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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20-2021 (哥 1:1-23) 

聚會#7: 哥羅森書簡介、基督是萬有根源與終向 

CSB –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CCSS – Cath Commentary on Sacred Scriptures  

SN = Special notes  

NAB = New American Bible 

SK = 中文思高聖經   CCC=天主教教理  

A 哥羅森書簡介 

 

• 與保祿共事的厄帕夫辣先為哥羅森會眾傳福音。寫信時，

他與保祿和弟茂德同囚。哥羅森教會的組合和所在。寫信

地點可能是厄弗所。 
 

• 受「哲學」和「虛偽的妄言」困擾。所以此信特別著重耶

穌基督的普世性，「一切都是藉着他，並且是為了他而受

造的」，並著重領洗後在妙身内的屬靈生活。 

 

• 與若望 1，希 1和斐 2基督頌同屬聖三奥秘，基督學等神

學議題的珍貴聖經資料。 

 

• 作者 - 保祿和弟茂德，由後者書寫。學者懷疑，但有合

理解釋。 

 

• 基本訊息：基督統管天下萬物，教會在他內結合，他的救

恩是人得救的唯一所需。全信結構文體。 

CCSS 15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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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CCSS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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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0 

 

CCSS 183 

 

 

CCSS 155, 1:1, 

4:18 

 

CCSS155 

SN1 

 

B 今節大綱：致候、代禱、基督品位 

 

致候詞 (1:1-2)。祈禱時為哥羅森感謝主過去的恩賜(1:3-

8) ，也為哥羅森懇求 (1:9-14) 。詠基督的品位(1:15-20)。

藉基督與天主和好後，應聖潔，無瑕可指，在福音內堅定不

移(1:21-23) 。 

 

1:1-23 

 

 

 

 

 

C 致候和代禱 

 

• 「作基督耶穌宗徒的保祿」- 保祿常以宗徒自稱，他算是

宗徒嗎？ 
 

• 敘述代禱中在聖三内(vv 3,8)為哥羅森信徒的信望愛三德

而感謝主。特別提醒他們「那在天上給你們所存留的希

望」。他們所領受的福音，在他們那裏「不斷結果」，就

如在全世界上般。 
 

• 和弟茂德和厄帕夫辣一起，以「基督的忠信僕役」自居。 

1:1-14 

 

 
1:1, 2019-

20BSP#1SN2 

 
1:3-6, CCSS 

 

創 1:28, 格後 5:17, 

迦 5:22-23, 黙 22:2 

 
 
1:7, 2019-20BSP#9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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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為哥羅森「懇求天主使你們對他的旨意有充分的認識，

充滿各樣屬神的智慧和見識」。即給他們智慧去認識和活

出天主聖意，就像由葉瑟的樹幹所出的幼芽一般，充滿

「上主的神，智慧和聰敏的神，超見和剛毅的神，明達和

敬畏上主的神」。人這樣做定能讓天主「喜悅，在一切善

功上結出果實」。他們「含忍容受一切」而仍感「欣

然」，因感謝天主把他們「由黑暗的權勢下救出了…移置

在他愛子的國內」=>出埃及。 

 
1:9-14, CCSS  

 

 

依 1:1-2 

 

 

斐 4:4 

撒下 7:12-13 

 

D 基督是萬有根源與終向 

 

• 這宇宙觀的基督詠是此信的中心和高峰。保祿讓哥羅森信

眾，從個人層面上體驗了從基督而來的救贖恩寵後，再從

宇宙萬有的層面看他作為一切的元始與終結的超然地位。 

 

• 「他是不可見的天主的肖像」- 肖像是有形可見的，指降

生成人的聖子，像聖事般將天主彰顯。也指亞當的肖像，

被罪損壞後，現由新亞當將它恢復為完美的天主的肖像。 

 

• 「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 是首生，不是首先被造。聖

經首生子的重要性，在於這身份擁有法律上承繼父業權。

作為首生者，聖子擁有聖父的一切；萬物都在子内受造，

並頼他而生存。首生另一含義指耶穌首先從死者中復活。

保祿強調基督的超然至尊地位，是要讓哥羅森會眾不再跟

隨某些人教導的「哲學」和「敬拜天使的人」。 
 

• 「他又是身體──教會的頭」- 這經文從宇宙萬有的層面

看基督，也從同樣層面看教會，即普世性的教會。作為

「教會的頭」，基督和他的身體教會的關係是有機性的。

「他是元始」- 見小組討論。 

 

• 這經文清楚地將聖殿與耶穌混為一談->他的身體是新聖

殿，天主圓滿無缺地居在他內。 

 

• 「並藉着他使萬有…都與自己重歸於好，因着他十字架的

血立定了和平」- 要修和的是「萬有」，促成修和的是

「十字架的血」，修和的結果是「和平」；這一切能成就

是因天人中保基督。 

• 呼籲哥羅森教會從罪惡歸向基督後，在生活上將自己呈獻

天主，「成為聖潔、無瑕和無可指摘的」，本著望德，站

穩在「已傳與天下一切受造物」的福音上。 

1:15-23 

 

1:15-20 

CCSS172 

 

 

 

1:15a, CCSS, CSB 

 

 

 

1:15b-17, CCSS, 

CSB, 箴 8:22-31,

申 21:15-19 

 

 

2:8, 18 

 

 

1:18, CCSS 

弗 5:23 

2:19 

 

 

1:19, CCSS, 詠

68:17, 若 1:14, 路
2:49 

 

1:20, CCSS, 依
11:1-9  

SN2 

 

1: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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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Notes: 

 

1. The Chiastic Structure of Colossians: 

 

A Grace from Paul an apostle by the will of God (1:1-2) 

B Thanking God when praying for you to walk in wisdom (1:3-14) 

C The gospel preached to every creature under heaven (1:15-23) 

D We are admonishing and teaching every human in all wisdom (1:24-2:5) 

E Walk and live in Christ, with whom you have died and been raised (2:6-23) 

E’ You died and were raised with Christ from living as you once walked (3:1-7) 

D’ In all wisdom teaching and admonishing one another (3:8-16) 

C’ You have a master in heaven (3:17-4:1) 

B’ Pray for us in thanksgiving and walk in wisdom (4:2-6) 

A’ Full assurance in the will of God and grace from Paul (4:7-18) 

 

2. St. Augustine on Jesus Mediating for His Body – the Church 

 

We pray to him as God, he prays for us as a servant. In the first case he is the Creator, in 

the second a creature. Himself unchanged, he took to himself our created nature in order 

to change it, and made us one man with himself, head and body.  

(Source: CCSS 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