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出基督榮美的⽣活

認識基督是我們的救主（新造的⼈）

經歷基督是我們的⼀切（豐盛⽣命）

跟隨基督過我們的⼀⽣（得勝⽣活）

為主⽽活结果⼦榮耀神（活祭事奉）

標竿直奔天上榮美家鄉（同得榮耀）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	

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	
	

你們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西	3:1-4)	

基督一同復活	

過去 

現在 

將來 



⼀同復活就能活出基督的⽣命

要思念上面的事直到進⼊榮耀
因為現在活著的已經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為我舍⼰在我里面活
在各處顯揚因認識基督的香氣

已成為蝴蝶不可能再變成⽑蟲
不再爬⾏巳可以離地自由⾶翔
所以不要再被地上的事所捆綁

靠祂復活⼤能⾶躍屬地的吸引



更新變化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	
	

既然蒙召，	
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弗	4:1-3)	

「所以」 



更新變化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

既然蒙召

外面:  ⾏事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裏面: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彼此:  用愛⼼互相寬容

�   用和平彼此聯絡

全體:  竭⼒保守聖靈所賜合⽽為⼀的⼼

「所以」 

目的：在愛中建立基督的身體 



「既然」 「因為」已經.......

「所以」不要.....只要.......

「既然」我們都是蒙召的⼈

「因為」基督復活賜下恩賜

「所以」我們不可繼續犯罪

「所以」我們要不住的更新

「所以」要活出聖靈的新樣



不再爬⾏ 



可以自由⾶翔



基督，是我們的⽣命，我們的⼀切

⼈若不重⽣、就絕對無法真正理解

基督是我們的⽣命、是個關鍵真理

基督，我們的⽣命、我們因祂得⽣

基督，我們的⽣命、我們靠祂⽽活

保羅以此真理、堅固歌羅西的聖徒



⼆、⼆個歸納「所以」

三、三個「與他⼀同」

⼀、⼀個「新的合⼀」

西 3: 1-11



⼀、⼀個嶄新的「合⼀」 

在此 (基督耶穌裡) 並不分

�民族上:希利尼⼈，猶太⼈，

�宗教上: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

�⽂化上:化外⼈，西古提⼈，

�地位上:為奴的，自主的，

在此並不分希利尼⼈，猶太⼈，受割禮的，未受割
禮的，化外⼈，西古提⼈，為奴的，自主的(西 3:11)

惟有基督是包括⼀切，又住在各⼈之內 



若有⼈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林後 5:17)

⽽且以自⼰的身體， (在⼗字架上)廢掉冤仇…。

為要將兩下，藉著自⼰造成⼀個新⼈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與神和好了。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

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裡的⼈了。
(弗 2:15-19)

⼀個嶄新的合⼀ 



我是真葡萄樹，我⽗是培植的⼈

凡属我不结果⼦的枝⼦、他就剪去．
凡结果⼦的、他就修理⼲净、

使枝⼦结果⼦更多 。   

现在你们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 
你們要住在我裡面，我也就住在你們裡面。

枝⼦若不住在葡萄樹上，
自⼰就不能結果⼦；

你們若不住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约 15: 1-4)

我是真葡萄樹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
住在我裡面的，我也住在他裡面，

这⼈就多结果⼦
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 

⼈若不住在我裡面，就像枝⼦丟在外面枯乾了，
⼈拾起來，扔在⽕裡燒掉了。

 

你們若住在我裡面，我的話也住在你們裡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 

你们多结果⼦
我⽗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约⼗五 5-8)

多结果⼦的枝⼦



我們「是或不是」基督門徒

枝⼦「在或不在」葡萄樹上

我們「常或不常」住在主裏

我們「能或不能」多結果⼦

我們「求或不求」衪的幫助

我們「真或不真」切實相愛

我們「有或沒有」榮耀歸神

活出基督 : 住在主裏、約翰的秘訣

住在主裏 



⼆、兩個歸納的「所以」

    1.「所以」:

你們若真與基督⼀同復活，

就當求在上面的事。

2.「所以」:

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5件)
要棄絕這⼀切的事(5件)
不要彼此說謊
要脫去舊⼈穿上新⼈

認識基督

活出基督



承接歌羅西書前兩章真理的教導

要引進下兩章真理在⽣活的實踐

特別指對諾斯底異端帶進的異端

和猶太主義愛⾊尼派的苦修小學

以嚴謹的基督論作為教護的核⼼

以活出基督的⽣命為有效的回應

使純正福音勝過異端攪擾⽽傳開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同復活，
就當求在上面的事。

那裡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
你們的⽣命與基督⼀同藏在神裡面。

基督是我們的⽣命，他顯現的時候，
你們也要與他⼀同顯現在榮耀裡。 (3:1-4)

第⼀個「所以」
與基督⼀同



1).「所以」要認識「基督所是的」真理

2).「所以」要信靠「基督所作的」救恩

1.第⼀個「所以」- 認識基督



愛⼦是那不能看見之神的像

是首⽣的，在⼀切被造的先。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

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立。

1).「所以」要認識「基督所是的」真理

(西 1 & 2)

他們真知道神的奧秘，就是基督

因為神本性⼀切的豐盛，
�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裡面

他是各樣執政掌權者的元首。

基督論





他顯現的時候，你們也要與他⼀同顯現在榮耀裡

就是基督在你們(外邦⼈)⼼裡
成了﹝有﹞榮耀的盼望。

(西 1 & 2)

我們在愛⼦裡得蒙救贖，罪過得以赦免

藉著他在⼗字架上所流的⾎，成就了和平

2).「所以」要信靠「基督所作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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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他裡面，也受了不是⼈⼿所⾏的割禮，
乃是基督使你們脫去⾁體﹝情慾﹞的割禮。

基督論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 (5件)

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
和貪婪，貪婪就與拜偶像⼀樣

 

因這些事，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 
當你們在這些事中活著的時候也曾這樣⾏過 

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切的事 (5件)
以及惱恨，忿怒，惡毒《陰毒》

毀謗並⼝中污穢的⾔語
不要彼此說謊 (5-9) 

2. 第⼆個「所以」- 活出基督
活出基督



因你們已經脫去舊⼈和舊⼈的⾏為， 
穿上了新⼈。

這新⼈在知識上漸漸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在此並不分希利尼⼈，猶太⼈，
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

化外⼈，西古提⼈，
為奴的，自主的，

惟有基督是包括⼀切，
又住在各⼈之內。

(西 3:5-11) 



a).消極⽅面
a.  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 (邪情私慾)
b.  要棄絕這⼀切的事 (天然⾁體)
c.  不要彼此說謊 (除去虛謊)
d.  要脫去舊⼈

b).積極⽅面
a.  ⼼志改換⼀新
b.  穿上新⼈
c.  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活出基督
第⼆個「所以」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就要
存《穿》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

 

倘若這⼈與那⼈有嫌隙，
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

在這⼀切之外，要存著愛⼼。
愛⼼就是聯絡全德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裡作主。

且要存感謝的⼼。
(西 3:12-15)

⼗全⼗美的新衣



所以： � � �七件 “要”注意的事：

Ø  “就要”存（原⽂作穿上）怜悯，恩慈，

谦虚，温柔，忍耐的⼼。

Ø  “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彼此有嫌
隙之时。

Ø  “也要”怎样饶恕⼈

Ø  “[更]要”存着爱⼼

Ø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里作主

Ø  “且要”存感谢的⼼

Ø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

 (3:12-17 )



    主怎样…� �  我们也要怎样…

�饶恕我们 � � �彼此饶恕

�爱我们 � � �彼此相爱

�为我们洗脚 � �彼此洗脚

�为我们舍命 � �为弟兄舍命 

3: 12-17 



三、三個與主「與他⼀同」的保證

1.過去已成就:
(已經同死、也已) 「與基督⼀同復活」

2.現在成長中:  (In the Process)
你們的⽣命「與基督⼀同藏在神裡面」

3.將來必成就:
他顯現的時候，
你們也要「與他⼀同顯現在榮耀裡」

Already

But

Not Yet



過去的「事實」：我們已經死了	
	

現在的「要求」：當求上面的事�
�

未來的「提醒」：祂的榮耀顯現	

已經復活得勝的基督:有基督坐在神的右邊	
�

現今住在心中的基督: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

將來得國再來的基督:一同要顯現在榮耀裡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基督是我們的⼀切 （西3:1-15）

與主⼀同復活⼀同坐在天上
就當思念上面的事同奔天路
靠著聖靈棄絕惡⾏治死惡欲
⼼意更新脫去舊⼈穿上新⼈
基督是⼀切我們的聖潔救贖

就當認定基督向著標竿直跑
效法基督與主同活活出基督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卻要

1.  在⾄聖的真道上造就自⼰

2.  在聖靈裡禱告

3.  保守自⼰常在神的愛中

4.  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
猶 3, 20-21

要為從前⼀次交付聖徒的真道
竭⼒的爭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