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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ians 腓立比書

1:1-11

(p. 1787)



1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
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穌裡的眾聖徒和諸
位監督、諸位執事。 2願恩惠、平安從神
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
3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 4每逢
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地
祈求。 5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
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 6我深信那在你們
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
督的日子。



7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意念原是應當的
，因你們常在我心裡，無論我是在捆鎖之
中，是辯明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
一同得恩。 8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切
切地想念你們眾人，這是神可以給我作見
證的。
9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
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10使你們能分別
是非，做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 11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
叫榮耀稱讚歸於神。





“Partnership in the Gospel”

“福音的伙伴”

(Philippians 腓立比書 1:1-11)

Pastor Kurt Teng 
邓牧師



CBCOC 光景如何?

 “有愛的家庭”

 退修會: “彼此打招呼!”

 “承蒙主耶稣基督的关爱, 圣经如同一盏永
不熄灭的神灯, 照亮了通往天国的道. 弟兄
姐妹都是 ..顺服执行对主耶稣基督的爱, 又
真诚的爱着身边的弟兄姐妹, 彼此的真诚, 

相互的关爱, 如此传承, 持之以恒. 

 “靠着主耶稣基督, 靠着 . . 弟兄姐妹, 我们
这一页小舟, 从不信, 到半信, 乃至要刬向信
的彼岸. 在CBCOC, 我们找到到了神的爱. 

阿门！”



CBCOC 光景如何?

• “有愛的家庭”

• 宣教, 植堂: 侗族, CBCCOC (20th)

腓立比教會

• A.D. 51 (使徒行传 16):第二次宣教旅程

• 第一間歐洲教會

• A.D. 61 (腓立比书):保羅在羅馬

• 愛與宣教

CBCOC (40th)

• 腓立比书的勸勉



CBCOC (40th): 腓立比书的勸勉 (沾沾自喜?!)

• 有愛的教會!

• 1:9 “我所祷告的, 就是要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 宣教的教會!

• 福音居首位

• 1:27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
音相称, 叫我或来见你们, 或不在你们
那里, 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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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th): 腓立比书的勸勉

• “喜樂的教會”

•1:4, 18, 25

•2:2, 17-18, 28-29

•3:1 “弟兄们, . . 你们要靠主喜乐！”

•4:1, 4, 10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 你们
就是我的喜乐, . . 我亲爱的弟兄, . . . 你们
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

•喜樂?

• “Spurs” Fan!

•作監的保羅 (腓立比, 羅馬)



CBCOC (40th): 腓立比书的勸勉

• “喜樂的教會”

•常常喜乐? ---常常牢騷:

•天氣, 交通, 配偶, 兒女, 工作, 事奉, . . .

•喜樂的秘訣?

•福音居首位!

•1:18 “这有何妨呢? 或是假意, 或是真心, 
无论怎样, 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为此我就
欢喜, 并且还要欢喜!”

•“福音” (腓立比书: 9 次)



“福音的伙伴”
(腓立比書 1:1-11)

The Greeting 问安 (vv. 1-2)

愿望中, 福音居首位.

The Thanksgiving 感谢 (vv. 3-8)

关系中, 福音居首位.

The Prayer 祷告 (vv. 9-11)

祷告中, 福音居首位.



问安 (vv. 1-2)

V. 1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 写信
给凡住腓立比, 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
诸位监督, 诸位执事.

V. 2 “愿恩惠, 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
基督归于你们!” (保罗的愿望)

使 20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弗 2; 6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 . .”

林前 9 “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问安 (vv. 1-2)

V. 2 “愿恩惠, 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
基督归于你们!” (保罗的愿望)

“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我们的愿望:Wish you the best:

“Cheers, be happy, be healthy, long life 
and peace, fortune/wealth/success, be 
cool & awesome, God bless you, good 
luck, . . .”

The gospel is better 福音更好!



问安 (vv. 1-2):

保罗的愿望: v. 2 “愿恩惠, 平安从神我们
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喜樂的教會: 福音居首位

福音的喜乐

诗篇 118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 在我们眼
中看为稀奇.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
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路加 2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
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我们的愿望:Wish you the best: (Heat Fan)



福音是什麼 ?

“信耶穌, 得永生!”

“信耶穌, 得水牛!”

最大的需要?
民生?

娛樂?

政治?

健康?

罪, 死, “反革命,” 與神隔絕 ---救主

永生的福音



福音是什麼 ?

最大的需要? ---罪, 死, “反革命,” 與神隔絕

永生的福音: 基督耶穌

讀書會

四晚的培靈, 佈道會 (6/30-7/3)

V. 2 “愿恩惠, 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
基督归于你们!”

保罗的愿望: 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我们的愿望!
三位: “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禱告, 邀請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297 

“活著為耶穌,真平安”
“Living for Jesus, Oh What Peace”



#297 Living For Jesus, Oh What Peace 1/8

活著為耶穌, 真平安; 喜樂之江河,永不乾

試煉雖來臨, 我不慌; 活著為耶穌, 主在旁

求主助我多, 事奉你; 求主助我多, 讚美你

使我活在主, 慈愛裏; 永遠跟隨主, 不轉離
Living for Jesus, Oh, what peace!

Rivers of pleasure never cease.
Trials may come, yet I’ll not fear.

Living for Jesus, He is near.
Help me to serve Thee more and more,
Help me to praise Thee o’er and o’er;

Live in Thy presence day by day, 
Never to turn from thee away.



#297 Living For Jesus, Oh What Peace 3/8

活著為耶穌, 真安息; 討我主喜悅,福滿溢

單為主生活, 聽主令; 直到我走完,世路程

求主助我多, 事奉你; 求主助我多, 讚美你

使我活在主, 慈愛裏; 永遠跟隨主, 不轉離
Living for Jesus, Oh, what rest!

Pleasing my Saviour, I am blest, 
Only to live for Him alone.

Doing His will till life is done!
Help me to serve Thee more and more,
Help me to praise Thee o’er and o’er;

Live in Thy presence day by day, 
Never to turn from thee away.



#297 Living For Jesus, Oh What Peace 5/8

活著為耶穌,無不往; 一切的重擔,主擔當

朋友雖改變,主真實; 信靠主帶領,主指示

求主助我多, 事奉你; 求主助我多, 讚美你

使我活在主, 慈愛裏; 永遠跟隨主, 不轉離
Living for Jesus, ev’ry where, 

All of my burdens He doth bear.
Friends may forsake me: He’ll be true. 
Trusting in Him, He’ll guide me thru.
Help me to serve Thee more and more,
Help me to praise Thee o’er and o’er;

Live in Thy presence day by day, 
Never to turn from thee away.



#297 Living For Jesus, Oh What Peace 7/8

活著為耶穌,見主時; 進入主榮耀,享安息

親眼見主在, 寶座上; 親耳聽說來, 領獎賞

求主助我多, 事奉你; 求主助我多, 讚美你

使我活在主, 慈愛裏; 永遠跟隨主, 不轉離
Living for Jesus, till at last 

Into His glory I have passed;
There to behold Him on His throne,

Hear from His lips, “My child, well done!”
Help me to serve Thee more and more,
Help me to praise Thee o’er and o’er;

Live in Thy presence day by day, 
Never to turn from thee a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