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SP9/1 
 

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20-2021 (哥 3:1-4:1) 

聚會#9: 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中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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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思念天上的事 

 

• 「你們既然與基督一同復活了，就該追求天上的事，在那

裏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邊」- 聖洗讓人跟隨主一同死去和

復活，並「使我們和他一同坐在天上」；故此「該思念 

天上的事，不該思念地上的事」。 

 

• 「你們的生命已與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內了」- 聖洗的尊貴

表示天主的光榮已隱藏我們内，日漸增強。當基督顯現

時，我們「也要與他一同出現在光榮之中」。 

 

• 「淫亂、不潔、邪情、惡慾和無異於偶像崇拜的貪婪」是

很多哥羅森教友領洗前的生活。犯這些罪的人「都不能承

繼天主的國」；重蹈覆轍的誘惑仍強，不能不警醒。「天

主的義怒」不是一種衝動或發洩。天主的公義像太陽般，

人若不正確地觀望或處理，肉眼自然受損害。同樣地，人

若拒絕天主的聖善，也自然地受損害。 

 

• 如耶穌時代的 Essenes團體，我們需要生活在類似屬靈團

體中，互相支持和鼓勵，以抵抗今天俗世錯誤價值觀的負

面影響。 

3:1-7 

 

3:1-2, CCSS 

 

弗 2:6 

SN1 

 

3:3-4, CCSS 

 

SN2 

 

3:5-7, CCSS, 

CSB, 格前 6:9-10 

 

 

 

 

 

CCSS 

 

 

 

B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中作主 

 

• 如領洗者脫去舊衣著，再穿上新和潔白的領洗袍，保祿提

醒已領洗的哥羅森會眾他們要脱除舊我的陋習和行為。特

別要戒絕的是「忿怒、暴戾、惡意、詬罵和出於你們口中

的穢言」。忿怒在道德上是中性的，本身不是罪；保祿在

3:6剛提及「天主的義怒」。但當忿怒引發出傷害性言行

時，人便犯罪。粗言穢語反影著人罔顧性是天主的恩賜，

是神聖尊貴的。更重要地，有諸於内形諸於外，外在的不

美善反影著人內心的邪惡。我們縱使「穿上了新人」，但

這新人仍在不斷更新中，漸漸地更肖似天主。 

 

• 眾人身份和背景雖不盡相同，這些分別在基督奧體內都被

超越，使所有人在主内結合為一體。教會是普世大家庭。 

3:8-16 

 

3:8-9, CCSS 

 

 

 

 

 

 

瑪 12:34-35 

 

 

 

3:11, CCSS, CSB,

迦 3: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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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中作主(…續上) 

 

• 基於愛德，「穿上憐憫的心腸、仁慈、謙卑、良善和含

忍…互相寬恕」便能「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中作

主」。這平安就是基督詠所說，藉基督使萬有「與自己重

歸於好，因着他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的平安。這用莫

大代價換來的和平，是我們與任何人相處時必需保持的。 

3:8-16 

 

3:12-16, CCSS 

 

 

1:20 

 

 

 

C 地上家庭的關係在天主家庭内展開 

 

• 「一切都該因主耶穌的名而作」 - 這段經文是本書

chiastic 結構中的第八部份，與 1:15-23相對，同樣著

重一切受造都是藉主基督，為了他，歸向他，在他内展

開，包括這段經文所關注的家庭關係。 

 

• 妻子應該服從，丈夫應該愛，「如在主內所當行的」。 

 

• 子女應聽從父母，父母不要讓子女灰心喪志，這是主所喜

悅的。 

 

• 奴隸事奉主人「是為主，而不是為人」；作主人的 

(kyroi)，「要以正義公平對待奴僕」，就如「你們在天

上也有一位主子」(Kyrios) 也以正義公平對待你們。縱

活在接受奴隸制度時代，保祿平等看待所有在主内的人，

他們都尊貴可愛。 

3:17-4:1 

 

3:17 CCSS 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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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19, CCSS, 弗

5:22-32，斐 2:1-4 

3:20-21, CCSS 

 

 

3:23-4:1, C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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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Notes: 

 

1. Seeking what is above = living more intensely below 

 

“Christians, on pilgrimage toward the heavenly city, should seek and think of these things 

which are above. This duty in no way decreases, rather it increa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obligation to work with all men in the building of a more human world. Indeed, the 

mystery of the Christian faith furnishes them with an excellent stimulant and aid to fulfill 

this duty more courageously and especially to uncover the full meaning of this activity, 

one which gives to human culture its eminent place in the integral vocation of man.” 

 

(Gaudium et Spes, Pastoral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on the Modern World, 57) 

 

2. St. Catherine of Siena to Blessed Raymond, her confessor: “Father, I cannot find 

anything in this world that can give you the smallest idea of what I have seen. Oh, if you 

could but see the beauty of a soul in the state of grace, you would sacrifice your life a 

thousand times for its salvation. I asked the angel who was with me what had made that 

soul so beautiful, and he answered me, ‘It is the image and likeness of God in that soul, 

and the divine grace that made it so beautiful’” (CCSS, p.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