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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羅西歌羅西歌羅西歌羅西書書書書研讀研讀研讀研讀  

 
目的：  

1. 了解歌羅西書的最要脈絡和要旨。 

2. 反思歌羅西書對今日信徒的教導。 

3. 鼓勵學員找出個人需要學習和更新的地方。 

 
簡介： 歌羅西書是一封流傳於初代教會的牧函，也是在聚會中朗讀的公開信。信裡面要回答的，正是當假教師和假先知在教會製造

問題時，應該分辨什麼是應該遵循的正統信仰？什麼是穿鑿附會的花言巧語？ 

因此，書中主題，除了要正確地解釋「基督」的本質及其拯救的事工，以呼籲信徒持守正統的信仰之外；也要求他們在日常

生活中，把正確的信仰活出來。因為正確的信仰，必須轉化為正確的行動。 

 
對象： 主日學的「進階課程」為已有穩定教會生活信徒而設，課程注重應用與個人實踐。 

 

時間： 逢主日早上九時半至十時四十五分 

 
功課：  

• 請盡快讀畢歌羅西書一次。 

• 在課堂前仔細重讀那週的經文。 

• 建立學習夥伴，每星期於課堂以外分享得著、學習應用、互相代禱。 

• 「經文反省」或「生命宣言」（不少於 400 字）： 

� 選擇一：輪流分擔課堂前五分鐘的「經文反省」，或 

� 選擇二：於課程完結（八月三十一日）前，將「經文反省」提交老師，或 

� 選擇三：本於歌羅西書的討論，寫下屬於你的「生命宣言」（參附錄），並於課程完結前，提交老師。 

參考資料： 

• 賴特，《丁道爾新約註釋——歌羅西書、腓立門書》，台灣：校園，1994 

 

其他資料： 

 每週的筆記及延伸閱讀可從網上下載： 

 http://edmund.becoming.ca/category/faith/colossians/ 

歌羅西書大綱及教學流程 

Jul  06 0. 歌羅西書—全書綜覽 

1. 開頭的問安（1.1-2） 

1.1-2 

2. 介紹保羅及他的主題（1.3-2.5） 

2.1. 感恩（1.3-8） 

2.2. 禱告與默想（1.9-23） 

Jul 13 

2.2.1. 保羅的禱告：對神的認識（1.9-12a） 

1.3-12a 

2.2.2. 感恩的原由（1.12b-23） 

2.2.2.1. 新出埃及（1.12b-14） 

2.2.2.2. 創造及在基督裡的新創造（1.15-20） 

Jul 20 

2.2.2.3. 歌羅西的新創造（1.21-23） 

1.12b-23 

2.3. 保羅的事奉及寫信的原由（1.24-2.5） 

2.3.1. 保羅在基督裡的事奉（1.24-29） 

Jul 27 

2.3.2. 保羅對歌羅西人的事奉（2.1-5） 

1.24-2.5 
 

3. 對基督徒成熟的請求（2.6-4.6） 

3.1. 導言：在基督裡持續（2.6-7） 

3.2. 莫讓任何人排除你們（2.8-23） 

3.2.1. 在基督裡已得完全（2.8-15） 

3.2.1.1. 基督與祂的對手（2.8-10） 

3.2.1.2. 在基督裡已受割禮（2.11-12） 

Aug 03 

3.2.1.3. 已從律法的吩咐中得自由（2.13-15） 

2.6-15 
 

3.2.2. 因此，不要順從猶太規條（2.16-23） 

3.2.2.1. 這些事物只不過為基督的新世代預備（2.16-19） 

3.2.2.2. 你們與基督同向這世界及其規條死了（2.20-23） 

3.3. 相反的，要與新世代配合生活（3.1-4.6） 

Aug 10 

3.3.1. 活在基督，復活的主裡（3.1-4） 

2.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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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依神的形像，更新知識及生命（3.5-11） Aug 17 

3.3.3. 凡事都奉主耶穌的名而行（3.12-17） 

3.5-17 
 

3.3.4. 新生命——在家裡（3.18-4.1） Aug 24 

3.3.5. 新生命——在世上（4.2-6） 

3.18-4.6 
 

4. 末了的問安（4.7-18） 

4.1. 介紹捎信人（4.7-9） 

4.2. 保羅同伴的問安（4.10-14） 

4.3. 問候歌羅西一帶的基督徒（4.15-17） 

Aug 31 

4.4. 使徒的簽名（4.18） 

4.7-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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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生命宣言」舉例 

 

例子 1： 

 

我的人生使命是要以短暫的一生去經驗神的豐富，天天以基督的死來活出基督的生，叫許多人的生命得著建立，完成主交託的

大使命！ 

 
在事奉上，我盼望建立一以宣教為導向的小組教會，並將牧養、宣教、工人訓練、社會服務、大眾傳播…..等結合在一起，裝備

訓練大量有品質的基督門徒，使教會在本地及海外對時代各個層面有一強大的影響力，進而導正時代潮流，框正人的價值觀，

引導大批人潮歸正，信靠高舉基督！ 

 
達成人生宣言的重要角色 

1. 丈夫丈夫丈夫丈夫——太太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我要與她保持親密的溝通，常常扶持她、肯定她、珍惜她和發揮她，一齊同甘

共苦，向著標竿直跑。  

2. 父親父親父親父親——我要幫助女兒活得喜樂滿足，有健康的自我觀，建立與基督直接的關係，並在人生大小事情上按照基督徒的

價值觀來作出取捨。  

3. 牧者牧者牧者牧者——我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 

4. 市民市民市民市民——熱愛【所屬國家、地區】，關心時事，樂於履行公民責任，在現行崗位中服事台中。  

5. 鄰舍鄰舍鄰舍鄰舍——我要發揮睦鄰精神，盡量伸出援手，在所住的社區中結合教會的力量，展現基督愛的精神。  

6. 教會的連結者教會的連結者教會的連結者教會的連結者——我要運用神賞賜的資源，盡力協助【所屬地區】的教會牧者，改變生命、進入小組運作、更有效的

建立剛強的教會，在合一合作下，更有效的讓【所屬地區】歸主。  

7. 鼓舞人心者鼓舞人心者鼓舞人心者鼓舞人心者 —— 將歡樂和盼望帶給人，讓人從我的眼神中看到自己的美麗；從我的聲音裡聽出自己的可愛；因我對他

的態度，變得更自尊和自信。 

 

例子 2： 

 
我願以一生的努力，達成以下目標： 

在神眼中， 

我是一個忠心的僕人﹔ 

在太太心中， 

我是一個既剛強又溫柔的丈夫﹔ 

在兒女心目中， 

我是一個既公義又慈愛的爸爸﹔ 

在父親心目中， 

我是一個令他放心的兒子﹔ 

在朋友心目中， 

我是一個誠實可靠的朋友﹔ 

在同事心目中， 

我是一個追求卓越、又願意幫助別人成功的伙伴。 

為達到以上目標，我需要持守以下的原則： 

行事為人以聖經教導為標準； 

保持簡樸生活，量入為出； 

定下時間表，行事前要有計劃； 

經常運動，保持身體健康。 

 

例子 3： 

I am a part of the fellowship of the unashamed. 
I have Holy Spirit Power. 
The die has been cast. 

I have stepped over the line. 
I am His disciple 

 
I won't look back, let up, slow down, back away or be still. 

 
My past is redeemed. My present makes sense. My future is secure. 

I'm done with low living, sight walking, small planning, smooth knees, colorless dreams,  
worldly talking, cheap living and dwarfed goals. 

 
I no longer need preeminence, position, promotions, or popularity. 

I don't have to be right or first, recognized, praised, regarded or rewa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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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ow live by faith. 
 

I lean on His presence, walk by patience, lift by prayer and labor by His power. 
 

My face is set, my gait is fast, my goal is Heaven, my road is narrow,  
my way is rough, my companions are few, my guide reliable, my mission is clear. 

 
I cannot be bought, compromised, detoured, lured away, turned back, deluded or delayed. 

 
I will not flinch in the face of sacrifice, hesitat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adversary, 

negotiate at the table of the enemy, ponder at the pool of popularity 
or meander in the maze of mediocrity. 

 
I won't give up, shut up, let up until 

I have stayed up, stored up, prayed up, paid up, and preached up for the cause of Christ. 
 

I am a disciple of Jesus. 
I must go till He comes, give till I drop, preach till He stops me, preach till all know and work till He stops me. 

 
And when He comes for His own 

He will have no problem recognizing me. 
My banner is cl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