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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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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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信 (II)”

(腓立比書 2:19-30)

邓牧師



“马拉松比赛”的历史传奇?

• 490 B.C. 马拉松战役: 胜利的 “福音”

• 腓德庇底 Pheidippides: “雅典的國民”

“耶穌被釘十架”的历史事實?!

A.D. 33 各各他 “战役”: 胜利的 福音

• 以巴弗提: 天上的国民

• 腓 2:30 “因他為做基督的工夫幾乎至死, 
不顧性命, . . . ”

• 腓 2:8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
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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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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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基督的福音的委身 (1:27):

• v. 22 提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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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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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摩太的榜樣 (vv. 19-24)

v. 21 “不求自己的事, 乃求耶穌基督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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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同勞; 興旺福音”



以巴弗提的榜樣 (腓 2:25-30)

•經文背景

• 腓立比教會的奉獻

• 途中重病, 生死抉擇

• 打道回府, 保全性命?

• 勇往直前, 不顧性命!

• 托人帶信, 請求代禱 (腓立比教會)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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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保羅的需要: “. . 看别人比自己强 (重要)”



以巴弗提的榜樣 (腓 2:25-30)

• 腓立比教會的奉獻:

• 愛心 (教會) + 血汗 (以巴弗提)

• “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从
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拿来奉给大
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
， 17 说：“耶和华啊，这三个人冒死去
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
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是三个
勇士所做的事。”

• 為 “大卫的兒子” -- 流血流汗; 冒死打拼?



以巴弗提 (耶穌的勇士)的榜樣 (2:25-30)

为主受苦, 至死忠心 (1:29): 三個祝福

• 真诚的友谊 (2:25-26, 27-28)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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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憐恤我, 免得我憂上加憂.”

• 28 “叫你們再見他就可以喜樂, . . .”

• Zion Farewell Party



以巴弗提: 为主受苦, 至死忠心 (vv. 25-30)

• 真诚的友谊 (vv. 25-26, 27-28)

• 上帝的怜恤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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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喜乐与尊重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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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
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以巴弗提: 为主受苦, 至死忠心 (vv. 25-30)

• 真诚的友谊 (vv. 25-26, 27-28)

• 上帝的怜恤 (v. 27)

• 喜乐与尊重 (v. 29)

• 可 8:35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 撒上 2:30 “因为尊重我的, 我必重看他; 
藐视我的, 他必被轻视.”

• 约 12:25-26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若
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提摩太: 同心同勞; 興旺福音 (vv. 19-24)

以巴弗提: 为主受苦; 至死忠心 (vv. 25-30)

對比 (v. 21)

“別人都求自己的事, 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

耶穌的呼召

• 青年人

• 大学生

• 上班族

• 中年人

• 退休人

• 城市, 農村, 教牧, 長執, 出口, 工人



提摩太: 同心同勞; 興旺福音 (vv. 19-24)

以巴弗提: 为主受苦; 至死忠心 (vv. 25-30)

“不求自己的事, 乃求耶穌基督的事.”

• “弟兄胜过它,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
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 C. T. Studd (1860-1931): 中國, 印度, 非洲

• "If Jesus Christ is God and died for me, 
then no sacrifice can be too great for me 
to make for Him.”

• Only one life, ’twill soon be past, 

Only what’s done for Christ will last.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田地裡的莊稼”



田地裡的莊稼 , 一片片地成熟 , 

見不到收割人.

家主心裡焦急 , 焦急如同火燒 ,

尋不見同心人.

見到許多工人 , 費才費力為己,

並不是專愛神.

擁擠主時有人 , 主需用時無人,

怎不叫主傷心?

(副歌) 誰體貼主的心 ? 誰體貼主的心?

誰合乎主需用? 誰使主心歡欣 ?



滿山遍野都是 , 迷失路的羊群,

見不到牧羊人.

飢渴受傷而死 , 被獸踐踏吞吃,

流離飄蕩流離.

羊群分散失迷, 你仍推脫逃避 ,

怎叫主心歡喜?

主在千萬人中, 竟找不到幾個,

合神心意的人.

(副歌) 誰體貼主的心 ? 誰體貼主的心?

誰合乎主需用? 誰使主心歡欣?

誰使主心歡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