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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落实信仰的落实((上上))
歌罗西书歌罗西书：三1~17

1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

有基 坐在 神 右那里有基督坐在 神的右边。

2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3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 神里面。3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 同藏在 神里面。

4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5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

6因这些事， 神的忿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7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

8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8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 切的事，

以及恼恨、忿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9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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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11在此并不分希腊人 犹太人 受割礼的 未受割礼的11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

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

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

12所以，你们既是 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13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 总要彼此包容 彼此饶恕13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14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在 外，要 着爱 ，爱 是 德 。

15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

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16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 神。

17无论做甚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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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无论做甚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 神。

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
是教导一切经历基督复活的所有的信徒 要经常思念上面的事 求上面的事是教导 切经历基督复活的所有的信徒，要经常思念上面的事、求上面的事。

「求上面的事」是一个心态，对属上帝的事情的渴慕而产生一种祈求
「思念上面的事」是指在理性上聚焦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于是就更多的思考
这两方面都表达出对真理、对属灵的事情一种持续的行动，

不只是理性更是行动，所以应该常常如此，这个就是这段经文所教的。

那么与天上的事相反的当然就是地上的事了那么与天上的事相反的当然就是地上的事了，
所以要了解天上的事是什么呢？先从了解地上的事开始，也是很正确的方法…

3-6 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3 6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 同藏在上帝里面。
基督是你们的生命，祂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祂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
因为这些是上帝的忿怒 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因为这些是上帝的忿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这里说：思念天上的事要了解的大前提—你们已经死了，
旧的生命已经在救恩中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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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生命已经在救恩中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与基督一同埋葬了，所以这个旧的生命已经死了...



因着我们旧的生命已经死了，所以现在复活的生命就不应该有以前旧生命的表现，
这里举出几样：淫乱 污秽 邪情 恶欲 贪婪 当然这是举例了这里举出几样：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当然这是举例了，

人的罪性可以讲不完的多，可以分成两大方面—
1.恶念，念头上的邪恶；2. 恶行，行为上的邪恶。

不过这里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字，5 你们要「治死」，
什么叫做治死呢？治死就是置于死地的意思，

把我们的邪情私欲 这 所提到的恶行或者是恶念都要置于 地把我们的邪情私欲，这里所提到的恶行或者是恶念都要置于死地。

不是已经死了吗？怎么还要置于死地呢？
这个就是我们前几堂讲到的，在末世教会中我们活在一种张力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前几堂讲到的，在末世教会中我们活在 种张力里面，

这个张力叫做「已然和未然」，对邪情私欲与基督同死，这个范围也是如此

就是已经死了，不过还没死透、还没死亡，我们还是活在旧的身体里面

所以旧人、老我这种词句就是描写旧的这个性情、旧的价值观，
旧的行为模式是与基督同死了，但是还没有死清楚，已经死，还没有完全死，

已经死—所以我们就有盼望 还没有完全死—所以就要置之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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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死 所以我们就有盼望，还没有完全死 所以就要置之于死地

意思就是我们经常靠着基督的能力，克制治死这些邪情私欲、恶行恶念

7 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

当我们还没有接受基督救恩、还活在邪情私欲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做过这些事的。当我们还没有接受基督救恩、还活在邪情私欲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做过这些事的。

8-9a 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

因为已经从黑暗的国度搬到爱子的国度、身分不同了，
救恩带来的改变已经形成了，所以要弃绝。

以及恼恨、忿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

有恶念 心中不好的念头 有恶行 表达出来的邪恶的行为有恶念—心中不好的念头，有恶行—表达出来的邪恶的行为，
又多了一样—恶言，就是言语上不讨神喜悦的表达，包括说谎：

当Ａ向Ｂ说谎的时候，Ｂ也会用同样的行为来对待，就产生了彼此说谎，当 向 说谎的时候， 会用同样的行为来对待，就产生了彼此说谎，

你骗我、我骗你，一谎还需百谎圆，一个谎出来就带来不少连锁反应。

9b-10a 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

新生命已经穿上了，所以靠着新生命可以治死，置之于死地

将所有旧的价值判断、行为模式、言语习惯，

全部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治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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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治死他们

穿衣服的比喻使得我们看见生命换新装了，这个新人穿在我们身上。

10-11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

意思就是这种生命的转变，基督带来的旧我变成新我的这种转变，意思就是这种生命的转变，基督带来的旧我变成新我的这种转变，
不分种族血统，也不分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

也不分化外人、西古提人，也不分为奴的、自主的。

也就是不同的社会地位都 样 知识水准有高有低 化外人也就是不同的社会地位都一样，知识水准有高有低，化外人、
没受知识的、知识很高的都一样，在基督里面一样的改变。

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惟有基督是包括 切，又住在各人之内。

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打破这种种族、血统、社会地位、知识水准的差别，
因为有一位更超越的主已经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超越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

上帝把我们藏在基督里面，因着这样人间的关系才会转变，怎么转变法呢？

12 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
是穿）怜 慈（原文是穿）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不要忘记前面刚刚的经文也提过五种恶行恶念，
这里有讲到五种应该穿上的新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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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讲到五种应该穿上的新的品质，
这里有一个取代的意思—旧的过去了，新的来临了。

13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怎 饶恕 们 们 要怎 饶恕 。

彼此饶恕的根基在于我们先被主饶恕了。

14 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有一个更大的包容力叫做爱，这个爱联络全德，各种德行因着爱包容在这里了，
当然这些全德的产生是因为救恩，而救恩的根基就是神爱世人的爱。

基 安在 蒙 存感谢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这是基督的平安成为我们做判断的一个重要准则。

这些归为一体的人彼此之间一种非常奇妙的表达叫做敬拜 这个表达是什么呢？这些归为 体的人彼此之间 种非常奇妙的表达叫做敬拜，这个表达是什么呢？
16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用诗章、颂词乡、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上帝。

一个内心转变的人，一定有外显的表达；

一个充满救恩恩典的人，必定会对这个恩典发出赞美和敬拜；

一个心改变 穿上新人的人 里面已经更新 生命渐渐成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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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心改变、穿上新人的人，里面已经更新、生命渐渐成长的人，
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一定会对这一位救恩之主表达敬拜…



释经小百科：是一个读经的心得分享。
对于今天这种经文 我们会觉得这里很多属灵生活如何落实的一些细微末节对于今天这种经文，我们会觉得这里很多属灵生活如何落实的 些细微末节，

我们实践东西当然是要越讲得仔细越好，所以举出很多例子等等。

送给各位一个阅读的观点，我已经送过一个给你了，叫做时间的观点，阅读的观点， ， 时间 ，
今天送给各位另外一个观点叫做空间的观点，什么叫空间观点呢？

这段经文一开始讲的，天上的事、地上的事，就是空间嘛！
圣经讲天地 经常 是讲太空跟地球 是用空间的差别来讲出圣经讲天地，经常不是讲太空跟地球，只是用空间的差别来讲出

天属神的领域、地是人间这个意思，是一个神学的观点，

不是一个地理学、太空学、天文学的思想，不是 个地理学、太空学、天文学的思想，

我们沿用着天地这种空间观念来阅读这段经文，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观察。

一开始就已经讲天和地，换句话说作者保罗在传讲这些真理的时候，
他的心灵中是有空间观点的，他已经告诉你们、告诉歌罗西教会，

想东西要想天跟地，假如这样的话，那么你继续看下去就发现—
凡是地上的所有的事情 人间 旧性情等等 必须用天上的观点才能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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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地上的所有的事情，人间、旧性情等等，必须用天上的观点才能更新的

穿上新人、圣洁蒙爱的人、上帝的选民等等，是天上观点才看得见的

假如不用天上的观点—就是属上帝、属基督的角度来看地上的邪情私欲的话，
所有的邪情私欲永远缠绕着我们 但是假如我们现在抽身而出所有的邪情私欲永远缠绕着我们，但是假如我们现在抽身而出，

常常记得我现在是在天上、我是属天的、我不再是属于地上了，
当我们有这个警觉，这个警觉不只是读经的观点，而是一个灵命的观点了，

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活在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之中。

再举个例子：耶稣基督教我们的祷告文，通常我们叫主祷文，
「我们在 的 」 「愿 的 被 尊为 」 天上观点一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人尊为圣」 ，天上观点

不过也说「愿你的国降临」，天上的国降临到地上，这个是地上观点
天地观点不断的对调、对话，是一个人信仰逐渐长进必经的过程，天地观点不断的对调、对话，是 个人信仰逐渐长进必经的过程，

用这个角度让我们继续阅读其他的经文，

相信一定会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观察，

这个观察就是我们从天上来阅读地上的一切事情。

这里讲到的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恶言、说谎等等，
这些是地上的事情 当我们用 个天上的观点来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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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地上的事情，当我们用一个天上的观点来看的时候，

就深深相信靠着天上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可以胜过的。

怕就怕在我们忘记了天上的观点，我们永远活在地上，
我们应该举目望天 不只是一个行动更是心灵的转变我们应该举目望天，不只是 个行动更是心灵的转变，

这个转变使得我们重新考核我们地上的生活，不再以地上的角度看地上。

假如我们永远用地上看自己的地上生活，大概软弱、失败常常跟着我们了，
但是假如我们转换观点不只读经如此，信仰生活也如此，

经常举目仰望天上这位主，这位主从天上赐给我们的能力、节制、

怜悯 恩慈 谦虚 温柔 忍耐 就经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就经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自然的表达出来，因为我们的心已经在天上。

这一个读经的方式也好，从读经中带来灵修的转变也好，这 个读经的方式也好，从读经中带来灵修的转变也好，
带来生命的转换、更新、提升也好，总之不管用什么角度、用什么的方向去理解，

一个信耶稣的人必须从地上到天上，观点的转移带来思想的转移，

思想的转移带来关注的转移，关注的转移也带来生命表达的转移，

一步一步我们就越来越思想、当求、思想上面的事，

因为在你和我的信仰 读经生活之中 多了一个空间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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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你和我的信仰、读经生活之中，多了 个空间观点
从天上看地上的万事万物，这个观点在以下的经文再会落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