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课 

教会的继续成长 

在第六课中，我们学习了“旅行书信”——保罗在宣

教旅行期间写的信件。这些书信向我们展现了在那些刚刚

听到福音的地方，初信者所经历的一些困难。同时，它们

也让我们看到，保罗面对假弟兄的强烈抵挡时，为维护自

己作为使徒所拥有的权柄所进行的战争。  

本课我们要学习“狱中书信”——腓利门书、以弗所

书、歌罗西书和腓立比书。这些书信是保罗被监禁在罗马

期间写的（徒 28： 17-31），我们从中看到了教会在这一
段历史时期的状况，它们也进一步为我们展现了保罗的品

格。  

举例来说，以弗所书和歌罗西书的写作对象是那些愿

意获得更多有关基督位格及教会实质教导的信徒。就个人

方面而言，腓利门书表达了保罗对基督徒之间的弟兄关系

和宽仁之心的理解；腓立比书是他个人属灵生活的自画

像。当我们学习这些书信时，将看到教会是如何继续成长

的，同时也将更多地了解保罗以及他对耶稣基督的完全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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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课文大纲  

保罗被监禁  
腓利门书：基督徒之间应彼此饶恕  
以弗所书：荣耀的教会  
歌罗西书：基督的至高权柄  
腓立比书：保罗的见证  

课文目的  

学完本课后，你应能够  
 描述保罗的被捕和被监禁。  
 说明狱中书信与使徒行传和保罗生平之间的关系。  
 理解各“狱中书信”中有关教训和内容。  
 学习完了“狱中书信”，你将进一步理解教会的实质
和基督是主的身份，并接受来自你自己属灵生活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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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学习要领  

1. 学习课文进程并完成习题。  
2. 按照课文指导，阅读腓利门书、以弗所书、歌罗西书
和腓立比书。在第五课中给出的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

的地图上，找到以弗所、歌罗西和腓立比。  
3. 复习本课，完成自测题和第二单元的单元学业报告。 

关键词  
  狱中书信     洁净    代求   偿还   禁欲主义者  

课文进程  

保罗在四卷狱中书信中，都提到了他的被囚或被捆锁

（腓利门书 1 节；以弗所书 3：1，4：1；歌罗西书 1：24，
4： 10；腓立比书 1： 12-13）。尽管保罗不能亲自去探望
建立在歌罗西、腓立比和以弗所地区的教会，但他通过这

些书信牧养他们。  

保罗被监禁  

目标 1．  陈述关于保罗被捕和被监禁的事实。  

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行结束时到达耶路撒冷，并会见

了那里的领袖们（徒 21： 17-19）。他同意带着那四个有
愿在身的人和他自己一起行洁净的礼，为的是要众人都知

道他并没有教导犹太人完全离弃摩西律法（徒 21：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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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正在殿中行洁净礼的时候，受到了众人的围攻。一些来

自亚西亚的犹太人煽动众人反对他，说他将外邦人带到了

禁区，污秽了圣殿（徒 21：27-29）。  
骚动如此之大，以致于罗马的千夫长派他的兵丁去保

护保罗，直到弄清他做了什么惹怒了众人。千夫长为确认

到底发生了什么，允许保罗为自己辩护。然而，保罗在众

人和公会面前的申辩，只是更进一步地激怒了他们。当千

夫长想用鞭子拷问他时，保罗要求给予他作为罗马公民的

权利。这样一来，千夫长将他送到凯撒利亚面见腓力斯巡

抚。腓力斯接手他的案子后却迟迟未作出判决，保罗就在

凯撒利亚的狱中呆了两年。那时又有新巡抚非斯都就任，

保罗的案子得到了重新审理。这时，保罗要求在凯撒面前

受审，随后便被送到了罗马。  

1 复习使徒行传 21—26 章，在笔记本上完成以下练习。 
a) 说出在这几章里保罗为自己辩护的次数，每一次
的听众都是谁，并给出描述事件的参考经文。  

b) 当保罗面对公会的人时，他说他受审是因为他的
一个盼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盼望？（徒 23：
1-10）。  

c) 我们在第五课曾说过，路加写使徒行传的目的之
一是要说明基督教不是反罗马的政治运动。这个

目的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的记载中，

保罗出现在若干个不同掌权者的面前时，这些掌

权者却都认为他没有做任何违背罗马法律的事。

在笔记本上简要写出以下这些人物对保罗的看

法： 1）革老丢吕西亚，徒 23： 28-29； 2）非斯
都，徒 25：19；3）亚基帕和非斯都，徒 26：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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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神曾向保罗启示他将在罗马作见证（徒 23：11）。
这个启示开始多长时间之后保罗才真正抵达罗

马？  

路加福音充分的描述了保罗航海到罗马的行程中，发

生了几件值得注意的事件：一场风暴、船只失事、在米利

大岛保罗被毒蛇咬后却安然无恙的奇迹，以及治愈那里的

许多人（徒 27：13—28：10）。这些事件展示了保罗品格
的另外一些方面，让我们看到他在危险之中和生命受到威

胁之时，所表现出来的镇定和对神的倚靠。  
到达罗马后，保罗被软禁了起来（徒 28：16）。虽然

他无法再去旅行，但仍能自由地向人教导和传讲有关基督

的事（徒 28： 30-31）。使徒行传没有告诉我们保罗在凯
撒面前受审的结果，这可能是写作时路加没有获悉有关这

方面更多的信息。就我们已掌握的证据来看，四部狱中书

信都是保罗被囚禁在罗马时写的。在本课后面的一部分，

我们将查考各卷书信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内容。  

2 使徒行传 21—26 章对保罗被囚禁和去罗马的航程的
记载显示了保罗  
a) 在腓力斯接手他的案子后不几天，便去了罗马。  
b) 在被囚禁期间，不能继续传道。  
c) 利用了他的罗马公民身份，因这一事实有利于他
达到目的。  

d) 没有做任何罗马掌权者认为应该处死的事情。  
e) 在船上告诉人们，他们和他在一起就不会丧失性
命。  

腓利门书：基督徒之间应彼此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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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 回答有关腓利门书的历史背景、内容和意义的问
题。  

保罗被囚期间，认识了阿尼西母，并带领他归主（门

10 节）。阿尼西母是一个从主人家中逃出来的奴隶，保罗
认识他的主人腓利门。当保罗在以弗所时，腓利门可能已

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家可能在歌罗西（或者靠近老底嘉），

他是当地教会的成员（门 1-2；西 4：17）。保罗让阿尼西
母带着一封信——即新约的这卷腓利门书回到他主人那

里，在信中他请求腓利门宽恕阿尼西母。  
腓利门书让我们得以了解许多早期基督徒所生活的

那个社会，奴隶制在当时普遍存在。一些历史学家估计，

在新约时代，罗马帝国大约有近六百万名奴隶。依照罗马

法律，主人可以任意处置他的奴隶。如果奴隶冒犯了他，

他可以用任何酷刑来惩罚他，甚至将他处死。  
在保罗的另外一些书信中，他对奴隶与主人之间的关

系作了教导（弗 6：5-9）。事实上，福音所带来改变生命
的爱的原则以及弟兄关系，最终将使基督徒们一起去结束

奴隶制。毫无疑问，保罗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如林前 7：
21-23 中所展现给我们的一样，他十分重视自由，并鼓励
其他人尽可能地去争取自由。他在信中暗示腓利门希望能

给阿尼西母自由（门 14 节、20 节）。然而，保罗所有书
信（包括腓利门书）的中心目标都没有要求过社会变革。

他教导信徒不管现实环境怎样，都要把福音活出来。  
腓利门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美好而又切实可行的范

例，即在受到严重侵犯的情况下，如何把基督徒的宽容之

心行出来。这封信也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这位使徒对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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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人时所具有的品格。因为在他里面有基督的爱，他把援

助之手伸向一个逃跑的奴隶——一个为大多数社会成员

所藐视、瞧不起的人。他带领他信主，并以雄辩的口才和

机智代他求情，并要替他偿还债务。  

3 在笔记本上简要回答下列问题。  

a) 阿尼西母怎样冒犯了腓利门？  
b) 保罗请求腓利门怎样对待阿尼西母？  
c) 保罗基于什么作出这番请求的？  
d) 保罗对偿还债务问题提出了什么建议？  
 
以下面纲要为指导，通读腓利门书。  
 

腓利门书：基督徒之间应彼此饶恕  

一、保罗的问候。阅读 1-3 节。  
二、保罗感谢腓利门。阅读 4-7 节。  
三、保罗为阿尼西母代求。阅读 8-21 节。  
四、保罗的要求和结束语。阅读 22-25 节。  

保罗通过一位名叫推基古的信徒，把他个人对腓利门

的请求，以及致歌罗西教会和以弗所教会的信送了出去。

阿尼西母在推基古的陪伴下，回到了他主人腓利门的家里

（西 4：7-9；弗 6：21-22）。  

以弗所书：荣耀的教会  

目标 3. 认识以弗所书中的主要教义性教训的陈述和它
的独特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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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当推基古在阿尼西母的陪同下前往亚细亚

时，他身上带着这封给以弗所人的信。这封信表明，保罗

的这种教训针对的是那些已经经过基督徒道路的最初阶

段，并正进一步走向成熟的信徒。  

独特的形式  

一些事实表明，以弗所书原本是保罗写给以弗所地区

所有教会的一封通函。在当时的教会传阅书信是很普通的

事。在保罗早期致哥林多人的信中，他的收信对象不仅仅

是他们，还有“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林后 1：1）。这
意味着哥林多附近的其他教会，也将读到这封信。  

以弗所是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也是著名的女神亚底米

庙的所在地，保罗在这里呆了三年（徒 19： 8-10， 35；
20：31）。由于他工作的果效，以弗所周围的城市中建立
了许多教会。在被监禁期间，保罗为回应这些教会的需要，

写了一封适合所有这些城市的信徒和以弗所信徒的信。他

向他们说明，他们不是彼此隔离的、独立的群体，而是一

个活的有机体的一部分，这个有机体就是基督普世性的身

体，创世以前就存在于神的计划之中了。  
以弗所书的一些古代版本的开头没有“在以弗所”这

个字。这样的话，我们现在所描述的这封信可能是被以弗

所会众所保存的版本。这个事实也解释了为什么信里只提

到以弗所城市的名字，却没有象保罗所惯常的那样，对那

地方教会中的个别人致以个人的问候。当保罗告诉歌罗西

人“也要念从老底嘉来的书信”（西 4：16）时，他心里
还惦挂着以弗所人，这句话可能指的是他的通函，后来又

从老底嘉传到了歌罗西。  



教会的继续成长 185 

 

内容和纲要  

以弗所书与罗马书类似，不是对教会具体问题的回

应，而是对特定教义真理的阐述。罗马书的主题是神的义

（或救恩），而以弗所书的主题是整个教会。罗马书的教

训特别适用于初信者，而以弗所书的教训则是针对那些信

仰更为成熟的基督徒写的。  
以弗所书中，保罗说明了教会的起源，陈述了教会最

终命运的本质，描述了教会成员的行为举止，以及属灵争

战的性质。他所表述的有关教会的真理极其深刻、影响深

远。教会成员在“创世以前”（弗 1：4）就被选定了，他
们的地位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弗 2：6），目
标是“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弗 4：15）。神所有计
划的目的是彰显祂丰盛的恩典，并使所有人都称赞祂的荣

耀（弗 1：6、12、14；2：7）。  
保罗讲了这些真理之后，又描述了信徒应当如何生

活，才能与他们在基督里拥有的属灵地位相称。他的描述

具体、实用而全面。他的写作针对的有个人（弗 4：1—5：
21）、妻子和丈夫（弗 5：22-33）、儿女与父母（弗 6：1-4）、
仆人和主人（弗 6：5-9）。在结束语中，他揭示了属灵争
战的性质以及教会得胜的秘决（弗 6：10-18）。  

4 以弗所书  
a) 可能是写给几个教会的通函。  
b) 针对的是以弗所教会遇到的具体问题。  
c) 描述神对教会的永恒目标。  
d) 写于保罗在以弗所服事期间。  

以下面这个纲要为指导，通读以弗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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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荣耀的教会  

一、教会在神的计划之中。阅读 1：1-14。  
二、教会与神的大能。阅读 1：15—2：10。  
三、教会是神的居所。阅读 2：11-22。  
四、教会是神的启示。阅读 3 章。  
五、给教会的恩赐。阅读 4：1-16。  
六、教会的标准。阅读 4：17—5：21。  
七、教会的行为。阅读 5：22—6：9。  
八、教会的属灵争战。阅读 6：10-24。  

5 在笔记本上画出下表。阅读每段经文，并在空栏中简

要描述教会的特色。已经完成的第一栏是范例。  

荣耀的教会  
参考以弗所书的经文  特色  描述  

1:4  教会的起源  在 世 界 创 立 以 前

就 被 神 拣 选 了  

1:19-20 教会的能力   

1:14； 4:30 教会的印记   
1:22 教会的头   
2:20 教会的根基   

2:10； 5:2,8,15 教会生命   
6:12 教会的仇敌   

6：13-18 教会的属灵

军装  

 

以弗所书中的教导能帮助信徒明白他们怎样才能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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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神永恒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

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弗 1：10）。作为基督的身体——教会的一部分，能在
神的计划中，这是何等的特权啊！保罗激励他的读者，行

事为人要与他们蒙召的恩相称（弗 4：1）。希望他的话语
也激励我们，活出荣耀神的生命来。  

歌罗西书：基督的至高权柄  

目标 4. 认识有关歌罗西书的历史背景和强调的具体教
义。  

歌罗西书与以弗所书写作时间相同，内容也相似，只

是强调的重点不同。歌罗西书是保罗对渗入歌罗西教会的

某些错误教义的回应。推基古把这封信与致腓利门和以弗

所人的信一同送了出去。  

历史背景  

歌罗西是位于以弗所东边的一座城市。保罗从以巴弗

那里了解到歌罗西教会的情况，以巴弗在歌罗西并老底嘉

城和希拉波立城里服事（西 1：7-8；4：12-13）。保罗从
未访问过歌罗西教会，歌罗西人是借着保罗在以弗所服事

时听到福音的，保罗认为他当为这个教会的属灵争战负有

责任（徒 19：10）。  
显然，以巴弗将歌罗西人所接受的某些错误教义告诉

了保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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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2：8）来迷惑他们，
并向他们保证他们可以通过奥秘的启示认识神。这种教训

答应他们对神将有一个特别的认识。这种错误教义被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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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律法条文（西 2： 9-16）、信奉要人故意谦虚和敬拜
天使的理学（西 2： 8、 18-19）、以及服从某些禁欲主义
规条（西 2： 20-23）的人所接受。毫无疑问，这种假教
义听起来像十足的基督教义。  

这种假教义里有关遵守仪文的方面，与犹太人有深远

的关系，它类似于保罗在加拉太书中反驳过的情况，另外

它是当时外邦人各种宗教所持有的信条。事实上，整个教

义否认基督在世间万有中的至高权柄，以及作为教会元首

的应得地位。它用一套人为规条和假谦卑替代了建立在基

督里的真正的生命。  

6 歌罗西书是  
a) 由以巴弗带到歌罗西教会的。  
b) 保罗对有关歌罗西教会的消息的回应。  
c) 写给那些跟从了假教义的信徒们的。  
d) 与罗马书的写作时间相同。  

内容和纲要  

保罗对歌罗西的情况作出了回应。他在信的开头提醒

歌罗西人，他们已经从以巴弗那里听到了真正的福音（西

1：7）。他继续明确了基督的完全神性，以及基督彰显出
来的神的丰盛（西 1：15-20，2：2-10）。接着他揭露了他
们已经接受的假教义（西 2：16-19），向他们解释与基督
的关系是成为圣洁生活的关键（西 2：20—4：6）。  

保罗在整封信中，力求帮助歌罗西人理解基督——万

有的创造者（西 1：16，18）的至高权柄。他清楚明白的
比较了他们所跟从的虚妄教义和蕴藏了一切知识智慧的



教会的继续成长 189 

 

基督的丰盛（西 2：3）。保罗打算让在老底嘉附近的教会
也读到这封信（西 4：16），这将有助于防止那里的信徒
听从同样的错误教义。  

以下面这个纲要为指导，通读歌罗西书。  

歌罗西书：基督的至高权柄  

一、开头的问候。阅读 1：1-2。  

二、基督超越于万有之上。阅读 1：3—2：3。 

三、基督超越于人类宗教之上。阅读 2：4-23。 

四、基督在基督徒生活中居于首位。  
  阅读 3：1—4：6。  

五、结束语。阅读 4：7-18。  

7 选择对歌罗西人信奉的假教义叙述最完整的句子。  
a) 包括有关饮食和特殊日子的仪式的规条的教义。  
b) 由遵守律法条文和禁欲主义的行为和对天使的崇
拜所组成的一种人类宗教。  

c) 一种人为的特殊的宗教体系，接受它的人就会更
属灵。  

8 在笔记本上画出下表，阅读表中所列歌罗西书中的章

节，在中间的空栏中填写基督与右边一栏中所命名的

对象的关系。已经完成的第一项是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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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无上的基督  

参考经文  与基督的关系  对象  

1：15 基 督 是 神 的 像  不可见的神  

1：15  被造物  

1：16  万有  

1：18  教会  

2：15  掌权者和执政者  

为帮助歌罗西人认识他们的错误，保罗所使用的策略

是显明基督的荣耀，宣告他的神性和至高权柄。这本身就

揭露了他们所信奉的假教义的贫乏。他提醒歌罗西人，他

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得了丰盛”（西 2：10）。那些读了他
的信并接受其信息的人，将会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坚持那些

错误的信条了。与这些最初的读者相比，歌罗西书的信息

对于当今时代的我们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像他们

一样使我们的属灵生活以基督为中心，我们还必须把基督

作为那唯一具有治理万有权柄的和全体教会之首的来敬

拜。  

腓立比书：保罗的见证  

目标 5．  掌握有关腓立比书的历史背景、内容及教训。  

腓立比书激昂地抒发了保罗的个人情感和雄心壮志，

向我们展示了构成他事工基础的价值观和思想理念。这封

信证明保罗与受书信徒之间，存在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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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开始就以忠诚待他。  

历史背景  

腓立比书的写作时间显然要比腓利门书、以弗所书和

歌罗西书迟一些，可能是保罗在罗马的两年软禁生活快要

结束时写的（徒 28： 30-31）。他告诉腓立比人希望再次
去探望他们，这表明他期望自己的案子被审理之后能够获

释（腓 1：23-26）。他的期望说明案子可能很快就会得到
审理。  

腓立比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到达欧洲大陆时访问

的第一个城市（徒 16：6-40），它是罗马的殖民地，也是
这一地区的重要城市。保罗在那儿带领一些人归向基督，

其中包括吕底亚、腓立比狱卒及其全家（徒 16：14-15，
31-34）。显然，这个城市的犹太人极少，路加从未提及那
里有犹太人会堂，也没有记载犹太人的任何抵挡。保罗通

常都会在他传道的城市里遇到犹太人抵挡。保罗离开腓立

比后，路加留下来可能是为了牧养这些新的信徒团契，后

来他又重新与保罗会合。（注意路加在徒 16： 11-12， 40
中使用的“我们”、“他们”。“我们”一词直到徒 20：5-6
才重新出现）。  

9 阅读腓 4：10-18，在笔记本上回答下面这个问题。腓
立比人做了些什么来表达对保罗的爱和关心，？  

内容和纲要  

腓立比书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保罗的思

想和心灵，表明了他对所处环境的态度（腓 1：12-18），
他效仿的榜样（腓 2：1-12），他追求的目标（腓 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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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持守的信心（腓 4：12-13，19）。  
除了这些个人方面的主题外，全信还另外贯穿了两个

主题——福音和喜乐。尽管保罗的处境困难而压抑，但他

的心里仍满有喜乐（腓 2：17；4：10），还几次鼓励腓立
比人要喜乐（腓 2：18；3：1；4：4）。他没有详述自己
的被囚，却把注意力放在福音的传播上（腓 1：12-18）。
他告诉他的读者，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相称（腓 1：27），
并且提到福音事业的几位同工的名字（腓 4：3）。  

腓立比书 2：5-11 是这封信的一个重要段落，与约翰
福音 1 章、希伯来书 1—2 章以及歌罗西书 1 章一样，明
确了基督的神性，并帮助我们理解基督道成肉身时所发生

的事情。当我们阅读它前面的几节经文时会发现保罗把它

写在这里是有特别的理由的。  

10 阅读腓 2：1-11，在笔记本上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保
罗为什么要在信里这样描述基督？  

以下面这个纲要为指导，通读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保罗的见证  

一、保罗的祷告。阅读 1：1-11。  
二、保罗的处境。阅读 1：12-26。  
三、保罗的劝诫。阅读 1：27—2：18。  
四、保罗的计划。阅读 2：19-30。  
五、保罗的警诫。阅读 3：1—4：1。  
六、保罗的恳求。阅读 4：2-3。  
七、保罗的榜样。阅读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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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罗的致谢。阅读 4：10-23。  

11 腓立比书……. 
a) 表达了保罗对腓立比人帮助自己送来的馈赠的感
激。  

b) 展现了保罗的许多个人情感、价值观与雄心大志。 
c) 可能写于保罗被软禁在罗马两年刚开始的时候。  
d) 是写给那些认识并爱戴保罗的信徒们的。  
e) 对教会的教义作了详细的解释。  

对保罗来说，他的生活与他的教训是完全一致的。他

毫无保留地告诉腓立比人要效仿他的榜样，并要去实践他

们从他身上所学到、看到的一切（腓 3：17；4：9）。我
们也能这样做吗？  

保罗活着就是基督（腓 1：21）。他的见证告诉我们，
对一个完全将生命奉献给神的人而言，神的恩典是何等的

大！  



 

 

自测题  

1 搭配题。将书信的名称（右边）与其大纲题目或有
关其历史背景和内容的事实（左边）相搭配。  

.. ...a 最初是写给亚细亚地区的所有
教会的通函  

.. ...b 标题：基督的至高权柄  

.. ...c 以个人的名义，写信请求主人
宽恕冒犯的奴隶  

.. ...d 标题：荣耀的教会  

.. ...e 写给保罗在欧洲大陆访问的第
一座城市的信徒  

.. ...f 特别描述了教会的属灵军装和
争战  

.. ...g 标题：保罗的见证  

.. ...h 内容与以弗所书相似，但是为
纠正某个错误教义而写  

.. ...i 保罗愿意为阿尼西母偿还任何
债务  

.. ...j 为抵挡包括天使崇拜在内的假
教义而写  

.. ...k 标题：基督徒彼此饶恕之心的
实际应用  

.. ...l 有一段重要的经文，说明基督
是谦卑的一个具体榜样。  

1）腓利门书  
2）以弗所书  
3）歌罗西书  
4）腓立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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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题。判断下列句子的正误并改错。  

.. ...2 路加对保罗被捕和受审的描述，说明基督教对罗马
政权具有一定的威胁。  

路加对保罗被捕和受讯的描述，说明基督教  
…………………………………………………………… 

.....3 腓利门书、以弗所书、歌罗西书和腓立比书被称为
“狱中书信”，因为它们都是写给正在遭受逼迫的信

徒们的。  

腓利门书、以弗所书、歌罗西书和腓立比书被称为

“狱中书信”，因为  
…………………………………………………………… 

.....4 “狱中书信”是保罗完成第三次宣教旅行后来到罗
马等待审讯时写的。  

“狱中书信”是保罗  
…………………………………………………………… 

.....5 腓利门书展珰了保罗对一个陷于错误教义中的教会
的关心。  

腓利门书展现了保罗对  
…………………………………………………………… 

.....6 腓利比书 2：5-11 与约翰福音 1 章、希伯来书 1—2
章，以及歌罗西书 1 章同样重要，它明确了基督的
神性并描述了基督再来之前将要发生的事情。  

腓利门书 2：5-11 与约翰福音 1 章、希伯来书 1—2
章，以及歌罗西书 1 章同样重要，它明确了基督的
神性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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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以弗所书与罗马书相似，是为说明某个教义真理而
写，而不是为指导解决教会的具体问题。  

以弗所书与罗马书相似，是为说明某个教义真理而

写，  
…………………………………………………………… 

.....8 保罗为帮助歌罗西人明白他们正信奉一种错误教
义，所采用的策略是：点出那些主张这种错误教义

者的名字并告诉歌罗西人提防他们。  

保罗为帮助歌罗西人明白他们正信奉一种错误教

义，所采用的策略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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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答案  

6  b) 保罗对有关歌罗西教会的消息的回应。  
c) 写给那些跟从了假教义的信徒们的。  

1  a）   保罗为自己辩护了 5 次：1）在圣殿前抓着他的
那些人面前（21：37—22：22）；2）在公会前（23：
1-10）； 3）在腓力斯面前（ 24： 1-23）； 4）在非
斯都面前（25：1-12）；5）在亚基帕王面前（26：
1-32）。  

b）  盼望死人复活。  
c） 1）革老丢吕西亚说，这个指控针对的是有关犹

太律法的问题。  
2）非斯都说，对于宗教信仰，以及保罗所说的从
死里复活的耶稣，犹太人与保罗的看法有分

歧。  
3）亚基帕和非斯都认为，保罗没有犯什么该死该
绑的罪。  

d）  大约两年  
7 b) 由遵守律法条文⋯⋯所组成的一个人类宗教。  
2 c) 利用了他的⋯⋯一事实有利于他达到目的时。  

d) 没有做任何罗马掌权者认为应该处死的事情。  
e) 在船上告诉人们⋯⋯一起，他们不会丧失性命。  

8 （你的答案要与下面的回答相似）  
1：15：基督是不可见的神的象。  
1：15：基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1：16：基督是万物的创造者。  
1：18：基督是教会的头。  
2：15：基督是所有掌权者和执政者的征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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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的答案要与下面回答相似）  
a）  阿尼西母从他家逃走，并且可能偷走了他的一些
财产（15，18 节）。  

b）  保罗要求腓利门象对待他一样去接纳阿尼西母，
并待他如弟兄（16，17 节）。  

c）保罗的请求基于爱。（第 9 节）  
d）他告诉腓利门将阿尼西母所欠的都归在他的帐
上。（保罗替他人偿债的心愿表明了一种基督式

的态度，不是吗？）  
9 （你的答案要与下面的回答相似）  
他们与他同受患难（第 14 节），当他在帖撒罗尼迦
时，给他帮助（第 16 节），在他被囚禁时给他馈赠
（第 18 节）。  

4 a) 可能是写给几个教会的通函。  
c) 描述神对教会的终极目标。  

10 （你的答案要与下面的回答相似）  
是为了给腓立比人提供一个谦卑的榜样。他能有比

这更生动或更吸引人的榜样供以选择吗？  
5 （你的答案要与下面的回答相似）  

起源：在世界创立以前就被神拣选了。  
能力：象神使基督复活的能力。  
印记：圣灵。  
头：基督。  
根基：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为房角

石。  
生活：要行善，有爱心，充满光明和智慧。  
仇敌：世间和天上的恶魔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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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装：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真理、公义、平安、

信德、救恩和神的道。  
11  a) 表达了保罗对他们为帮助自己而送来的馈赠的感

激。  
b) 展现了保罗的许多个人情感、价值观与雄心大志。 
d) 是送给那些认识并爱戴保罗的信徒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