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歌罗西书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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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书1：9-10  当代版

 9 因此，从听到你们的消息那天起，我们便不断地
为你们祷告，求上帝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

悟性上，完全明白祂的旨意(His Will，祂的
意志，祂想要的，新英王钦定版）， 10 以便你
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祂喜悦，在一切良善
的事上结出果实，对上帝的认识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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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时代的亚洲,欧洲,非洲交界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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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前书1:22-24

 22 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腊人求的是智慧， 23 我

们却是传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是绊脚石
，对外邦人是愚拙； 24 但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
太人、希腊人，基督总是神的大能，神的智慧。

和合修订版

 22 犹太人要看神迹，希腊人寻求智慧， 23 但我们
传讲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对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
，对外族人来说是愚昧的。 24 但对于蒙召的人，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基督是上帝的能力、上
帝的智慧。当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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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纪3：4-6

 4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 5 因为
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

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6 于是女人见那棵
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
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
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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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土的man of dust和属天的heavenly Man

 创世纪3：23 耶和华 神就驱逐他出伊甸园，使
他耕种土地，他原是从土地里被取出来的。
和合修订本

 哥林多前书15：47 第一个人亚当来自地上，是用
尘土造的，但第二个人基督来自天上。 48 尘
土所造的那位是什么样，属地的人（man of 
dust）也是什么样；从天而来的那位（
heavenly Man）是什么样，属天的人也是
什么样。当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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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土的和属天生命的不同

 属土：卑贱，污秽，短暂；有短期价值，可以耕
种使人糊口谋生

 属天：高贵，圣洁，永存，有永恒价值，使人脱
离罪恶得永生

 约翰福音3：31 “那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
上来的，是属于地，所讲的也是属于地。那从天上
来的，是超越万有之上。新译本

 约翰福音8：23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
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
世界的。 24 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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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书2：1-4  当代版

我希望你们知道，为了你们和老底嘉人，以
及许多从未和我见过面的人，我是怎样努力
奋斗的， 2 为要使你们众人心受鼓励，联结
在爱里，有丰富笃定的真知灼见，可以认识
上帝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基督，（和合本：
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3 一切智
慧和知识都蕴藏在祂里面。 4 我讲这番话是
为了防止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

--花言巧语: fine-sounding argument (雄辩，辩论，NIV)

--迷惑：deceive （欺骗，多个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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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书：2：8-10 

 8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
们掳去(cheat,take you captive欺骗, 俘虏, 洗脑)
。 9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
督里面； 10a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和合本

 8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废话

(空洞虚假的哲学，当代版），不照着基督，而是照人间
的传统和世上粗浅的学说，把你们掳去。 9 因为 神本
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 10a 你们
在他里面也已经成为丰盛。和合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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掳去人(cheat,take you captive 欺骗, 
俘虏, 洗脑) 的四种属地“智慧”

1.人（他的）的理学 Philosophy 哲学(追求智慧)
2.虚空的妄言 empty deceit 虚空,空洞,欺骗

3.人间的遗传 tradition of men 传统风俗

4.世上的小学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world
a.粗浅学说,基本知识, 神的普遍启示

b.犹太律法里有关饮食起居的部分规条和犹太

人自己发明的规条（细则）

------------
 掳去 cheat,take you captive 欺骗, 俘虏, 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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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书2：20-23 和合本

20-21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
小学（世上粗浅的学说，和合修订版），为
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
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 22 这都
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
的时候就都败坏了。 23 这些规条使人徒有
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
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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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书2：20-23  和合修订版

 20-21 既然你们与基督同死而脱离了世上粗浅的学说
，为什么仍像生活在世俗中一样，去服从那“不可
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 22 这些都是
根据人的命令和教导，论到这一切都是一经使用就
都败坏了。 23 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
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
欲上毫无功效。

--“世上粗浅的学说”或译“宇宙的星宿”

--”肉体的情欲” indulgence of the flesh(evil desires)
约翰一书2:16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
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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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书2：20-23 当代版

 20 你们既然和基督一同死了，摆脱了世俗的玄学，
为什么仍像活在世俗中， 21 服从“不可拿、不可尝
、不可摸”之类的规条呢？22 这些规条不过是人的
戒律和说教，经不起实践的考验， 23 看似充满智慧
，其实只不过是自创的宗教、自表谦卑、苦待己身
，对于克制邪情私欲毫无用处。

这些规条: 犹太律法里有关饮食起居的部分规条和犹太人自己
发明的规条（细则）；人自创的宗教的戒律，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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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书2：18

 不要让人藉着故作谦虚和敬拜天使夺去你
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幻象，
随着自己的欲望(unspiritual mind，肉体
的邪情私欲) 无故地自高自大(puffed up, 
张狂）。

幻象：又译作“这等人窥察所没有见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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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智慧”举例

 修行

 禁欲

 做善事

 守律法规条

 追求出于世界，鬼魔，堕落人的神秘知识，
经验，智慧，异象（幻象）

 敬拜天使，宗教领袖

 以上各条兼而有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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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智慧”举例 （西方）

 古希腊哲学（人文主义源头，苏格拉底，亚里
士多德，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等等）

 民间朴素宗教文化（神秘主义，诺斯底主义，
占星术等等）

 欧洲近现代哲学（笛卡尔，黑格尔，马克思，
叔本华，尼采等等）

 无神论共产主义

 西方人文主义 （人本主义）

 后现代 （颓废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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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智慧”举例 （东方）

 儒家思想（儒教，孔孟，朱熹，等等）

 道家道教（老子，庄子等等）

 玄学理学（周易，命理，风水，八卦等等）

 民间宗教文化及传统（妈祖，偶像等等）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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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4：1-3

 圣灵明确地说，日后必有人离弃真道，去追随那
些迷惑人的邪灵和鬼魔的学说。 2 这些学说是出
自假冒伪善的骗子，他们良心丧尽，麻木不仁【

希腊文是“良心被烙铁烫过”】， 3 禁止人结婚
和吃某些食物。其实那些食物是上帝创造的，为
了让相信并且明白真理的人存感谢的心领受。

当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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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4：11-14 当代版

 11 祂赐恩让一些人做使徒，一些人做先知，
一些人做传福音的，一些人做牧师和教师
， 12 为要装备信徒，使他们各尽其职，建立
基督的身体， 13 直到我们对上帝的儿子有一
致的信仰和认识，逐渐成熟，达到基督那样完
美的生命。 14 这样，我们就不再像小孩子，
被各种异端邪说之风吹得飘来飘去，被人的
阴谋诡计欺骗，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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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约翰福音17：3 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并
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
永生。新译本

 约翰一书5： 11 神赐给我们永生，而这永生是
在他儿子里面的。 12 那有 神儿子的，就有
生命；没有 神儿子的，就没有生命。和合修
订版

 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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