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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ians 腓立比書

3:15-21

(p. 1790)

v. 20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 並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15 所以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 總要存這樣
的心; 若在什麼事上存別樣的心，神也必
以此指示你們。 16 然而我們到了什麼地
步，就當照著什麼地步行。

17 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也當留
意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 18 因為有
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我屢
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地告訴你們。
19 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他們的神就是
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
，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20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21 他
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
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
榮耀的身體相似。





10/6 11:45am   聖餐禮拜

10/20 12:15pm-4pm 流感預防注射



SERMON

信息

10/6/13



“雙城記與雙民記”

(腓立比書 3:15-21)

邓牧師



• 待產中心: 新生兒

• 僑居中國: 美國公民

• 腓立比人 :

• 僑居腓立比城: 羅馬公民

• “救主? 主?”: 凱撒大帝

• 基督徒?

•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 (腓立比書 3:20)

• 僑居腓立比/美國/中國/世界 : 天國公民

• “救主? 主?”:耶穌基督



• 基督徒: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 (腓 3:20)

• 僑居世界: 天國公民 地上的國民

•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15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
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16 他们不属世界, 正
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 耶稣回答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
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
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
属这世界.”



• 基督徒: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 (腓 3:20)

• 僑居世界: 天國公民 地上的國民

•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
我。 2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
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
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3 我若去为你们预
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 基督徒: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 (腓 3:20)

• 僑居美國: 天國公民 地上的國民

• 天上的國民: 心意, 行為 (vv. 15-16)

“所以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 總要存這樣的
心; . . . 16 然而我們到了什麼地步, 就當照
著什麼地步行.”

• 使徒的見證 (3:4-14)

• “所以我們 . . . 總要存這樣的心” (v. 15)

• 基督的見證 (2:6-11)

• 2:5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天上的國民: 心意, 行為 (vv. 15-16)

“所以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 總要存這樣的
心; . . . 16 然而我們到了什麼地步, 就當照
著什麼地步行.”

• 使徒的見證 (3:4-14)

• “所以我們 . . . 總要存這樣的心” (v. 15)

• 過去 (vv. 4-8): 丟棄 “肉體”

• 現在 (vv. 9-11): 認識基督!

• 未來 (vv. 12-14): 得著基督!





“每一日”

每一日，我主, 我懇求三件事:

更深刻認識你

更虔誠敬愛你

更緊緊地跟隨你

每一日



天上的國民: 心意, 行為 (vv. 15-16)

“所以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 總要存這樣的
心; 若在什麼事上存別樣的心, 神也必以此
指示你們. 16 然而我們到了什麼地步, 就當
照著什麼地步行.”

• “. . . 凡是完全人 [成熟者]” (v. 15)

• V. 12 “這不是說我 . . 已經完全了, 我乃
是竭力追求.”

• “存別樣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們”

• 成熟的過程

• 改革宗神學, 長老制度, 靈恩運動



天上的國民: 心意, 行為 (vv. 15-16)

“所以, . . 凡是完全人, 總要存這樣的心; . . 
存別樣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們. 16 然而
我們到了什麼地步, 就當照著什麼地步行.”

• “存別樣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們”
• 成熟的過程: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
工的必成全这工,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 V. 16 “然而, 我們到了什麼地步, 就當照著
什麼地步行.”

• 聽道, 行道: “照著什麼地步行.”

• 腓立比書



天上的國民: 心意, 行為 (vv. 17-19)

v. 17 “弟兄們, 你們要一同效法我, 也當留意
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

• 效法保羅: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林前 11:1

• 提摩太, 以巴弗提 (腓 2:19-30)

• “一同效法我”: 教會生活

• 彼此接纳 (罗 15:7)

• 互相劝诫 (西 3:16)

• 重担要互相担当 (加 6:2)

• 互相宽容 (弗 4:2)

• 彼此建立 (罗 14:19)



天上的國民: 心意, 行為 (vv. 17-19)

v. 17 “弟兄們, 你們要一同效法我, 也當留意
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

• 效法保羅: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林前 11:1

• 提摩太, 以巴弗提 (腓 2:19-30)

• “一同效法我”: 教會生活

• 彼此相顾, 順服, 相愛, 代求, 認罪, 饒恕
問安, 服事, 教導, . . .

• “一對一彼此門訓”



天上的國民: 心意, 行為 (vv. 17-19)

v. 17 “弟兄們, 你們要一同效法我, 也當留意
看那些照我們行的人.”

• 效法好榜樣:  十架福音 & 十架道路

• 兩個原因:

vv. 18-19 “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
的仇敵, . . .”

vv. 20-21 “我們卻 [因為]是天上的國民, . . .”



天上的國民: 心意, 行為 (vv. 17-19)

v. 17 “弟兄們, 你們要一同效法我, 也當留意
看那些照我們行的人.”

• 效法好榜樣:  十架福音 & 十架道路

vv. 18-19 “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
的仇敵，我屢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地
告訴你們。 19 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他們
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
為榮耀，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 警告: “許多”負面的榜樣 (TV & Web)

• “流淚地告訴你們”: 愛教會



vv. 18-19 “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
的仇敵，我屢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地
告訴你們。 19 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他們
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
為榮耀，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 “流淚地告訴你們”: 愛教會

“我知道我去之后, 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
们中间, 不爱惜羊群. 30 就是你们中间也必
有人起来, 说悖谬的话, 要引诱门徒跟从他
们. 31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记念我三年之
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各人.”



警告: “許多”負面的榜樣 (TV & Web)

vv. 18-19 “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
的仇敵，我屢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地
告訴你們。 19 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他們
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
為榮耀，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 “十字架的仇敵”: 敵對十架福音 & 道路

• “結局就是沉淪”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 那门是宽的
, 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14 引到永生, 那
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vv. 18-19 “. . . 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他們
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 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 “十字架的仇敵”: 敵對十架福音 & 道路

• “結局就是沉淪”

• “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私慾

• “I Did It My Way”

• “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
，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
躲避他们。 18 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
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
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vv. 18-19 “. . . 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他們
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 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 “十字架的仇敵”: 敵對十架福音 & 道路

• “結局就是沉淪”

• “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私慾

• “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 靠肉體誇口

• “以地上的事為念”: 积攒财宝在地上

• “My Precious  魔戒”

• “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vv. 20-21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 . . .”



vv. 20-21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 . . .”

• “十字架的仇敵” 十架福音 & 道路

• “結局就是沉淪” 拯救

• “神 = 肚腹 [私慾]” 救主, 主耶穌

• “羞辱 = 榮耀”: 肉體 在基督裡誇口

• “以地上的事為念” 上面召我的獎賞

天堂的圖畫: Who?  What?  How?

“並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穌基督, 從天上降
臨. 21 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
能, 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 和他自
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vv. 20-21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 . . .”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天堂的圖畫

“並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穌基督, 從天上降
臨. 21 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
能, 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 和他自
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 “救主, 主耶穌基督”: 榮耀顯現

• “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 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 我必快来!” 阿门!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vv. 20-21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 . . .”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天堂的圖畫

“並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穌基督, 從天上降
臨. 21 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
能, 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 和他自
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 “救主, 主耶穌基督”: 榮耀顯現

• 卑賤的身體 榮耀的身體

• Stephanie’s poem:
• “When My Savior Comes”

“当我救主降临时” 



“When My Savior Comes 当我救主降临时” 
• 这张嘴讲得不好，但当我救主降临时，我
将与天上的诗班一同歌唱

• 这双腿走的不好，但当我救主降临时，我
将在国王的大道上奔跑

• 这双眼看得不清，但当我救主降临时，我
要亲眼见他破云而降，

• 那一天将是何等荣耀之日!!! 不再有痛苦，
不再有死亡，不再有误会，

• 也不再坐在这个破旧的轮椅上!

• 是的! 当我救主降临时, 这个身体将得痊愈!



vv. 20-21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 . . .”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並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穌基督, 從天上降
臨. 21 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
能, 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 和他自
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 “救主, 主耶穌基督”: 榮耀顯現

• 卑賤的身體 榮耀的身體

• “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

• 宇宙性的崇拜: 萬膝跪拜, 萬口承認

• Joni: “A Picture of Heaven”



vv. 20-21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 . . .”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 “救主, 主耶穌基督”: 榮耀顯現

• 卑賤的身體 榮耀的身體

• 宇宙性的崇拜: 萬膝跪拜, 萬口承認

你是天上的國民 or 地上的國民?

你的盼望? 等候? 結局? 歸宿? 獎賞?

沉淪 or 永生?

“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
都悔改.”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
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vv. 20-21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 . . .”

• “救主, 主耶穌基督”: 榮耀顯現
• 卑賤的身體 榮耀的身體
• 宇宙性的崇拜: 萬膝跪拜, 萬口承認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既盼望这些事, 就当殷
勤, 使自己没有玷污, 无可指摘, 安然见主.”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知道
你们同有一个心志, 站立得稳, 为所信的福音
齐心努力,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 这是证明他
们沉沦, 你们得救, 都是出于神. 因为你们蒙
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59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心靈得安寧”



1)

有時享平安, 如江河平又穩，
有時悲傷來, 似浪滾，

不論何環境，我已蒙主引領﹕
“我心靈, 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2)

撒旦雖來侵，眾試煉雖來臨，
我有主保證, 在我心，

基督深知我, 無依靠之苦境，
甘流血, 救贖我, 賜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3)

回想我眾罪, 已全釘十架上，
罪擔得脫下, 心歡暢，

我要常思念, 主慈愛，主恩情，
讚美主，我心靈, 得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4)

求主快再來，使信心成眼見，
雲彩將捲起, 在主前，

號筒聲吹響，从天上, 主降临,
願主來，我心靈必安寧。

我心靈(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我心靈得安寧，得安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