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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ians 腓立比書

2:1-18

(pp. 1788-1789)

2: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2:1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愛心
有什麼安慰，聖靈有什麼交通，心中有
什麼慈悲憐憫， 2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
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
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3 凡事不可
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
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4 各人不要
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5 你們
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6 他本有神的形
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7反倒虛
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



8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
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9所以神將他升
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10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11無不口稱耶穌基
督為主,使榮耀歸於父神. 12這樣看來,我
親愛的弟兄, 你們既是常順服的, 不但我
在你們那裡,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
更是順服的, 就當恐懼戰兢, 做成你們得
救的工夫. 13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
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14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15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
曲悖謬的世代做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
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16 將生
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
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 17 我以你
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我若被澆奠在
其上，也是喜樂，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
喜樂。 18 你們也要照樣喜樂，並且與我
一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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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萬事興
• 看哪,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 何等地美.

• “若一国自相纷争, 那国就站立不住; 若一
家自相纷争, 那家就站立不住.”

• “要谨慎, 若相咬相吞, 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腓立比書 1:27-2:18保羅的勸勉

教會合一的重要 (1:27)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叫
我或來見你們, 或不在你們那裡, 可以聽見
你們的景況 : 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 站立
得穩, 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腓立比書 1:27-2:18保羅的勸勉

1:27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 叫我或來見你們, 或不在你們那裡, 可以聽
見你們的景況 : 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 站
立得穩, 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合一的重要

• 保羅最關切的: 腓立比城的福音

• 福音興旺
• 站立得穩

• 橙縣的福音: CBCOC的合一

• 貝市的福音: 一家三口



腓立比書 2 章合一的重要

• 合一基礎 (v. 1): 神的同在

• 合一表現 (vv. 2-4): 同心合意, 謙卑捨己

• 合一榜樣 (vv. 5-11): 效法基督, 十字歸路

• 合一目標 (vv. 12-13): 敬畏順服, 長大成熟

• 合一目標 (vv. 14-18): 光明之子, 喜樂事奉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既然蒙召, 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2 凡事谦虚, 温柔, 忍
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3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
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 1:27-30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
相稱: . .你們蒙恩, 不但 . . . 並要為他受苦.”

2:1-4合一的重要

“所以, 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 愛心有什麼
安慰, 聖靈有什麼交通, 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

• 基礎 (v. 1): 經歷三一真神的同在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就是
发慈悲的父, 赐各样安慰的神！ 4 我们在一
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
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5 我们既
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2:1-4合一的重要

“所以, 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 愛心有什麼
安慰, 聖靈有什麼交通, 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

基礎 (v. 1): 經歷三一真神的同在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 他就安慰我们, 叫我们能
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5 
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 就靠基督多得安慰.”

•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约一 4:19)

•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 追求聖靈充滿: 教會分裂?



2:1-4合一的重要

“所以, 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 愛心有什麼
安慰, 聖靈有什麼交通, 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

基礎 (v. 1): 神的同在

表現 (vv. 2-4): 同心合意, 謙卑捨己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 愛心相同, 有一樣的心
思, 有一樣的意念, 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3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
心謙卑,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4 各人不要單
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 合一的基礎 (v. 1): 神的同在
• 合一的表現 (vv. 2-4): 同心合意, 謙卑捨己
“2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 愛心相同, 有一樣的
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3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
心謙卑,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重要]. 4 各人
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 同心合意 (v. 2): 聖靈的果子
• 謙卑捨己 (vv. 3-4): 我信主的關鍵
• Kenneth Kantzer &  Carl Henry
• “How on earth can anyone be arrogant 

when standing beside the cross?”



• 合一的基礎 (v. 1): 神的同在
• 合一的表現 (vv. 2-4): 同心合意, 謙卑捨己

合一的榜樣 (vv. 5-11)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耶稣的印记)
“6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
奪的, 7 反倒虛己, 取了奴僕的形象, 成為人
的樣式; 8 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
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 . .”

效法基督, 十字歸路
• “虛己, 卑微”: 謙卑捨己, 同心合意 (vv. 2-4)
• “順服至死”: 敬畏順服, 長大成熟 (vv.12-13)



• 合一的榜樣 (vv. 5-11): 效法基督, 十字歸路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耶稣的印记)
“8 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以
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 . .”

合一的目標 (vv. 12-13)
12 這樣看來, 我親愛的弟兄, 你們既是常順
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
們那裡, 更是順服的, 就當恐懼戰兢, 做成你
們得救的工夫. 13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
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12 這樣看來, 我親愛的弟兄, 你們既是常順
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
們那裡, 更是順服的, 就當恐懼戰兢, 做成你
們得救的工夫. 13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
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 合一的目標 (vv. 12-13): 敬畏順服, 長大成熟

• 人的努力 (v. 12): 不可偷懶!

“亲爱的弟兄啊, . 这等应许, 就当洁净自己, 除
去身体, 灵魂一切的污秽, 敬畏神, 得以成圣.”

• 神的恩典 (v. 13): 不可自誇!



• 合一的目標 (vv. 14-18): 光明之子, 喜樂事奉

“14凡所行的, 都不要發怨言, 起爭論, 15使你
們無可指摘, 誠實無偽, 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
做神無瑕疵的兒女.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 好像
明光照耀,”

光明之子(vv. 14-15):不像曠野一代

• 出 16:12; 申命记 32:5; 但以理书 12:3
“他是磐石, 他的作为完全, 他所行的无不公平
, 是诚实无伪的神, 又公义又正直. 5 这乖僻弯
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 有这弊病, 就不是他
的儿女! 6 愚昧无知的民哪, 你们这样报答耶
和华吗? 他岂不是你的父, 将你买来的吗?”



• 合一的目標 (vv. 14-18): 光明之子, 喜樂事奉
• 光明之子 (vv. 14-15): 保羅的誇口 (v. 16)

“16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
好誇我沒有空跑, 也沒有徒勞.”

“17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 我若被澆
奠在其上, 也是喜樂, 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
樂.18你們也要照樣喜樂, 並且與我一同喜樂.”
喜樂的事奉 (vv. 17-18): 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 “供獻的祭物”: 主角
• “澆奠在其上”: 配角

工人與教會的美景!



1:27-2:18 與基督的福音相稱的生活

• A (外交)齊心努力, 興旺福音 (1:27-30)

• B (內政) 同心合意, 謙卑捨己 (2:1-4)

• C (國憲)效法基督, 十字歸路 (2:5-11)

• B’ (內政)敬畏順服, 長大成熟 (2:12-13)

• A’ (外交) 光明之子, 喜樂事奉 (2:14-18)

CBCOC: 橙縣的天国公民測驗

• 對內 (B & B’): 合一? 長進? 喜樂?

• 對外 (A & A’): 福音? 見證? 受苦?



CBCOC: 橙縣的天国公民測驗

• 對內: 合一? 長進? 喜樂?

• 對外: 福音? 見證? 受苦?

我三姊的復興: 回到教會中

• 退修會: “信心為供獻的祭物”

• 病床上: 苦難神學院

• 對內: 與母親和好

• 對外: 家人信主

• 三姊夫信主, 成長, 執事

• 追思禮拜: 兩個朋友分享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36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求主容我與你同行”



#336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1/4

求主容我與你同行, 甘願自卑服事他人

求主示我服事祕訣, 教我忍耐克服艱辛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In lowly paths of service free;

Tell me thy secret help me bear 

The strain of toil, the fret of care.



#336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2/4

我心剛硬求主軟化, 常以愛言感化我心

不容我腳偏行己路, 歸向救主行走天程

Help me the slow of heart to move

By some clear, winning word of love;

Teach me the wayward feet to stay,

And guide them in the homeward way.



#336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3/4

求主教我學你忍耐, 與主相親與主同在

工作之時加我信心, 使我剛強將敵戰敗

Teach me Thy patience: still with Thee

In closer, dearer company,

In work that keeps faith sweet and strong,

In trust that triumphs over wrong.



#336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4/4

求主助我盼望常存, 展望前途遠大光明

無上平安惟主能賜, 主啊容我與你同行

In hope that sends a shining ray

Far down the future's broadening way,

In peace that only Thou canst give,

With Thee, O Master, let me live



#336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1/4

求主容我與你同行, 甘願自卑服事他人

求主示我服事祕訣, 教我忍耐克服艱辛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In lowly paths of service free;

Tell me thy secret help me bear 

The strain of toil, the fret of care.



#336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2/4

我心剛硬求主軟化, 常以愛言感化我心

不容我腳偏行己路, 歸向救主行走天程

Help me the slow of heart to move

By some clear, winning word of love;

Teach me the wayward feet to stay,

And guide them in the homeward way.



#336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3/4

求主教我學你忍耐, 與主相親與主同在

工作之時加我信心, 使我剛強將敵戰敗

Teach me Thy patience: still with Thee

In closer, dearer company,

In work that keeps faith sweet and strong

In trust that triumphs over wrong.



#336 O Master, Let Me Walk with Thee 4/4

求主助我盼望常存, 展望前途遠大光明

無上平安惟主能賜, 主啊容我與你同行

In hope that sends a shining ray

Far down the future's broadening way,

In peace that only Thou canst give,

With Thee, O Master, let me l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