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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书
1这封信函来自奉上帝旨意成为基督耶稣使徒的保
罗以及提摩太兄弟， 2写给歌罗西的信徒以及相信
基督的所有人。愿你们获得来自上帝我父的恩典与
平安。 3我们始终为你们感谢上帝，我主耶稣基督
之父，为你祈祷。 4我们已听说你们对基督耶稣的信
仰，以及你们对所有信徒的爱， 5因为在天堂有希望
在等着你们。你们已经在福音中听到这个信息， 6这
真理的信息传遍全世界，在广泛的传播中产生了效
果。现在，它也传向了你们。自从你们听到它并意识
到上帝恩典的本质后，它也对你们产生了同样的效
果。 7我们亲爱的朋友和工友的以巴弗，他代表你们
成为基督值得信赖的仆人，教授你们这一切。 8他也
将你们对灵的爱，明确告诉了我们。

9因此，我们从听到这些消息的那天起，就不停为
你们祷告，祈求上帝让你们理解他对你们的要求，赋
予你们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 10通过这种方式，你
们可以正直良善的方式代表主，让主喜悦；结下所有
善果，更深刻地了解上帝； 11希望你们借由他的非凡
力量，可以更加强大，凡事宽容忍耐； 12希望你们幸
福地向父祈祷，他让我们可以获得生活于光明之中上
帝子民的传承。 13他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统治，让我
们迁入其爱子的王国。 14通过他的爱子，我们获得自
由，罪得赦免。

15这位爱子是那不可见上帝的可见之形。他早在
万物之前即已存在*， 16那天上地上的一切⸺可见
和不可见、国王、统治者和掌权者，无不通过他而创
造，为他而创造。 17他存在于万物之先，将万物凝聚
在一起。 18他是身体的头，这身体就是教会。他是源
* 1:15 原意为“最先出生”，显示的是位置而非出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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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在死而复生之人中位居首位†，因此超越一切。
19上帝很高兴其爱子拥有他的所有特征， 20借由其
子，将宇宙万物归于他身上，因为他通过在其十字架
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他使地上和天上的每一个人
都和好。‡。 21你们从前也与上帝是陌路人，你们的
行为就是与他为敌。 22但现在，上帝通过他死亡的人
类身体与你们和解，把你们带到他身边，在哪里能够
拥有圣洁、纯粹和无暇。 23但你们对他的信念，必须
如磐石般持久，不动摇。不受动摇对福音希望。这福
音你们已经听过，已传遍世界，这也是我保罗所做的
工作。

24现在能为你们受苦，我感觉欢喜。因为通过我身
体所发生的一切，成为基督受难的一部分。基督是为
其身体⸺也就是教会而持续受难。 25上帝给了我关
于你们的指示，我按照这个指示服务于教会，将上帝
之语完整呈现给你们。 26这是很多岁月、很多世代隐
藏的奥秘，但现在已经向上帝子民显化。 27上帝希望
他们知道这个光荣奥秘财富对万国的意义：§生于你
们身体中的基督就是这荣耀希望！ 28我们向所有人讲
述他，用我们知道的最佳方法指导和教导他们，让上
帝面前的每个人都因基督而彻底圆满。 29这也是我竭
尽全力工作的目的。通过上帝的力量，这力量也对我
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我依赖这力量。

2
1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是多么的努力工作，为了你
们、为了老底嘉的人们，事实上还为那些不曾见过
† 1:18 原意为“最先出生”，见第 15
节。这表明尽管耶稣并非最先复活之的人，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占据最高的位置。
‡ 1:20 这个“他”在这里可能会有些难以理解。获取用一个明确的名词可能会帮助理解，但翻译会有些困难：“上帝很高兴基督拥有上帝的完整特征，通过基督，将宇宙中的一切都带回他自己（上帝），因为基督通过在十字架流的血创造了和平，通过基督让天上和地下的所有人和好。”

§ 1:27 或“异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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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人们。 2我的努力是为了让你们能够受到鼓舞，
让你们在爱中彼此联系，可以凭借领悟而感到完全的
确信，以此获得巨大的益处，因为这才是上帝带来的
真正知识。希望你们知道，上帝显化的奥秘，那就是
耶稣！ 3通过耶稣，你们可以发现一切智慧和知识。

4我说这些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欺骗你们。*
5我的身体虽然没有和你们在一起，灵却与你们同
在。很高兴看见团结在一起，坚定地信基督。 6一如
你们如何接受基督耶稣为主，就按照这种方式追随
他， 7以他为根基，以他进行修建。希望你们对他的
信能继续变得更强壮，遵循一直向你们教导的，对上
帝充满感激。

8要小心，不要哪些不遵循基督、而是按照人的传
统和世俗言论，皆有其哲学和骗人的空谈，奴役你
们。 9因为上帝神圣本性，以基督身体的形式完整存
在， 10你们也因他而完整†。他远远高于所有执政掌
权者。

11通过它，你们接受了“割礼”，但并非由人手进
行，而是通过基督提供的割礼，从人类罪的天性中获
得自由。‡ 12你们在洗礼中已与他埋葬在一起，也因
信上帝将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行为，与耶稣一同复活
了。 13尽管你们因罪和肉体未受割礼而死亡，但上帝
让你们与基督一起复活，上帝赦免了我们的一切罪。
14他根据那用于反对我们的律法，抹去了我们的债；
他把这障碍§钉在十字架上，以此将其移除。 15他废
除了精神统治者和掌权者的权利，*将他们的真正的
样子公开显示，用胜利彻底征服他们。

16所以不要让任何人因你们所选择遵循的饮食、宗
教节日、新的拜月仪式或安息日庆祝，而批评你们。†

* 2:4 原意为“虚假的论点。” † 2:10
或“完整”、“整体。” ‡ 2:11
很明显，这不是在谈论身体上的割礼，而是它在精神上的意义。
§ 2:14 请注意，这个障碍对我们而言，不是对上帝。
* 2:15 很明确指的是邪恶的宗教机构。 † 2:16
在此处，保罗所指的是犹太人礼仪中每年的各种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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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这些不过是即将到来之事的影子，因为那真正的
现实就是基督。 18不要让人通过欺骗夺去你们‡的奖
赏，他们坚持让你们故作谦卑或敬拜天使。他们说自
己曾看到过异像，所以就认为自己好于任何人，他们
的有罪思想也变得如此自负，令人可笑。 19这样的
人并没有与自己的头连接，没有用头指导身体，没有
通过身体的关节和筋络获得滋养，连接在一起。因为
身体是连接在一起的，按照上帝希望它成长的方式成
长。

20你们若与基督一同死去，摆脱世俗强加给你们的
宗教要求，§为什么好像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仍然要受这些要求的摆布， 21比如“不可拿、不可
尝、不可触”的要求？ 22这些要求所指，是一经使用
就会坏掉的东西。*这些规条是照着人的要求和教训
而定。 23对于那些以自我为中心敬拜之人、故作谦卑
之人和“苦修身体”之人，这些规则似乎合情合理。
但事实上，它们在应对所有罪恶欲望方面，没有任何
帮助。

3
1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共同复活，就应当寻求天
上之事，在那里，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 2要改变你
们的想法，关注天上而非地上的事。 3你们已经死
去，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起，与上帝同在，保持安
全。 4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当他显现，你们也会分
享他所显化的荣耀。

5所以要清除你们在这世间的天性，比如性罪恶、
不道德、淫念、恶欲和贪欲。这些都是在拜神像。
6因为这些事，忤逆之人会体验上帝的审判。 7你们
曾经这样生活，遵循这样的行文， 8但现在，你们应
‡ 2:18 自我折磨；这句话也可以翻译成“虚假的谦卑。” § 2:20
可能是指犹太宗教规定，也可能是异教仪式和禁忌。 * 2:22
这通常是指关于食物和饮料的规则，这些食物和饮料肯定会被消费，然后“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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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摆脱忿怒、恼怒、恶毒、毁谤以及粗言秽语这样
的事。 9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摆脱旧我和旧
行， 10换上新我，这新我更像是造物主，能够更好
地认识主。 11在这种新情况下，不分希腊人和犹太
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外族人、野蛮人、*奴隶
或自由人，因为基督就是一切，也存在与我们所有人
之中。

12因为你们是上帝的特殊子民，是圣洁、蒙爱之
人，就要拥有怜悯的性情，恩慈、谦卑、温柔和忍
耐。 13如果你对其他人有抱怨，要彼此宽容，互相饶
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 14最
重要的是，要爱彼此，这是将你们团结在一起的最佳
纽带。 15愿基督的平安指引你们的思考，因为你们
受上帝蒙召成为一体，也要为此要感谢上帝。 16让
基督之道充分住在你们心里，遵循所有智慧之道，用
诗章、圣诗、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怀着感恩和
虔诚歌颂上帝。 17你们所作的一切，无论是言语或
行为，都要以主耶稣之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 18你
们做妻子的要尊重丈夫，这对主而言是正确的行为。
19你们作丈夫的要爱妻子，不可错误地对待她们。
20你们作儿女的凡事要听从父母，这会让主感到喜
悦。 21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免得他们丧失信
心。 22你们作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人类主人，做事不要
只是为了让主人看，而是要真诚地尊重主。 23无论你
们作什么，都要认真做，就像你在为主做这一切，而
非为人。 24因为你们知道，主会给你们回报，让你们
继承！你们服务于主耶稣！ 25但那些不义的人，就会
因其行为而遭受报应。主从不偏袒。

4
1你们作主人的要公平对待仆人，要知道你们也有
一位天上的主人。 2记得始终要祷告，心存警醒和感
* 3:11 原意为“塞西亚人”，被认为是源自现在俄罗斯南部、乌克兰和中亚地区的“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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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的心祷告！ 3也要为我们祷告，求上帝为我们打开
传道之门，讲述基督所显化的奥秘，我也是因为这个
原因，此刻被投入监牢。 4祈祷我能像我说的那样，
把事情说明白。 5你们要把握时机，聪明地与外人来
往。 6说话时始终要保持礼貌，要大方得体，要思考
如何以最佳方式回答所有人。

7关于我所发生的一切，推基古会告诉你们。他是
我心爱的兄弟，是值得新来的神职者，是与主同在的
工友。 8我派他到你们那里去，就是为了一个理由：
让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况，让你们振作起来。 9与他同
去的是欧尼西慕，这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亲爱兄弟，是
你们的一份子。他们会把这里的一切告诉你们。 10与
我一起被投入监牢的还有亚里达古, 以及巴拿巴的表
弟马可，他们也向你们问候。（正如之前告诉你们
的，如果马克拜访你们，请接待他。） 11此外还有别
号为优士都的耶稣，他们都是犹太的基督徒*，在这
里与我一起为上帝王国工作，对我的帮助很大。 12以
巴弗也问候你们，他是你们那里的人，是基督耶稣的
仆人。他祷告的时候，总是充满热情地为你们祈祷，
希望你们作为成长的基督徒，可以稳稳站立，要对上
帝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充满信念。 13我可以作证，为
了你们以及在老底嘉和希拉波立的人，他做了很多事
情。 14亲爱的路加医生和底马也问候你们。 15请问
候在老底嘉的信徒和宁法，以及在她家家中聚会的教
会。 16你们读完这封信以后，也要交给老底嘉的教会
阅读；你们也要读老底嘉的那封信。 17告诉亚基布：
“要留心你在主那里领受的职务，好好把它完成。”

18我是保罗，亲笔写下这封信向你们问候。记得我
正在监牢之中。愿恩惠与你们同在。

* 4:11 原意为“属于受割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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