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RIPTURE

讀經



Philippians 腓立比書

2:19-30

(p. 1789)

2:21 “別人都求自己的事, 並不求耶穌基督
的事.”



19 我靠主耶穌指望快打發提摩太去見你
們，叫我知道你們的事，心裡就得著安
慰。 20 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實在
掛念你們的事。 21 別人都求自己的事，
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 22 但你們知道提
摩太的明證，他興旺福音與我同勞，待
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 23 所以，我一看
出我的事要怎樣了結，就盼望立刻打發
他去； 24 但我靠著主，自信我也必快去
。



25 然而, 我想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
裡去, 他是我的兄弟, 與我一同做工一同當
兵, 是你們所差遣的, 也是供給我需用的.
26 他很想念你們眾人, 並且極其難過, 因為
你們聽見他病了. 27 他實在是病了, 幾乎要
死, 然而神憐恤他, 不但憐恤他, 也憐恤我,
免得我憂上加憂. 28 所以我越發急速打發
他去, 叫你們再見他就可以喜樂, 我也可以
少些憂愁. 29 故此, 你們要在主裡歡歡樂樂
地接待他, 而且要尊重這樣的人, 30 因他為
做基督的工夫幾乎至死, 不顧性命, 要補足
你們供給我的不及之處.







“8/18/2013 (Sun): 受浸入會”

1:30pm

五位弟兄姊妹



SERMON

信息

8/11/13



“推荐信”

(腓立比書 2:19-30)

邓牧師



讣文:

• 歌功颂德: 

• 高官! 大事! 頭銜! 學位! 出色子女! . . . 

• “地上的國民”

• 腓 3:20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
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从天上降临.”

天上的国民: 讣文?

XXX

“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參閱: 腓立比書 1:27-2:18)



天上的国民: XXX

“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參閱: 腓立比書 1:27-2:18 保羅的勸勉)

• A 齊心努力, 興旺福音 (1:27-30)

• B 同心合意, 謙卑捨己 (2:1-4)

• C 效法基督, 十字歸路 (2:5-11)

• B’ 敬畏順服, 長大成熟 (2:12-13)

• A’ 光明之子, 喜樂事奉 (2:14-18)



天上的国民: 提摩太, 以巴弗提 (腓 2:19-30)

“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 勸勉 (1:27-2:18)

• 榜样 (2:19-30)

• 言教 + 身教

•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
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
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
前头的路程.”



天上的国民: 提摩太, 以巴弗提 (腓 2:19-30)

“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 勸勉 (1:27-2:18)

• 榜样 (2:19-30)

• 言教 + 身教

•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
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马
利亚,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

• 好见证? 好榜样?

• 英雄俠女? 粉丝? 追蹤? 追星族? (3 hrs/3 min)



天上的国民: 提摩太, 以巴弗提 (腓 2:19-30)

保罗的推荐信: 推荐他的两位同工

• 两位天国的模范公民?

• 学历? 才干? 成就? 恩赐? 背景? . . .

• 对基督的福音的委身 (1:27):

• v. 22 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 他興旺
福音與我同勞, 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

• 以巴弗提 : 因他為做基督的工夫幾乎至
死, 不顧性命, 要補足你們供給我的不及
之處 (v. 30).



模范公民: 提摩太, 以巴弗提 (腓 2:19-30)

• 宣教士的近況 (1:12-26)

• 宣教士的勸勉 (1:27-2:18)

• 宣教士的計畫 (2:19-30)

• vv. 19-24 将来的探望 (“我的事” v. 23)

• 差遣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

• 我深信, 我自己也要快快去

• vv. 25-30 立刻的探望 (“必須 /越發” 25, 28)

• 派遣以巴弗提回去

• 这一封信: 腓立比书



将来的探望: 提摩太 (腓 2:19-24)

• v. 19 我靠主耶穌指望快打發提摩太去見你
們, 叫我知道你們的事, 心裡就得著安慰.”

• v. 24 “但我靠著主, 自信我也必快去.”

保羅的榜樣

• “靠主耶穌”/“靠著主”: 與主連結

• 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
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

• “叫我 . . 得著安慰”: 與教會連結

•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 你们就是我
的喜乐, 我的冠冕! 我亲爱的弟兄, . .”



将来的探望: 提摩太 (腓 2:19-24)

保羅的榜樣: 與主連結; 與教會連結

提摩太的榜樣 (vv. 20, 22)

• v. 20 “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 實在掛
念你們的事.”

• v. 22 “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 他興旺
福音與我同勞, 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

• “與我同心/與我同勞”: 與同工連結

• “掛念你們的事 1:27”: 福音相稱的生活

• “興旺福音”的事: 子隨父業的事奉



提摩太的榜樣 (腓 2:19-24)

提摩太的對比 (v. 21)

“別人都求自己的事, 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

• 1:15-17 “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 那
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 (私心), 并不诚实

• 2:3-4 凡事结党, 贪图虚浮的荣耀, 各人单
顾自己的事!”

• 2:14 凡所行的, 都发怨言, 起争论



提摩太的榜樣 (v. 21)

“不求自己的事, 乃求耶穌基督的事.”

• “无论何人,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 乃要求别
人的益处. . . 就好像我, 凡事都叫众人喜
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叫
他们得救.” “爱是 . . . 不求自己的益处.”

• “我们坚固的人, 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
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 2我们各人务要叫
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 3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 “存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重要)”



提摩太的榜樣 (vv. 20-22)

v. 21 “不求自己的事, 乃求耶穌基督的事.”

“存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重要)”

• v. 20 “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 實在掛
念你們的事.”

• v. 22 “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 他興旺
福音與我同勞, 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

• “掛念教會 ”

• “興旺福音”



保羅/提摩太的團隊: 求耶穌基督的事

“同心同勞; 興旺福音”

• 1:27 “听见你们的景况, 知道你们同有一个
心志, 站立得稳, 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 CBCOC 弟兄姐妹

• 三堂之間

• 牧者長執

• 團契小組

• 夫妻家庭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



保羅/提摩太的團隊: 求耶穌基督的事

“同心同勞; 興旺福音”

• 中國: 兩姊妹團隊

• 學生事工

• 印度: 三劍客團隊 (“Serampore Trio”)

• 宣教事工

• William Carey – 近代宣教之父

• “Young man, sit down!  When God 
pleases to convert the heathens, he will 
do it without your aid or mine!” 



保羅/提摩太的團隊: 求耶穌基督的事

“同心同勞; 興旺福音”

• 印度: 三劍客團隊 (“Serampore Trio”)

• 宣教事工

• William Carey – 近代宣教之父

•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 19th century: “Great Century” for foreign 
missions



保羅/提摩太的團隊: 求耶穌基督的事

“同心同勞; 興旺福音”

• 印度: 三劍客團隊 (“Serampore Trio”)

• 宣教事工

• The unity of “Serampore Trio”

• Joshua Marshman, William Ward, and 
William Carey

• “All things in common” (Acts 2)

• “The pledge of love” on Saturday night

• “看 哪 , 弟 兄 和 睦 同 居 是 何 等 地 善 , 
何 等 地 美! “



保羅/提摩太的團隊: 求耶穌基督的事

“同心同勞; 興旺福音”

这里有神的同在

“这里有神的同在, 噢! 这里有神的言语, 

这里有圣灵的恩膏, 这里是另一个天地.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 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如同那黑门的甘露, 降在锡安山地.,

爱在这里, 和平在这里. 

光明在这里, 生命在这里.

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都在这里.

你若想要得到它, 在耶稣基督里.”



保羅/提摩太的團隊: 求耶穌基督的事

“同心同勞; 興旺福音”

• The unity of “Serampore Trio”

• Schools

• Printing shop

• Bible translation

• Evangelism by 1818 (after 25 years):

• 600 baptized

• A few thousand in classes and services



保羅/提摩太的團隊: 求耶穌基督的事

“同心同勞; 興旺福音”

19 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
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
父必为他们成全。 20 因为无论在哪里，有
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
们中间。”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67 

“Blest Be the Tie That Binds”

“彼此連合”



#367 Blest Be the Tie That Binds 1/4

兄弟相愛相親, 須要心誠意真

彼此連合同意同心, 正如天上良民

Blest be the tie that binds 

Our hearts in Christian love;

The fellowship of kindred minds 

Is like to that above.



#367 Blest Be the Tie That Binds 2/4

在父寶座之前, 盡心盡力祈求

一樣盼望一樣懼怕, 一樣安慰憂愁

Before our Father's throne

We pour our ardent prayers;

Our fears, our hopes, our aims are 
one,

Our comforts and our cares.



#367 Blest Be the Tie That Binds 3/4

我也將你體諒, 你也代我擔當

倘或見人愁苦非常, 大家都要心傷

We share each other's woes,

Each other's burdens bear;

And often for each other flows 

The sympathizing tear.



#367 Blest Be the Tie That Binds 4/4

在天永無愁苦, 罪孽毫無存留

愛心全備情誼深厚, 永享快樂無休

From sorrow, toil, and pain,

And sin we shall be free;

And perfect love and joy shall reign

Through all eter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