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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ians 腓立比書

1:12-26

(pp. 1787-1788)

3:17 “弟兄们, 你们要一同效法我, 也当
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12 弟兄們，我願意你們知道，我所遭遇
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 13 以致我受的捆
鎖在御營全軍和其餘的人中，已經顯明
是為基督的緣故； 14 並且那在主裡的弟
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鎖就篤信不疑，越
發放膽傳神的道，無所懼怕。 15 有的傳
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也有的是出於好
意。 16 這一等是出於愛心，知道我是為
辯明福音設立的； 17 那一等傳基督是出
於結黨，並不誠實，意思要加增我捆鎖
的苦楚。



18 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
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
就歡喜! 並且還要歡喜。 19 因為我知道
，這事藉著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
的幫助，終必叫我得救。 20 照著我所切
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
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
在我身上照常顯大。21 因我活著就是基
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22 但我在肉身活
著，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
該挑選什麼。



23 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
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 24 然而我在
肉身活著，為你們更是要緊的。 25 我既
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且
與你們眾人同住，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
又長進又喜樂， 26 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裡
的歡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裡去，就越發加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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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保羅在羅馬 (A.D. 61)

1:12-26 “宣教士近況分享”: 內心世界

• 人生的低谷: “喜樂”的保羅

• 现在的苦难 (12-18前): 捆鎖 -- 內外夾攻

• “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

• 牢房中 (v. 13) & 牢房外 (v. 14)

• v. 18前 “這有何妨呢? . . 無論怎樣, 基督究
竟被傳開了! 為此我就歡喜!”

• 保羅最關切的: 基督被傳開!

• 社會中: 信基督 (v. 12)

• 教會裏: 像基督(v. 25)



1:12-26 “宣教士近況分享”: 內心世界

• 人生的低谷: “喜樂”的保羅

• 现在的苦难 (12-18前): 捆鎖 -- 內外夾攻

• 保羅最關切的: 基督被傳開!

• 社會中: 信基督 (v. 12)

• 教會裏: 像基督(v. 25)

我們的關切?

• 2:21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 并不求耶稣基
督的事.”

• 诗篇 16:4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
愁苦必加增.”



1:12-26 “宣教士近況分享”: 內心世界

• 现在的苦难 (12-18前): 捆鎖 -- 內外夾攻

保羅最關切的 (對別人): 基督被傳開!

• 将来的考验 (18后-26): 審判 -- 生死攸關

保羅最關切的 (對自己): 基督被顯大!

• 保羅的盼望: 神前的伸冤與平反 (vv. 19-20)

• 保羅的挑選: 兩件好事間的比較 (vv. 21-24)

• 保羅的喜悅: 教會的需要較優先 (vv. 25-26)

v. 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處”

• 加拉太书 2:20; 哥林多后书 5:17



将来的考验 (18后-26): 判決 -- 生死攸關

保羅最關切的 (對自己): 基督被顯大!

• 保羅的盼望: 神前的伸冤與平反 (vv. 19-20)

“18b 並且還要歡喜: 

19 “因為我知道, 這事藉著你們的祈禱和耶穌
基督之靈的幫助, 終必叫我得救.” – “得救”?

• 約伯記 13:16 “这要成为我的拯救, 因为不
虔诚的人, 不得到他面前.”

• “得救” -- 神的伸冤, 平反 (像約伯!)

• “我知道 . . . 終必” -- 保羅對未來的把握?!

• 神的主權 -- 不在於羅馬皇帝 (约翰 19:11)!



将来的考验 (18后-26): 判決 -- 生死攸關

保羅最關切的 (對自己): 基督被顯大!

• 保羅的盼望: 神前的伸冤與平反 (vv. 19-20)

“19 因為我知道, 這事 . . 終必叫我得救.”

v. 19 神的主權 V. 20 人的責任

“20 照著我所切慕, 所盼望的, 沒有一事叫我
羞愧, 只要凡事放膽, 無論是生是死, 總叫基
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 “羞愧”: 不信靠神

• “放膽”: 不懼怕人

• “是生是死”: 審判的結果

(至死忠心)



将来的考验 (18后-26): 判決 -- 生死攸關

保羅最關切的 (對自己): 基督被顯大!

• 保羅的盼望: 神前的伸冤與平反 (vv. 19-20)

“19 因為我知道, 這事 . . 終必叫我得救.”

“20 照著我所切慕, 所盼望的, 沒有一事叫
我羞愧, 只要凡事放膽, 無論是生是死, 總叫
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 所切慕, 所盼望的:

• 不是 “Dream Team,” 無罪釋放

• 乃是至死忠心, 不辱主名 (基督被顯大)



将来的考验 (18后-26): 判決 -- 生死攸關

保羅最關切的 (對自己): 基督被顯大!

• 保羅的盼望 (vv. 19-20):

• 神前: 伸冤與平反 “. . 終必叫我得救”

• 人前: 基督被顯大 (“無論是生是死”)

v. 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處”

• 保羅的挑選: 兩件好事間的比較 (vv. 22-23)

• “活著” – “成就我工夫的果子”

• “死了” – “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 因為這
是好得無比的.”

• “兩件好事” – “該挑選什麼 ?. 兩難之間!”



将来的考验 (18后-26): 判決 -- 生死攸關

保羅最關切的 (對自己): 基督被顯大!

• 保羅的盼望 (vv. 19-20): 基督被顯大

v. 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處”

• 保羅的挑選: 兩件好事間的比較 (vv. 22-23)

• “活著” – “成就我工夫的果子”

• “死了” – “離世與基督同在, 好得無比的.”

v. 24 “而我在肉身活著, 為你們更是要緊的.”

• 保羅的喜悅: 教會的需要較優先 (vv. 25-26)

• 放下”好得無比的;” 因為教會的需要!

• “不求自己的喜悦!”



v. 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處”

• 保羅的挑選: 離世與基督同在(vv. 22-23)

v. 24 “而我在肉身活著, 為你們更是要緊的.”

• 保羅的喜悅: 教會的需要較優先 (vv. 25-26)

• 罗马书 15:1-3 “我们坚固的人, 应该担代不
坚固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 我们各人
务要叫邻舍喜悦, 使他得益处, 建立德行.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如经上所记: 
“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各人不要单顾自
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 保羅的盼望 (vv. 19-20): 基督被顯大

v. 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處”

• 保羅的挑選: 離世與基督同在(vv. 22-23)

v. 24 “而我在肉身活著, 為你們更是要緊的.”

• 保羅的喜悅: 教會的需要較優先 (vv. 25-26)

• “在肉身活著” -- v. 25 “就知道仍要住在世
間, 且與你們眾人同住:” 目的?
• 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 (v. 25)

• 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歡樂 /誇口” (v. 26)

基督與福音



• 保羅的盼望: 基督被顯大 (vv. 19-20)

• 保羅的挑選: 離世與基督同在(vv. 22-23)

• 保羅的喜悅: 教會的需要為優先 (vv. 24-26)

v. 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處”

我們的生活

• 無奈, 怕死的人生:

• 選擇活: 怕死

• 選擇死: 厭世
• 福音: 兩件好事的人生

• “活著” – “榮耀基督” – “工夫的果子”

• “死了” – “得著基督” – “好得無比的” (3:8)



• 保羅的盼望: 基督被顯大 (vv. 19-20)

• 保羅的挑選: 離世與基督同在(vv. 22-23)

• 保羅的喜悅: 教會的需要為優先 (vv. 24-26)

v. 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處”

我們的生活

• 福音: 兩件好事的人生

• “活著” – “榮耀基督” – “工夫的果子”

• “死了” – “得著基督” – “好得無比的”

• 活著是基督? – 為誰打拼?

• 死了有益處? -- 忌諱死亡?



• 保羅的盼望: 基督被顯大 (vv. 19-20)

• 保羅的挑選: 離世與基督同在(vv. 22-23)

• 保羅的喜悅: 教會的需要為優先 (vv. 24-26)

v. 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處”

我們的生活 -- 福音: 兩件好事的人生

v. 19 “因為我知道, 這事藉著你們的祈禱和
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 終必叫我得救”

• 恆切的代禱

• 聖靈的充滿 (“耶穌基督之靈”)

• 不靠自己!

• 1:9-11 保羅的祷告



• 保羅的盼望: 基督被顯大 (vv. 19-20)

• 保羅的挑選: 離世與基督同在(vv. 22-23)

• 保羅的喜悅: 教會的需要為優先 (vv. 24-26)

v. 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處”

我們的生活

• 王明道先生:

• 日本人: 得勝 (1940s)

• 共產黨: 跌倒 (1955-1963)

• 神面前: 復興 (1963-1979) -- “無期徒刑”



v. 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處”

• 王明道先生:

• 神面前: 復興 (1963-1979): “無期徒刑”
弥迦书 7:7-9 “至于我, 我要仰望耶和华. 要等
候那救我的神, 我的神必应允我. 8 我的仇敌
啊, 不要向我夸耀! 我虽跌倒, 却要起来; 我虽
坐在黑暗里, 耶和华却做我的光. 9 我要忍受
耶和华的恼怒, 因我得罪了他. 直等他为我辨
屈, 为我申冤, 他必领我到光明中. 我必得见
他的公义.”

箴言 24:16 “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 仍必兴起”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285  

“Lead Me to Calvary”
“領我到髑髏地”



生命之主願你作王, 榮耀都歸於你

使我莫忘你荊棘冕, 領我到髑髏地

使我莫忘客西馬尼, 莫忘我主痛苦受死

莫忘我主仁愛慈悲, 領我到髑髏地

King of my life I crown Thee now

Thine shall the glory be;

Lest I forget Thy thorn crowned brow,

Lead me to Calvary.

Lest I forget Gethsemane, Lest I forget Thine agony

Lest I forget Thy love for me, Lead me to Calvary.



主為我受死葬墳墓, 門徒哭泣憂傷

天使身 穿潔白衣袍, 看守在主墓旁

使我莫忘客西馬尼, 莫忘我主痛苦受死

莫忘我主仁愛慈悲, 領我到髑髏地

Show me the tomb where Thou was laid,

Tenderly mourned and wept;

Angels in robes of light arrayed 

Guarded Thee whilst Thou slept.

Lest I forget Gethsemane, Lest I forget Thine agony

Lest I forget Thy love for me, Lead me to Calvary.



像馬利亞黎明即起, 親至墓旁獻禮

主已復活主墓已空, 領我到髑髏地

使我莫忘客西馬尼, 莫忘我主痛苦受死

莫忘我主仁愛慈悲, 領我到髑髏地

Let me like Mary, through the gloom,

Come with a gift to Thee;

Show to me now the empty tomb 

Lead me to Calvary.

Lest I forget Gethsemane, Lest I forget Thine agony

Lest I forget Thy love for me, Lead me to Calvary.



主啊, 我甘心又情願, 背十架跟隨你

救主苦杯我願分嚐, 領我到髑髏地

使我莫忘客西馬尼, 莫忘我主痛苦受死

莫忘我主仁愛慈悲, 領我到髑髏地

May I be willing, Lord, to bear 

Daily my cross for Thee;

Even Thy cup of grief to share

Thou hast borne all for me.

Lest I forget Gethsemane, Lest I forget Thine agony

Lest I forget Thy love for me, Lead me to Calv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