand firm, mature and confident in 
everything God wants you to do. 

13
I’ve 

watched him closely, and can report on how 
hard he has worked for you and for those in 
Laodicea and Hierapolis. 
14

Luke, good friend and physician, and 
Demas both send greetings. 
15

Say hello to our friends in Laodicea; also 
to Nympha and the church that meets in her 
house. 
16

After this letter has been read to you, make 
sure it gets read also in Laodicea. And get 
the letter that went to Laodicea and have it 
read to you. 
17

And, oh, yes, tell Archippus, "Do your best 
in the job you received from the Master. Do 
your very best." 
18

I’m signing off in my own handwriting-
Paul. Remember to pray for me in this j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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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是有着很多劳苦的。14亲爱的路加医生和底马给你们问安。15请给在老底嘉的弟兄和甯法、跟聚集在她家的教会、问安。16这书信在你们中间宣读完了之后、要设法在老底嘉教会中也宣读；并设法让你们也宣读从老底嘉转来的我那书信。17你们要对亚基布说∶「对你在主里所领受的服役职分、你务要谨慎，好尽那职。」18我保罗亲手写的问安∶「你们要惦念着我的受捆锁。愿恩惠与你们同在！」 

Grace be with you. Grace be with you. 

分段分段分段分段﹕﹕﹕﹕ 
• 要恒切祷告并为保罗代求要恒切祷告并为保罗代求要恒切祷告并为保罗代求要恒切祷告并为保罗代求(4:2-4) 

• 要把握时机广传福音要把握时机广传福音要把握时机广传福音要把握时机广传福音(4:5-6) 

• 同心同工肢体紧密连接同心同工肢体紧密连接同心同工肢体紧密连接同心同工肢体紧密连接(4:7-9) 

• 彼此问候关怀彼此问候关怀彼此问候关怀彼此问候关怀(4:10-15) 

• 彼此教导互相提醒彼此教导互相提醒彼此教导互相提醒彼此教导互相提醒(4:16-17) 

• 保罗亲笔问安及代求保罗亲笔问安及代求保罗亲笔问安及代求保罗亲笔问安及代求(4:18) 

观察观察观察观察、、、、解釋解釋解釋解釋及及及及应用应用应用应用﹕﹕﹕﹕ 
要恒切祷告要恒切祷告要恒切祷告要恒切祷告并并并并为保罗为保罗为保罗为保罗代求代求代求代求(4:2-4) 

2你们要恒切祷告，在祷告中警醒感恩。3同时，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
奥秘，4使我能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显明出来，我为此而被捆锁。 

「你们要恒切祷告」指祷告的心态。不祷告当然不讨神喜悦，祷告无心也不讨神喜悦。能参加祷告会比
不参加当然好。但参加祷告会好像例行公事，没有把心投入与不参加差不了多少。「恒切」不只是继续
不断，也热切的投入，甘心愿意与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专心一意在隐秘处与神单独的灵交，把神放在
第一位而放弃其他的一切。 

恒切祷告的两个要素就是警醒与感恩。警醒是有个敏锐的心，一有动静马上产生回应。有如此警醒的心
在生活中必定领受体会到许许多多神所赐与的恩惠怜悯，所以献上感恩也是经常不断的。警醒是松懈疲
惫的反义字，在疲惫松懈的时候，警醒就不可能。生活太安逸时，要警醒也不是一件易事。当一个人十
分警醒时，经常察觉到那么不配的自己怎么会从神得到那么丰富的礼物！因此感谢的心是由衷发出的。 

保罗也给他们一项恒切祷告的内容，为他传福音事工能够继续不断进行代祷。属灵的争战是长期性的，
只有恒切祷告，靠着圣灵的提醒才能经常打胜仗。保罗的事工需要许多伙伴的支持。因着他们的代祷，
他们也成为保罗的属灵伙伴，在福音的战场上是与保罗一起作战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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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奥秘」指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福音就是传讲基督，作门徒就是跟从基督，得荣耀就是基督
再来。除非自己非常清楚认识基督，不然宣讲基督的奥秘只会造成听者的困惑。就是使徒保罗也非常谨
慎，要歌罗西教会成员为他能精确地把基督的奥秘清晰地传达出来代祷。这不是一件易事，能深入浅
出、让人听进去消化吸收。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自己有没有恒切祷告？次数上，平均多久祷告一次？有没有请其他弟兄姊妹为你代祷？代祷的内容
是什么？讨神喜悦吗？参与教会的祷告事工吗？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如果还没有常常祷告，请操练恒切祷告。如果还没有参加教会周三晚上的祷告会，请开始参加。 

要要要要把握时机把握时机把握时机把握时机广广广广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4:5-6) 

5你们要把握时机，用智慧与外人来往。6你们的言谈要时常带着温和，好像用盐调味，让你们知道该怎样
应对每一个人。 

「外人」指未信主的人。所有基督徒都要好好抓住每一个机会与未信的亲朋好友传讲耶稣。基督徒自己
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体会、见証是最有效传福音的武器。好的生活见証带领人接受耶稣的可能性比布道家
布道大得多。生活上的见証要注意许多细节，如谈吐方面要让人觉得你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而受欢迎。
就好像吃的食物加上一点盐后就好吃多了一样。与未信的人传福音让他有兴趣、愿意好好地听就是好的
开始，成功的一半。此外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破冰切入也因人而异。要针对对象的兴趣、口味有概
略性的了解，找到最有效的切入点，传福音的果效才更有力。「用盐调和」就是让所传的福音有味道，
而不是死板板沉闷的说教，有内容，能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这要有事先的准备，包括所要讲的话都在
事前好好操练过。在实际上表达时，就圆滑平顺自然的流露。 

身为基督徒如果身边未信的人越来越少，传福音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所以基督徒要提醒自己多多认识自
己的邻居、同事、社交圈子的广阔。此外，当自己与未信的朋友相处时，属灵上的警觉性要特别提高。
当清楚知道这是属灵的争战，因为撒旦不愿意未信的人成为基督徒。要知道领人归主的机会十分难得，
所以紧紧抓住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你知不知道你未信朋友心中有什么烦恼？生活有些什么喜好？自己传福音有些什么经验可以与其他
的弟兄姊妹分享？你在吃方面，什么是你的嗜好？怎么能够与传福音连接？你传福音时，听的人会不会
很有兴趣？你觉得怎么样的生活是有智慧的生活？需不需要有计划、有准备？有没有受过传福音、讲见
証的训练？你有没有一位非常会讲鼓励、勉励人话语的朋友？他/她其他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令你特别喜
欢与他/她在一起？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先准备好一个能感动人的见証，先讲给你的好朋友听一下，让对方给你一些改进的建议。下次遇到
机会时就可以流畅的说给未信的朋友听。 

同心同心同心同心同工同工同工同工肢体紧密连接肢体紧密连接肢体紧密连接肢体紧密连接(4:7-9) 

7推基古是我亲爱的弟兄，忠心的仆役，和我一同作主的仆人；他要把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8我特意打
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让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况，又让他安慰你们的心。9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弟兄阿
尼西谋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会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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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基古是以弗所人，是在保罗第三次旅游布道时加入布道团与保罗一同传福音。他很可能是把这封书信
带到歌罗西教会的送信人，他也为保罗送信给以弗所教会(弗 6:21)。保罗称推基古是他「亲爱的弟兄」
也就是把他当成家人一样。这是值得我们警醒的，我们是不是把与自己一起服事的同工当作亲爱的弟兄
姊妹？无所不谈？他对推基古的认可是「忠心的仆役」愿意好好办全主的交托、专心完成保罗的吩咐。
当我们信主后我们都是主的「仆人」，一切受主差遣去做。 

一个荣耀主的教会必须要有许多的仆人，当日教会必然相当关怀主工人的情况，因此使徒保罗不只写信
教导歌罗西教会，并且又差人去告诉教会有关他一切的事，把他们亲密地与被差遣出去的工人连接在一
起。这是对今日教会的提醒。今日教会同心合意的配搭事奉十分不容易，同工们各有自己的看法与意
见，并且经常坚持自己的看法。一个好的属灵领袖能带领整个的同工团队有清楚的目标方向，大家分工
合作朝着同一个方向迈进，彼此之间的默契就自然地被建立起来。 

保罗怕歌罗西教会为他在罗马被关在监狱的难处而灰心，所以特意打发同工推基古去安慰、鼓励他们。
这是牧者心肠，放下自己的处境难处而去关心所牧养的羊群。他给教会的安慰与勉励带给他们好的兴奋
剂。他知道如何勉励所牧养的羊群，使徒们收到信息后得到振奋。除了推基古外，保罗还差遣另外一位
同工阿尼西母同去。阿尼西母，意思是有益处的，是从歌罗西那边过来的。他原来是一个奴隶，是歌罗
西教会中信徒腓利门家里的仆人，曾背着主人潜逃，在罗马遇见保罗，因保罗所传福音而得救。保罗趁
此机会送他回去，要腓利门接纳并原谅阿尼西母(门 8-19)。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在事奉上，你有没有亲爱的同工？如果没有，为什么？你是不是主的仆人？怎么样的人可以作主的
仆人？如果你在教会或团契参与事奉，你是不是经常与其他同工或弟兄姊妹分享你工作的点滴与感想？
让别人为你代祷时有更丰富的材料。你觉得你所参与的团契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度是不是很高？有什么方
面可以改进的？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请给你所参与的团契一项可以增加彼此间感情联系的建议，让团契成员间的关系更紧密。 

保罗同工团队的问候保罗同工团队的问候保罗同工团队的问候保罗同工团队的问候(4:10-15) 

10与我一同坐牢的亚里达古问候你们。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候你们。关于他，你们已经得到指示；他若
到你们那里，你们要接待他。11称为犹士都的耶数也问候你们。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
与我作同工的，也是使我心里得安慰的。12有一位你们那里的人，作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候你们。他
祷告的时候常为你们竭力祈求，愿你们能站稳而成熟，充分确信神一切的旨意。13他为你们、老底嘉和希
拉坡里的弟兄多多劳苦，这是我可以为他作见证的。14亲爱的医生路加和底马问候你们。15请问候老底嘉
的弟兄以及宁法，和她家里的教会。 

亚里达古，意思是管理能手，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同工 (徒 20:4)，是保罗第三次旅游布道时的伙伴(徒
19:29; 20:4; 27:2)。在这里，保罗替马可 (有礼貌的) 问安有特别的意思。马可在保罗第一次旅游布道时，
因为受不了布道的辛劳而半途就放弃了(徒 13:5, 13)。当时保罗不肯再给马可机会而与巴拿巴 (劝慰之子) 

产生了剧烈的争议 (徒 15:36-41)。后来分手后，巴拿巴继续造就鼓励马可而改变了马可，使得他成为神
所使用的工人。 保罗这时 (与巴拿巴分手19年后) 也显出作属灵领袖的宽宏大量。不但接纳了马可，并成
为保罗所重用得力的助手(提后 4：11)。保罗的事奉是以主耶稣为中心的事奉，所以他可以放下自己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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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中学习到该改进的功课。马可后来把彼得跟随主耶稣的事迹代表彼得而写了马可福音。彼得是个没有
学问的渔夫，所以需要有人代写。 

犹士都是公正的意思，耶数则是救主的意思与耶稣同音。「奉割礼的人」是指犹太人。因为使徒保罗是
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有许多非犹太人的同工。只有亚里达古、马可、耶数等三位信主的犹太
人，甘愿与保罗同在外邦人中间「为神的国与我一同作工」。 

以巴弗是歌罗西教会里面一位热爱传福音的神的仆人(西 1:7)。他专心一意地事奉主，挂念弟兄姊妹们属
灵的长进和他们对神旨意的信心。他也关心附近各地教会的光景，也是保罗所重用一位代祷的勇士。 

路加是光亮的意思，而底马则是人民的意思。路加大概是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途中开始与保罗同工(徒
16:8-10)，从此就一直跟随保罗，并伴随他赴罗马(徒 28:14)。底马原是保罗的同工(门 24)，后来因贪爱
世界而离弃了保罗(提后 4:10)。 

歌罗西、老底嘉和希拉波立三个城刚好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一天之内可以完成绕行一圈。这三个地方
的教会来往密切，彼此之间互动的关系十分好。 

宁法可能是老底嘉教会中一位富有的姊妹。她经常开放自己的家庭作聚会之用，是家庭教会的领袖。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自己对团契中其他的弟兄姊妹关不关心？你怎么表达你的关心？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一起多多代祷？ 

彼此教导互相提醒彼此教导互相提醒彼此教导互相提醒彼此教导互相提醒(4:16-17) 

16你们宣读了这书信，也要交给老底嘉的教会宣读；你们也要宣读从老底嘉转来的书信。17你们要对亚基
布说：“务要完成你从主所领受的职分。” 
「宣读」是对神话语的重视。保罗本身有非常浓厚犹太教的背景，对旧约圣经在犹太会堂被朗诵的经验
十分清楚。他把神亲自教导他的话语不但传授给歌罗西教会的成员，他要他们把他的书信也传递给老底
嘉的教会去宣读、受教、遵行。同时，他也要老底嘉教会把他们收到的书信传递给歌罗西教会宣读、受
教、遵行。老底嘉教会所收到的书信是指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有些手抄本并没有在以弗所这些字
眼，而是给众教会的一封公开信。此外以弗所书中并没有提到以弗所教会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所以更提
高这封书信是公开性书信的可能性。 

当时圣经还没有完成，不像现在我们有圣经那么方便。所以当时保罗所写的书信经常在附近的教会继续
的传阅、在聚会中被颂读。此外我们也可以略略体会到当时教会对神话语的渴慕。 

亚基布是马夫的意思，他极可能是腓利门的儿子(门 2)。大概是以巴弗滞留在罗马期间，把牧养歌罗西教
会的重任，交托给亚基布，因此保罗嘱咐他小心谨慎，不要让异端教训迷惑教会的成员。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自己对读圣经热不热心？有没有与属灵伙伴一起分享神的话？你所参与的事奉，有受到挫折的经历
吗？怎么能重新站立得稳？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再度订定一个你可以长期进行的读经计划而开始每天灵修。 

保罗亲笔问安保罗亲笔问安保罗亲笔问安保罗亲笔问安及代求及代求及代求及代求(4:18) 

18我—保罗亲笔问候你们。要记念我在捆锁中。愿恩惠与你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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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罗亲笔问候你们」显示出保罗对歌罗西教会真心的关爱。保罗那时自己亲笔写信已经相当地困难
(参加 6:11; 罗16:22; 帖后3:17)， 所以多半是请别的同工代笔，而他自己作最后的签名。这里提到「要记念
我在捆锁中」显示出他那时没有完全自由的身份，所以需要弟兄姊妹们的代祷。让他能够自由自在的传
福音给周遭还没有听过福音的朋友们。「愿恩惠与你们同在！」指神的恩惠经常在他们生活不同的层面
中彰显出来，作神美好的见证人。 

思考思考思考思考﹕自己对关怀的事工有没有积极的参与？你是受什么捆绑而没有积极地传福音？你最常向别人问安的
话是什么？是不是真心从内心发出的代求？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对一位有需要的团契成员真诚地代祷，愿神的恩惠、怜悯、平安触摸到这位肢体而产生正面积极性
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