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RIPTURE

讀經



Philippians 腓立比書

3:17-4:3

(p. 1790-1791)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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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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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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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MON

信息

10/13/13



“同負一軛 Yokefellows”

(腓立比書 4:1-3)

邓牧師



今天能体驗天堂, 永生的美好?

• 加入教會 (CBCO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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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國來的 “Aliens 外星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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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们是世上的盐
• 你们是世上的光

“福音相稱”的
教會生活



今天能体驗天堂, 永生的美好?  Yes!

• 加入教會 (CBCOC): 相愛合一的群體

•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
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
爱. 35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
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天國公民]”

•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赐给他们, 使
他们合而为一, 像我们合而为一. 23 我在
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
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
，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今天能体驗天堂, 永生的美好?  Yes!

加入教會 (CBCOC): 相愛合一的群體

•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
地美！2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
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3 又好
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 因为在那里有
耶和华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腓立比書勸勉的中心 (1:27 to 4:1-3)

• “福音相稱”的教會生活

• 站立得穩
• 同心合意

天上的國民:
天堂, 永生的美好



教會 (CBCOC): 相愛合一的群體

腓立比書勸勉的中心 (1:27 to 4:1-3)

• “福音相稱”的教會生活

• 站立得穩
• 同心合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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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 (CBCOC): 相愛合一的群體

腓立比書勸勉的中心 (1:27 to 4:1-3)

• “福音相稱”的教會生活

• 站立得穩
• 同心合意
•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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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教會 (CBCOC): 相愛合一的群體 (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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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牧者愛羊群:

• 我所親愛所想念的, . . 我親愛的弟兄”

• “我的喜樂, 我的冠冕” (3:14主前 “獎賞”)

• 1:23 “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 . 好得无比的
;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 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 2:17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献的祭物，我
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



教會 (CBCOC): 相愛合一的群體 (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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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牧者愛羊群:

• 我所親愛所想念的, . . 我親愛的弟兄”

• “我的喜樂, 我的冠冕” (3:14主前 “獎賞”)

•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 如同母亲乳养自
己的孩子. 8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
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
意给你们, 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教會 (CBCOC): 相愛合一的群體 (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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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牧者愛羊群:

•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 如同母亲乳养自
己的孩子. 8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
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
意给你们, 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 效法保羅: 神學 + 愛心



教會 (CBCOC): 相愛合一的群體 (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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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牧者愛羊群 羊群愛牧者

• 4:10 “我靠主大大地喜乐, 因为你们思念
我的心如今又发生; 你们向来就思念我, 
只是没得机会. . . . 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
你们的馈送, 当做极美的香气, 为神所收
纳所喜悦的祭物.”

• 效法腓立比教會: 言語 + 行動



• 4:1 “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 . . . 我親愛
的弟兄, 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

• “站立得穩”

• “福音相稱/天上國民”的生活

• 世俗化, 不鹹, 不亮的教會?!

• 靠主 (In the Lord; in One Spirit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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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当恐惧战兢, 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
13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
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4:1 “[所以]我所親愛 . . . 我親愛的弟兄, 你
們應當 [Thus如此這般地]靠主站立得穩.”

• “站立得穩”

• 靠主 (In the Lord; in One Spirit (1:27))

• [所以, . . . 如此這般地]: 效法保羅 (3:17)!
• 使徒的見證 (3:4-14)

• “所以我們 . . . 總要存這樣的心” (3:15)

• 過去 (vv. 4-8): 丟棄 “肉體”

• 現在 (vv. 9-11): 認識基督 [2:5-11]

• 未來 (vv. 12-14): 得著基督!

• 2:5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4:1 “[所以], 應當 [如此般地]靠主站立得穩.”

“站立得穩” [福音相稱/天上國民]

• 靠主 (In the Lord; in One Spirit (1:27))
• “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 叫你们无瑕无疵, 
欢. .喜站在他荣耀之前 . .救主独一的神, ..” 

• 神的恩典: 禱告, 感謝, 榮耀歸神

• [所以, . . . 如此這般地]: 效法保羅 (3:17)
• “要分外地殷勤: 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 

.加上知识; . 应当更加殷勤, 使你们所蒙的. 

.坚定不移. 你们若行这几样, 就永不失脚.”

• 我們的責任:竭力, 儆醒, 成長, 結果子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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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裡同心合意

• 指名道姓:關係夠!

• 事奉看法不同: 保羅與巴拿巴
• 2:1-4 “所以, 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 . . 安慰

, . . 交通, . . 慈悲怜悯, 2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
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 .” [同工之間]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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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裡同心合意

• 教會的責任: “同負一軛, [一同]幫助, 一同
勞苦, 一同做工”

• 神的恩典:  “在主裡, . . . 在福音上, . . . 在
生命冊上”

“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你我的名字呢?

• 中國護照, 美國護照, ---天國護照?!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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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裡同心合意

“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 你我呢?

中國護照, 美國護照, ---天國護照?!

• 神的恩典: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人若不
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 你我的責任: “日期满了, 神的国近了! 你
们当悔改, 信福音!” (cf. 约 1:10-13)



教會 (CBCOC): 相愛合一的群體 (4:1-3)

站立得穩 , 同心合意 (神的恩典/人的責任)

人間天堂; 神國降臨!

这里有神的同在, 噢！这里有神的言语，
这里有圣灵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
看呐, 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如同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地。

爱在这里, 和平在这里, 

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

耶和华所命定的福，都在这里，

你若想要得到它，在耶稣基督里.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67 

“Blest Be the Tie That Binds”

“彼此連合”



#367 Blest Be the Tie That Binds 1/4

兄弟相愛相親, 須要心誠意真

彼此連合同意同心, 正如天上良民

Blest be the tie that binds 

Our hearts in Christian love;

The fellowship of kindred minds 

Is like to that above.



#367 Blest Be the Tie That Binds 2/4

在父寶座之前, 盡心盡力祈求

一樣盼望一樣懼怕, 一樣安慰憂愁

Before our Father's throne

We pour our ardent prayers;

Our fears, our hopes, our aims are 
one,

Our comforts and our cares.



#367 Blest Be the Tie That Binds 3/4

我也將你體諒, 你也代我擔當

倘或見人愁苦非常, 大家都要心傷

We share each other's woes,

Each other's burdens bear;

And often for each other flows 

The sympathizing tear.



#367 Blest Be the Tie That Binds 4/4

在天永無愁苦, 罪孽毫無存留

愛心全備情誼深厚, 永享快樂無休

From sorrow, toil, and pain,

And sin we shall be free;

And perfect love and joy shall reign

Through all eter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