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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Philippians 腓立比書

4:1-9

(p. 1791)

4:4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
要喜樂！ .”



4:1 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們，你們就是
我的喜樂，我的冠冕。我親愛的弟兄，
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2 我勸尤阿迪婭
和循都基要在主裡同心。 3 我也求你這
真實同負一軛的，幫助這兩個女人；因
為她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還有
革利免並其餘和我一同做工的，他們的
名字都在生命冊上。

4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
喜樂！ 5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
主已經近了。



6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
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7 神
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8 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
、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
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
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9 你們在我
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
所看見的，這些事你們都要去行，賜平
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





10/20 (Sun) 12:15pm-4pm 流感預防注射

11/3 (Sun) 8:30am       新朋友主日
11/9 (Sat) 9am-12pm  同工會: 小組事工
11/23 (Sat) 5:30pm      感恩節見證會

12/22 (Sun), 10am  聖誕崇拜 , 洗禮/入會
11/17 (Sun) 會員班



SERMON

信息

10/20/13



“平安雙臂 Two Arms of Peace”

(腓立比書 4:4-9)

邓牧師



你擔憂嗎? 懼怕嗎? 不安嗎? 焦慮嗎?

• The Age of Anxiety 焦慮的世代

• 科技, 資訊: 高枕無憂?

• 過去的遺憾, 現在的掙扎, 未來的不安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 The Gospel of Peace 和平的福音

•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
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
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约 14:27)

• “不像世人所赐的”: 出人意外的平安



你焦慮嗎? – 經歷耶穌的平安 (和平的福音)

末了的勸勉: 連珠炮式的命令句 (4:4-9)

• 靈性 (敬虔) 生活: 全心愛神 (vv. 4-7)

• v,. 7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
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 智慧 (道德) 生活:  愛人如己 (vv. 8-9)

• V. 9 “賜平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

• “福音相稱/天國公民的生活” (1:27; 3:20)

• 靈性 (敬虔) 生活 (4:4-7)

• 智慧 (道德) 生活 (4:8-9)



雷電交加的夜晚: 父親的雙臂

人生: 雷電交加的夜晚?

經歷耶穌 (神) 的平安 (和平的福音):

• 平安的神的雙臂 (4:4-9)

• 靈性 (敬虔) 生活: 全心愛神 (vv. 4-7)

• 智慧 (道德) 生活:  愛人如己 (vv. 8-9)

以賽亞書 41:10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
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我必
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
手扶持你.”



靈性 (敬虔) 生活: 全心愛神 (vv. 4-7)

v. 4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 . 你們要喜樂!”

喜樂的信仰: 非 “馬臉”

•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 (Shout for Joy). 2 
你们当乐意 (with gladness)侍奉耶和华，
当来向他歌唱 (with joyful songs).”

• 腓立比書: 喜樂的主題
• 1:4 欢欢喜喜地祈求

• 1:18 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为此我就欢喜

• 2:17-18 我若被浇奠在其上, 也是喜乐,

• 3:1 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 你们要靠主喜乐



v. 4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 . 你們要喜樂!”
• 喜樂的源頭: 靠主, 非 “靠環境”
• 赛 12:2-3 “看哪! 神是我的拯救, 我要倚靠他, 
并不惧怕. 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
的诗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3 所以你们必
从救恩的泉源欢然 (with joy) 取水.”
• 罪得赦免, 神的兒女, 聖靈充滿, 今世百倍
來世永生, . . . 

• 該死, 該滅亡 预定復活, 得永生

源頭?
“在你面前,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 有永

远的福乐.”



靈性 (敬虔) 生活: 全心愛神 (vv. 4-7)

v. 4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 . 你們要喜樂!”

• 喜樂的源頭: 靠主, 非 “靠環境”

• 喜樂的時後: 常常, 非 “暫時, 感覺”
• 保羅的環境: 牢獄之災 (使 16; 腓 1)

• 腓立比教會的環境: 內憂外患

• 患難中喜樂: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
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4 忍耐生老练, 老
练生盼望, 5 盼望不至于羞耻, . . .”

• “约伯”: “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
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靈性 (敬虔) 生活: 全心愛神 (vv. 4-7)

v. 4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 . 你們要喜樂!”

• 喜樂的源頭: 靠主, 非 “靠環境”

• 喜樂的時後: 常常, 非 “暫時, 感覺”

甚至含著淚水, 我們能, 我們要

靠主常常喜樂!
“耶稣基督昨日, 今日, 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 以神的好處為樂!

• 以神為樂!



靈性 (敬虔) 生活: 屬靈人 (v. 5)
v. 5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 主已經近了”
• “眾人知道”你的? -- Facebook
• 才貌雙全, 學位, 成就, 恩賜, 地位, . . . 
• “Somebody, not Nobody!” (I: 立德, 功, 言)
• 眾人知道你們的謙讓: 謙虛, 忍讓
•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
要存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虚己, 卑微
•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 “I am nobody; you are somebody.”

CBCOC: 謙讓的教會?



v. 5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 主已經近了”

• 眾人知道你們的謙讓: 謙虛, 忍讓
• 原因: “主已經近了” 主的再來
• 彼得前书 2 “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
诈; 23 他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 罗马书 12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申冤, 宁
可让步, 听凭主怒; 主说: “申冤在我, 我必
报应.” 所以, “你的仇敌若饿了, 就给他吃; 
若渴了, 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
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 反要
以善胜恶.”



v. 5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 主已經近了”

• 你們的謙讓: 謙虛, 忍讓 The Lord is near 
• 原因: “主已經近了” 主的再來
• 原因: “主是近的 ”主的同在
• 诗篇 34:18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
灵性痛悔的人.”

• 赛 57:15 “因为那至高至上, 永远长存, 名
为圣者的如此说: “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
在, 也与心灵痛悔, 谦卑的人同居, 要使
谦卑人的灵苏醒, 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

主在這裡 (聖靈): 聚會? 生活? 



靈性 (敬虔) 生活: 全心愛神 (vv. 4-5)
屬靈人: 喜樂人, 謙讓人

v. 5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 主已經近了”

• 眾人知道你們的謙讓: 謙虛, 忍讓
• 原因: “主已經近了” 主的再來
• 原因: “主是近的 ” 主的同在
• 謙讓的教會: 有主同在, 等候主
• 吵鬧的教會: “Terrible Two” SS Class
• CBCOC?



靈性 (敬虔) 生活: 全心愛神 (vv. 4-6)

屬靈人: 喜樂人, 謙讓人, 禱告人
v. 6 “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
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 “應當一無掛慮”
• 马太 6 “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
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 你们哪一
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 .”

• 可能嗎?
• 立志不憂慮?
• “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 . . “
• 不住禱告, 凡事謝恩: 信靠神



屬靈人: 喜樂人, 謙讓人, 禱告人
v. 6 “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
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不住禱告, 凡事謝恩: 信靠神
•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因为他顾念
你们.” (彼得前书 5:7)
•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就是拯救我们的
神, 是应当称颂的.” (诗篇 68:19)
•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
使你们得安息.” (马太福音 11:28)
•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
益处” (罗马书 8:28).



v. 6 “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
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不住禱告, 凡事謝恩: 信靠神
禱告與焦慮, 水火不容!

• “多少平安屢屢失去, 多少痛苦白白受, 皆因
未將各樣事情, 帶到主恩座前求.”
• “有時享平安 , 如江河平又穩, 有時遇悲傷似
浪滾.  不論何環境, 我已蒙主引領 , 我心靈得
安寧, 得安寧.”
屬靈人(敬虔生活): 喜樂人, 謙讓人, 禱告人

v. 7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裡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 v, 7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
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你擔憂嗎? 懼怕嗎? 不安嗎? 焦慮嗎?

• 過去的遺憾, 現在的掙扎, 未來的不安

• 神所賜的平安: “在基督耶穌裡”

• 飛行員 Chuck: 憤怒, 罪疚, 懼怕

• 二次大戰, 轟炸日本

• 六十年的秘密

• 人生最後二星期

• “You are a big sinner, but Jesus is a bigger 
Savior than you are a sinner!”



你擔憂嗎? 懼怕嗎? 不安嗎? 焦慮嗎?

• 過去的遺憾, 現在的掙扎, 未來的不安

• 神所賜的平安: “在基督耶穌裡”

• 飛行員 Chuck: 憤怒, 罪疚, 懼怕

• “You are a big sinner, but Jesus is a bigger 
Savior than you are a sinner!”

• 人生最後二星期: 平安, 喜樂

• “My sin, oh, the bliss of this glorious 
thought! My sin, not in part but the whole,

Is nailed to the cross, and I bear it no more, 
Praise the Lord, praise the Lord, O my soul!”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May the Mind of Christ My Savior”

“願遵主旨意”



但願救主基督心意，在我身上常彰顯；

願主憑祂慈愛權能，管理我言行。

但願天父所賜恩言，時時銘刻在我心；

令人明察我得勝利，惟靠主大能。

但願基督耶穌大愛，充溢我心滿如海；

高舉基督，謙卑虛己，愛中永誇勝。



但願天父所賜平安，在我生命中作主；

使我心靈沉著堅定，可慰人疾苦。

但願天天克敵剛強，奮勇堅定行天程；

昂然向前，別事不顧，惟獨認定主。

願我披戴主的美麗，吸引失喪人歸降；

甘作寂寂無聞器皿，惟主被顯揚。

甘作寂寂無聞器皿，惟主被顯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