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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ians 腓立比書

1:27-2:18

(pp. 1788-1789)

2: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1:27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
稱，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裡
，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
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
心努力， 28 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這是
證明他們沉淪、你們得救，都是出於神
。 29 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並要為他受苦。 30 你們的爭戰，就與
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現在所聽見
的一樣。



2:1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愛心
有什麼安慰，聖靈有什麼交通，心中有
什麼慈悲憐憫， 2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
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
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3 凡事不可
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
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4 各人不要
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5 你們
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6 他本有神的形
象,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7 反倒虛
己, 取了奴僕的形象, 成為人的樣式；



8 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以
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9 所以神將他升
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10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11 無不口稱耶穌基
督為主, 使榮耀歸於父神. 12 這樣看來, 我
親愛的弟兄, 你們既是常順服的, 不但我
在你們那裡,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
更是順服的, 就當恐懼戰兢, 做成你們得
救的工夫. 13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神
在你們心裡運行, 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14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15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
曲悖謬的世代做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
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16 將生
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
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 17 我以你
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我若被澆奠在
其上，也是喜樂，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
喜樂。 18 你們也要照樣喜樂，並且與我
一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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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的中心: 1:27-4:3 保羅的勸勉

• 1:27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
稱, 叫我 . . . 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 站立
得穩, 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 4:1-3 “我所亲爱 . . 弟兄们 . . . 你们应当靠
主站立得稳. 2 我劝尤阿迪娅和循都基要在
主里同心. 3 我也求你 . . . 帮助这两个女人; 
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 . . .”

• 站立得穩 (1:27; 4:1)

• 一同努力/一同劳苦 (爭戰) (1:27; 4:3)



腓立比書的中心: 1:27-4:3 保羅的勸勉

• 1:27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
稱，叫我 . . . 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
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 4:1-3 “我所亲爱 . . 弟兄们 . . . 你们应当靠
主站立得稳. 2 我劝尤阿迪娅和循都基要在
主里同心. 3 我也求你 . . . 帮助这两个女人; 
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 . . .”

• 站立得穩 (爭戰) 

• 齊心/同心

堅忍到底

同心合意
兴旺福音



腓立比書的中心: 1:27-4:3 保羅的勸勉

• 1:27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
稱，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裡，
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
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堅忍到底 (3:1-21)

同心合意 (1:27-2:18)
兴旺福音



腓立比書: 保羅在羅馬 (A.D. 61)

• 1:12-26 “我所遭遇的事 (的景况)” (羅馬)

• 1:27 “你们的景况”

• 1:28-2:18 

• 2:19-20 “你们的事 (的景况)”

• 2:23 “我的事 (的景况)” (羅馬)

• 1:27-2:18 保羅的勸勉

• 保羅最關切的: 教會的需要/腓城的福音

• 1:12-26 保羅的榜樣 (“活著就是基督”)

• 1:27-2:18 基督的榜樣 (基督的心為心)

(腓立比)



1:27-2:18 保羅的勸勉

與基督的福音相稱的生活 (1:27):

• A (外交) 齊心努力, 興旺福音 (1:27-30)

• B (內政) 同心合意, 謙卑捨己 (2:1-4)

• C (國憲) 效法基督, 十字歸路 (2:5-11)

• B’ (內政) 敬畏順服, 長大成熟 (2:12-13)

• A’ (外交) 光明之子, 喜樂事奉 (2:14-18)



福音相稱的生活: 齊心努力, 興旺福音 (1:27-30)

1:27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 “只要” (Only) – 最要緊/重要的事

•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 “行事為人(polis)” – “作公民/當精兵 (v. 30)”

• 3:20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公民) . . .”

• 腓立比城: 羅馬公民的僑居地

• 腓立比城: 天国公民的僑居地

• 橙縣: CBCOC (天国公民)的僑居地



1:27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 “只要” (Only) – 最要緊/重要的事

• “行事為人(polis)” – “作公民/當精兵 (v. 30)”

• 3:20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公民) . . .”

基督徒身份: 美國/中國公民 & 天国公民

何者優先?

• 橙縣: CBCOC (天国公民)的僑居地

• 效忠對象 (Lord)?

• 打拼目標 (Dream)?

• 貴賤取捨 (Value)?



1:27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 “行事為人” – “作公民/當精兵 (v. 30)”

橙縣: CBCOC (天国公民)的僑居地

基督徒, 天国公民, 生活表現?

• “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 基督的福音 其他的福音

• 相配的生活 不相配的生活

• 信福音 (福音人) -- 行為的改變!!!

• 心裡信就夠了???

•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與基督的福音相稱的生活 (1:27)?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叫我或來見你們, 或不在你們那裡, 可以聽
見你們的景況 : 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 站
立得穩, 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 方式: “你們” – 教會中, 非我行我素

• 目標: “為所信的福音” – 為福音而活

• 信心的內容: 不是 “自信/感覺,” 乃是福音

• 信心的成長: 認識福音



與基督的福音相稱的生活 (1:27)?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叫
我或來見你們, 或不在你們那裡, 可以聽見
你們的景況 : 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 站立
得穩, 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方式: 教會中 目標: 為福音而活

• 表現:

• “同有一個心志 In one Spirit” 在聖靈裏

• “齊心努力” (如同一人): 要合一 (2:1-4)

• “站立得穩:” 要堅忍

CCCOB (next 40 years)



“站立得穩” (堅忍 到底)? -- 敵人, 爭戰

• 28-30 “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 這是證明他
們沉淪, 你們得救, 都是出於神. 29 因為你
們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並要為他受苦. 
30 你們的爭戰, 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
看見, 現在所聽見的一樣.”

• “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 – 不懼怕人

•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 “證明他們沉淪, 你們得救, 都是出於神.”



“站立得穩” (堅忍 到底)

• 28-30 “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 . . 都是出於
神. 29 因為你們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並要為他受苦. 30 你們的爭戰, 就與你們在
我身上從前所看見, 現在所聽見的一樣.”

為何天国公民的生活好辛苦? -- 敵人, 爭戰

• V. 29 “因為” -- 出於神的雙重恩典

• 信服基督

• 為他受苦

• 保羅的見證 ( v. 30 腓立比, 羅馬)



為何天国公民的生活好辛苦? -- 敵人, 爭戰

V. 29 “因為你們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並要為他受苦.”

為基督受苦? -- 恩典?福氣?

•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
们的. 11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
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 “公会的人听从了他, 便叫使徒来, 把他们
打了, 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 
就把他们释放了. 41 他们离开公会, 心里
欢喜, 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



你們蒙恩: 為基督受苦!

• Polycarp 坡旅甲 (AD 69-155)

• “For eighty-six years I have been his 
servant, and he has never wronged me.  
How can I blaspheme my King who saved 
me?”

• 他說: “你用那暫時焚燒能滅的火嚇我麼
? 你不知道將來審判的時候, 有永不滅的
火, 燒那不信上帝的人麼? 你為何還要遲
延呢? 只管為所欲為罷.”

• “He has confessed that he is a Christian!”



你們蒙恩: 為基督受苦!

《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来 11:33-40)

• 是的，當黎明快要來臨的時候，

• 人世間便越顯得黝黑，艱難，幽暗；

• 但是，你卻這樣地說過：

• 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

• 是自己的腳甘心到苦難的道路上來奔走.

• 「選中」這條不自由的道路並非出於無
奈，相反地

• 卻正是大膽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



你們蒙恩: 為基督受苦!

《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来 11:33-40)

• 所以，

• 寧肯叫淚水一行行地向內心湧流，

• 遙望著各各他的山頂，就是至死──

• 也絕不退後！

“站立得穩” (堅忍 到底)!



與基督的福音相稱的生活:

“行事為人” -- 作公民/當精兵

橙縣: CBCOC (天国公民)的僑居地

齊心努力, 興旺福音 (1:27-30)

你們蒙恩: 為基督受苦!

團契, 小組, 教會: 為了橙縣福音的需要

• 為福音打拼?

• 為基督受苦?

•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
字架来跟从我.”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420 

“Stand Up, Stand Up for Jesus”

“興起為耶穌”



#420 Stand Up, Stand UP for Jesus 1/4

興起, 興起為耶穌, 作十字架精兵

各執王旗高高舉, 切莫使之倒傾

主要領你戰諸敵, 必定連連得勝

直到諸敵盡降服, 惟主大奏凱功
Stand up, stand up for Jesus, Ye Soldiers of the cross;

Lift high His royal banner, It must not suffer loss.

From vict'ry unto vict'ry His army shall He lead,

'Til every foe is conquered And Christ is Lord indeed.



#420 Stand Up, Stand UP for Jesus 2/4

興起, 興起為耶穌, 號令必須服從

今日是主榮耀日, 勇敢前赴戰場

基督之兵隨主行, 敵眾何必驚恐

戰場愈險膽愈壯, 敵勇更當奮勇
Stand up, stand up for Jesus, The trumpet call obey;

Forth to the mighty conflict, In this His glorious day.

Ye that are men now serve Him, Against unnumbered foes

Let courage rise with danger, And strength to strength oppose



#420 Stand Up, Stand UP for Jesus 3/4

興起, 興起為耶穌, 一心靠主能力

血氣之勇不足恃, 自恃一定敗績

速披福音之甲冑, 也當儆醒禱祈

雖遇危險莫退縮, 我要盡忠到底
Stand up, stand up for Jesus, Stand in His strength along;

The arm of flesh will fail you, Ye dare not trust your own.

Put on the gospel armor, Each piece put on with prayer;

Where duty calls, or danger Be never wanting there.



#420 Stand Up, Stand UP for Jesus 4/4

興起, 興起為耶穌, 交戰時日無多

今日雖聞干戈聲, 明日即奏凱歌

忠心受難得勝者, 必得生命冠冕

與主同死同復活, 永遠同操王權
Stand up, stand up for Jesus, The strife will not be long;

This day the noise of battle, The next the victor's song.

To him that over-cometh A crown of life shall be:

He with the King of glory Shall reign eternal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