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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建造生根建造生根建造生根建造、、、、信心堅固信心堅固信心堅固信心堅固 
(歌羅西書 2:1-7) 

 

 

1 我願意你們曉得我為你們和老底嘉人、並一切沒有與我親自見面的人、是何等的盡心竭力．  

2 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因愛心互相聯絡、以致豐豐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們真知神的奧祕、 

   就是基督．  

3 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裏面藏著。 

4 我說這話、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語迷惑你們。 

5 我身子雖與你們相離、心卻與你們同在、見你們循規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堅固、我就歡喜了。 

6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 

7 在他裏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 

 

    信主後，基督徒的生命一定要成長，否則不能結果子，討神喜悅。我們既然接受了主耶穌基督 

，就當遵祂而行。然而，許多的基督徒生命沒有長大，貪愛世界，愛主的心冷淡，仍然是屬肉體的基督
徒，沒有將榮耀、感恩、愛戴、全心、全人歸給神。聖靈透過使徒保羅勸勉我信徒們，必須在基督裏，
生根建造，信心堅固。如何才能生根建造，信心堅固呢? 首先我們要一同思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 

 

一一一一、、、、悟性中有充足信心悟性中有充足信心悟性中有充足信心悟性中有充足信心 
 

1 我願意你們曉得我為你們和老底嘉人、並一切沒有與我親自見面的人、是何等的盡心竭力．  

2 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因愛心互相聯絡、以致豐豐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們真知神 

   的奧祕、就是基督．  

3 所積蓄的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裏面藏著。 

 

1. 神的僕人盡心竭力神的僕人盡心竭力神的僕人盡心竭力神的僕人盡心竭力 
 

    使徒保羅關心歌羅西的教會，盡心竭力。保羅寫信給他們，要他們念完這書信以後，也讓老底家的教
會念。並且吩咐歌羅西的弟兄姊妹們念保羅寫給老底家教會的書信。(西 4:9) 歌羅西與老底家(公正之民)

兩城在地緣上很靠近，兩個教會的弟兄姊妹有來往，雖然門徒們有些沒有見過面，但是他們因為是事奉
同一個主，因此在生命上是彼此相關的。保羅為何要寫這封信呢? 難道他們沒有別的書信可念嗎? 不是
的，當時希臘文化，羅馬政治，猶太宗教，各樣教育都非常普及。難道他們只認識使徒保羅嗎? 不是的。
當時還有許多主的僕人在各地傳福音。他們的恩賜和託付各有不同，有大有口才的亞波羅，有滿有安慰
能力的巴拿巴，有開向外邦人傳道之門的彼得，有生活嚴謹，耶穌的弟弟雅各和從耶路撒冷來的猶太領
袖們，等等。 

 

    當時在歌羅西和老底家也有人沒有見過保羅。保羅的書信究竟有甚麼特點，值得他們傳閱呢? 保羅的書
信講到他明白基督的奧秘，這是獨特的。他知道因信稱義的道理，這是神學性的。他傳揚教會是基督的
身體的信息，這是屬天的啟示。他解開外邦人和猶太人敵對關係的死結，這是滿有能力的。他為傳揚福
音不顧性命，這是他生命的見證。 

 

    然而，這些人接受保羅，主要是因為保羅以愛心關懷他們，常常為他們禱告。保羅禱告甚麼呢? 不只是
日常生活所需，不是自我形像的建立，不是殷勤作工使事業成功的秘訣，不是讓他們疾病得醫治。這些
不是不重要，但是有更重要，永存的福分，那才是保羅要為他們禱告的重點。當然，保羅為他們禱告之
前，喜樂地聽見他們屬靈的光景。那就是他們在基督裏的信心，向眾聖徒的愛心，從天上的盼望得以使
福音不但傳揚在他們中間，也傳揚至普天下，結果增長，使他們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西 1:4-6) 保羅跟
弟兄姊妹的關係建立在基督是神兒子的根基上，他知道如何不住的為這些聖徒禱告，祈求，保羅祈求五
件主要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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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 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我滿心知道神和神的旨意嗎? 

2. 敬畏: 叫他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蒙祂喜悅。主喜悅我嗎? 

3. 行動: 在一切的善事上結果子，漸漸的多認識神。我有善行嗎? 

4. 得勝: 靠主得勝，凡事歡喜，忍耐寬容。我能制伏我們的心嗎? 

5. 賞賜: 能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在地上富足，在天上呢? 

 

    保羅的禱告不但是經常的代禱，也是非常迫切的祈求。第二章第一節講到「盡心竭力」，這字的字源
與 Agonize 相同。好比運動員用盡了所有的努力，跑完全程，就倒下來，因為盡了全力作最後的衝刺。
好比足球員在防守對手撲上來之後，仍然奮力的向前的作最後一搏。我們在科技界的研發上，不遺餘
力，絞盡腦汁，全力以赴。保羅盡心竭力為要讓歌羅西的信徒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 

 

「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
你們在羅馬的人。」(羅 1:14-15) 

 

   甚麼是保羅為福音的「盡心竭力」?  

 

「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
的福音。」(徒 20:24)  

 

2. 聖徒的心得到安慰聖徒的心得到安慰聖徒的心得到安慰聖徒的心得到安慰 
 

    這悟性中的信心非常重要，不是迷信，也不是聽天由命的宿命論者，乃是悟性中的信心。有了這信
心，才能真知神的奧祕就是基督。沒有這悟性中的信心，就活在黑暗中，漫無目的摸索掙扎。捨棄了真
智慧，枉費了一生的機會，最後站在神審判台前受審，離開神的榮光，落入永遠的沉淪，多麼可惜! 我們
怎樣才能得到悟性中的信心呢? 保羅在這裏告訴我們，不是經歷神蹟奇事，乃是有生命的經歷。這經歷與
安慰有關，第一，神的安慰。第二，彼此愛心的激勵。神的安慰可以從聖靈直接來堅固我們的信心，透
過弟兄姊妹的彼此愛心的聯絡，我們愛主愛人的信心也能增強。這兩大靠著信心得勝的支柱都與安慰與
愛心有關。 

 

    我們先來思想神的安慰。人在難處痛苦絕望時，呼天搶地，但是呼天天不應，人需要上帝的安慰。很
多基督徒知道聖靈保惠師是安慰者，也有人在痛苦無助等候的時候得到聖靈的安慰。(約 14:16) 但是比較
少人知道父神是賜各樣安慰的神。(林後 1:3) 先知以賽亞帶來安慰的信息，「母親怎樣安慰兒子，我就照
樣安慰你們，你們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賽 66:13) 讀這段經文，你的心得到安慰嗎? 記得，父神是
安慰我們的天父。 

 

    耶穌當然是安慰者。耶穌出生的時候，在聖殿中西面在等候主所立的基督，路加特別強調西面素常盼
望這位彌賽亞是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路 2:25) 當他看見耶穌時，他的心就得到安慰，他禱告神，告訴
神，「如今可以釋放他安然去世。」不但西面看見耶穌得到安慰，神的心看見地上有人如此的公義，虔
誠也得了安慰。 

 

3. 愛心彼此互相聯絡愛心彼此互相聯絡愛心彼此互相聯絡愛心彼此互相聯絡 
 

    愛心互相聯絡，論到以色列人被擄到巴比倫為奴，舊約中神要先知以賽亞安慰祂的百姓。「你們的神
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賽 40:1) 我們是神的百姓嗎? 我們受造之物都服在虛空之下，嘆息勞
苦，等候得贖的日子，我們相信神的計劃是美善的，神必藉著許多人的愛心安慰我們，使我們的信心增
強，得以更加知道神的奧祕就是基督。基督是我們的滿足，除祂以外，別無拯救。我們在祂以外，別無
基業。 

 

1. 勞苦的安慰: 挪亞是拉麥的安慰。(創 5:29) 神將咒詛除去。 

2. 赦罪的安慰: 神透過先知帶來造就安慰勸勉的信息。(林前 14:3) 不是只造就，勸勉，也有安慰。即使對 



 3

    犯罪的人，神也要赦免安慰。(林後 2:7) 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蒙神的赦免。神藉先知安慰百姓，「耶 

    和華已經安慰錫安，和錫安的一切的荒場。」(賽 51:3) 

3. 喪氣的安慰: 安慰喪氣之人的神，藉提多安慰了保羅。(林後 7:6) 

4. 彼此的安慰: 要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林後 13:11) 堅定信心不被 

    引動失去福音的盼望。 

 

二二二二、、、、不被人的聰明迷惑不被人的聰明迷惑不被人的聰明迷惑不被人的聰明迷惑 
 

4 我說這話、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語迷惑你們。 

5 我身子雖與你們相離、心卻與你們同在、見你們循規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堅固、我就歡喜了。 

 

    任何事過與不及都不好，真知和實踐是要平衡的，兩者不可或缺。聖徒在悟性中有了充足的信心，可
以真知神的奧祕，這是知識層面上的祝福。然而神偉大的計劃是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因此，保羅繼續稱
讚歌羅西的聖徒，稱讚他們不是僅僅追求知識，因著他們存心謙卑順服並立志遵行神的道，以致不被人
的聰明迷惑，凡事按神的次序行，信基督的心也堅固，為此保羅喜樂。 

 

    讓我們進一步來思想聖徒信基督的心如何得以堅固呢? 保羅是神所膏立的使徒，他有教導的恩賜，有建
立教會根基的託付，是外邦人的使徒，祂知道要如何稱讚他們，也從他的稱讚中，聖徒被提醒，免得被
撒但和私慾迷惑牽引。你我知道如何稱讚人，且讓人得到真正的益處嗎? 讓我們一同來學習。 

 

1. 不被不被不被不被花言巧語勾引花言巧語勾引花言巧語勾引花言巧語勾引 
 

    保羅提醒信徒不要被人用「花言巧語」迷惑｡「花言巧語」原文是 πιθανολογια 乃是勾引的言語，「迷
惑」παραλογιζηται 是理性的誤導，勾引與誤導都是撒但破壞人的主要計謀。撒但讓人自高自大，信了福
音以後輕忽福音的真理，自以為聰明，重看人的聰明高過神的智慧，喜愛人的著作多過喜悅神啟示的聖
經。以單純信基督為愚拙，自己發明人的一套自欺欺人的人生哲學，那只不過是虛空的妄言，人間的遺
傳，世俗的虛談，甚至演變成物毀滅人的異端邪說。這些不但不能幫助人，反倒破壞人的理性，使人懷
疑神所賜的真理，甚至蒙蔽自己的良心，不為自己的罪惡過犯向神交帳，這是不負責任的想法。中古世
紀講到人的死罪，大多與人的頭腦有關。頭腦犯罪比行惡還可怕。行惡的人因為醜陋被顯明出來還可以
悔改。頭腦犯罪別人不知道，自己也自欺，以為自己還不錯，沒有行惡事，耶穌特別講到思想犯罪，貪
心、動淫念、驕傲、嫉妒、恨人，等等。不要被邪惡的思想、圖畫、電影、廣告霸占了我們的心。這些
不可以去看。看完後，無法從我們的記憶中洗掉，除非得了老人痴呆症。不可為未來計劃一些不切實際
的事，或是對神的國度沒有益處的事，我們是神重價買來的，要在我們的身子上榮耀神。有人說，我不
看不該看的事，不計劃不討神喜悅的未來，但是讓我有一些幻想不會影響別人總可以吧。當我們幻想一
些不義不法，暗昧的事，報復、暴力、心思散漫的事，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否則聖靈會在我們
裏面擔憂。(弗 4:30) 要趁早醒悟，「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
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羅 14:13-14) 

 

2. 凡事按神的次序凡事按神的次序凡事按神的次序凡事按神的次序行行行行 
 

    信徒接受了福音的真理，必須靠著順服入門。人的意志在蒙恩前是敵擋神的，信主後願意遵行真理。
「循規蹈矩」ταζινγ 就是凡事按神的次序，順服神所定下的等次。信徒有謙卑順服的心才能單一的接受神
所設立的福音，就是因著信靠基督得救，不靠人的行為。是神找人，不是人找神。是神發動救恩，不是
人有智慧主動回到神面前。人得救完全是因著神的旨意、神的揀選、神的能力、神的憐憫，神的預備、
神的智慧。 

 

3.... 相信相信相信相信基督基督基督基督的心堅固的心堅固的心堅固的心堅固 
 

    保羅雖然在監獄中不能見到信徒的面，但是他的心靈與信徒同在，這是在基督裏的奧祕。信徒信主後
彼此有肢體的關係，在基督裏成為肢體，在基督裏信心堅固。除非聖靈如此啟示，我們很難相信保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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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神愛人的緣故被下在監獄裏，他的信心仍然在基督的保守之下，非常堅固。這是甚麼原因呢? 我們乃
是聖靈所生的，是蒙神保守的，是在基督裏的，所以我們不但永遠不會失去救恩，我們屬靈的生命也能
漸漸長大。雖然我們不是立刻都能明白這真理，但是這是福音的真理。堅定信心 不被引動失去福音的盼
望。 
 

三三三三、、、、在基督裏生根建造在基督裏生根建造在基督裏生根建造在基督裏生根建造 

 

6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 

7 在他裏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 (西 2:6-7) 

 

   聖徒在悟性中有了充足的信心，可以真知神的奧祕，也在謙卑順服並立志遵行神的道上有所學習後，保
羅帶出一個信心的高峰信息。 這信息就是我們也能慢慢地跟隨主，在基督裏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感謝
的心也更增長了。 

 

1. 樂意為樂意為樂意為樂意為主主主主基督而活基督而活基督而活基督而活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

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羅 14:7-8) 主耶穌應許門徒，聖靈將要引導他們進入一切的真理。(約
16:13) 我們所進入的不是基督的教訓，甚至不是與基督的關係，乃是基督的本體。這不是我們可以向神
要求的福分，這乃是神樂意賜給我們的極大恩典。我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這乃是
講到我們的生活是為主而活。為主而活不是口號，乃是實際;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負擔，乃是特權。主為我們捨命，將一
切都給了我們，我們願意為主而活嗎? 我們生命成長的速度與我們為主而活的意願成正比。 

 

2. 在基督裏生根建造在基督裏生根建造在基督裏生根建造在基督裏生根建造 
 

    屬靈生命的身量乃是在乎根基有多深厚，神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機會扎根，我們需要有耐心等待，也
需要有信心知道神正在作工，更需要有盼望，準備有一天屬靈的大豐收必然臨到。第一要緊的是這棵樹
必須是一棵會結果子的樹苗，否則必不能結果。然而即使是對的樹，也不可著急，急著長葉、開花、結
果的樹，長遠來看，不一定是最有收成的樹。若根不深，狂風暴雨可以將樹連根拔起，乾旱之年樹也可
能枯死。在北卡進入葡萄園，看建所有結果子的葡萄樹都是經過園主修剪的，你有園主嗎? 你願意被園主
修剪嗎? 

 

    我們不但是神所栽種的樹，又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林前 3:9) 既然是神親手建造，必然
會完工。我們在基督裏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基督耶穌自己為角石。各房靠祂聯絡得合式，漸
漸成為主的聖殿。我們也靠祂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弗 2:20) 

 

3. 真理使人信心堅固真理使人信心堅固真理使人信心堅固真理使人信心堅固 
 

    信徒生命的成長不僅是信基督的心堅固 στερεωµα，更是信心繼續堅固 βεβαιουµενοι。指著我們的信心
被堅固到底。(林前 1:6,8) 被誰堅固到底呢? 乃是被神堅固到底。因為在基督裏，所以必然堅固。(林後
1:21) 我們的生命經得起考驗，證實是神的工作。(可 16:15) 生命成長有看見勞苦的功效而來的喜樂，但是
也有爭戰中艱苦的忍耐，和耐心與信心的功課。惟有堅固的信心能敵擋撒但的攻擊，能確保榮耀的得
勝。神如何堅固我們的信心呢? 乃是用神純正的真理來堅固，在真理中繼續不斷的追求必能保證我們在基
督裏的不住的長進。 

 

4. 感謝的心也更增長感謝的心也更增長感謝的心也更增長感謝的心也更增長 
 

   「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西 2:7) 因著真理我們可以生發感謝的心，這是奇妙
的應許，雖然福音的增長是要經過苦難，考驗，忍耐。然而，當我們信心愈發成熟的時候，我們愈發喜
愛神的真理。同樣，當我們愈在真理的祝福之下，我們的信心也愈加增。就好比我們找到一個最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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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這工作的成效與喜樂成正比。愈喜樂愈有成效，愈有成效愈喜樂。這是何等的福氣。盼望我們的
在教會的事奉，也能經歷增長，並且是在感恩的心增長中增長。「增長」原文 περισσευοντες 是超越,充足,

經常,豐滿的意思。這不僅僅是我們今世可以經歷的百倍祝福，更昇華到永世，在那裏我們所經歷的真理
完全可明白，可享受，可進入，可同享的。我們在永恆中繼續讚美感謝那為愛我們為我們捨命的主，這
就是全備的福音真理。我們應當趁著現今的世代為主的喜樂付代價，願意不遺餘力，全力以赴的傳福
音，拯救靈魂，擺上自己的時間,人力,財富，能得到神的同在和聖靈的能力。使我們感謝的心也更增長。
阿們! 堅定信心，不被引動失去福音的盼望。 
 

一一一一、、、、悟性中有充足信心悟性中有充足信心悟性中有充足信心悟性中有充足信心 
 

1. 神的僕人盡心竭力神的僕人盡心竭力神的僕人盡心竭力神的僕人盡心竭力 
2. 聖徒的心得聖徒的心得聖徒的心得聖徒的心得到到到到安慰安慰安慰安慰 
3. 愛心愛心愛心愛心彼此彼此彼此彼此互相聯絡互相聯絡互相聯絡互相聯絡 
 

二二二二、、、、不被人的聰明迷惑不被人的聰明迷惑不被人的聰明迷惑不被人的聰明迷惑 
 

1. 不被花言巧語勾引不被花言巧語勾引不被花言巧語勾引不被花言巧語勾引 
2. 凡事按神的次序行凡事按神的次序行凡事按神的次序行凡事按神的次序行 
3. 相信相信相信相信基督基督基督基督的心堅固的心堅固的心堅固的心堅固 
 

三三三三、、、、在基督裏生根建造在基督裏生根建造在基督裏生根建造在基督裏生根建造 
 

1. 樂意為主基督而活樂意為主基督而活樂意為主基督而活樂意為主基督而活 
2. 在基督裏生根建造在基督裏生根建造在基督裏生根建造在基督裏生根建造 
3. 真理使人信心堅固真理使人信心堅固真理使人信心堅固真理使人信心堅固 
4. 感感感感謝的心也更增長謝的心也更增長謝的心也更增長謝的心也更增長 
 

    我們一同禱告: 求主讓我們真正的認識這位榮耀的基督，滿心知道神的旨意，並且知道神的恩典在我們
身上何等顯大。求主讓明白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祂是創造萬物的主宰，本當在萬物中居首位,在教會中居
首位，祂是教會的元首，教會是基督的身體。求主讓基督在一切的豐盛上居首位，也在我們心中居首
位。我們不但在客觀的地位上已經是完全了，我們也能經歷主觀的得勝，藉著信靠基督，傳揚基督，經
歷榮耀的盼望，凡事彰顯基督，這是信徒榮耀的盼望。讓我們知道如何與真理緊密的連結，使我們在基
督裏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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