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RIPTURE

讀經



Philippians 腓立比書

4:4-9

(p. 1791)

4:4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
要喜樂！ .”



4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
喜樂！

5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
了。

6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
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7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
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8 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
、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
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
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9 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
聽見的、所看見的，這些事你們都要去
行，賜平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





11/3 (Sun) 8:30am       新朋友主日
• 停車
• 1pm Obama Care

11/9 (Sat) 9am-12pm  同工會: 小組事工

11/17 (Sun) 洗禮/會員班

11/23 (Sat) 5:30pm      感恩節見證會

12/22 (Sun), 10am  聖誕崇拜 ,
洗禮/入會



SERMON

信息

10/27/13



“平安雙臂 Two Arms of Peace (II)”

(腓立比書 4:4-9)

邓牧師



你擔憂嗎? 懼怕嗎? 不安嗎? 焦慮嗎?

• The Age of Anxiety 焦慮的世代

• 诗篇 16:4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
愁苦必加增.”

• 创世记 3 始祖的 “反革命:” 喧賓奪主

• 诗篇 90:9-10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
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
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
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你擔憂嗎? 懼怕嗎? 不安嗎? 焦慮嗎?

• The Age of Anxiety 焦慮的世代

• “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 The Gospel of Peace 和平的福音

• 约 14:27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
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
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 约 16: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
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
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出人意外的平安



你焦慮嗎? – 經歷耶穌的平安 (和平的福音)

末了的勸勉: 連珠炮式的命令句 (4:4-9)

• 靈性 (敬虔) 生活 (vv. 4-7)

• v,. 7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
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 智慧 (道德) 生活 (vv. 8-9)

• V. 9 “賜平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

• “福音相稱/天國公民的生活” (1:27; 3:20)

• 靈性 (敬虔) 生活 (4:4-7)

• 智慧 (道德) 生活 (4:8-9)



雷電交加的夜晚: 父親的雙臂

經歷耶穌 (神) 的平安 (和平的福音):
马太 11:28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

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 平安的神的雙臂 (4:4-9)

• 靈性 (敬虔) 生活 (vv. 4-7)
• 屬靈人: 喜樂人, 謙讓人, 禱告人

• 帖前 5:16-18 “要常常喜乐, 17 不住地祷
告, 18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
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出人意外的平安]

• 智慧 (道德) 生活 (vv. 8-9)



智慧 (道德) 生活 (vv. 8-9)
v. 8 “弟兄们, 我 . .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
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
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智慧生活的起步: 思想的淨化

• 神知道我在想什麼! -- “耶和华是看内心”
• 来 4:12-13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
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
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
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
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智慧 (道德) 生活 (vv. 8-9)
v. 8 “弟兄们, . . .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智慧生活的起步: 思想的淨化

• 神知道我在想什麼!
• 来 4:12-13  “万物在主眼前, 是赤露敞开的.”

• 诗 139: 23-24 “神啊, 求你鉴察我, 知道我
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
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You are not what you think you are, 

but what you think, you are!”



智慧 (道德) 生活 (vv. 8-9)
v. 8 “弟兄们, . . .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智慧生活的起步: 思想的淨化

• 神知道我在想什麼!

“You are not what you think you are, 

but what you think, you are!?”

• 言語行為: 裝模作樣

• 心思意念: 真我彰顯

• 我沒有罪!? --- 想入非非?

• 动怒, 淫念, 自大, 忌妒, . . .

人不知道; 神都知道!



智慧 (道德) 生活 (vv. 8-9)
v. 8 “弟兄们, . . .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智慧生活的起步: 思想的淨化

• 罗马书 12: 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
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
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 诗篇 1:2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 约翰福音 17:17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神的話 (聖經): 話語的事奉



智慧生活的起步: 思想的淨化
v. 8 “弟兄们, 我 . .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
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
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 神的話 (聖經): 話語的事奉

• v. 8 六個形容詞 , 兩個名詞 (德行, 称赞)

• 希羅文化: 一切真, 善, 美, 之事

• 罪惡墯落世界 天父創造美好世界

• 罗马书 1: 19-20 “. . .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
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
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v. 8 六個形容詞 , 兩個名詞 (德行, 称赞)

希羅文化: 一切真, 善, 美, 之事

• 罪惡墯落世界 天父創造美好世界

雅各书 3:13-18 “. . .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
妒和纷争, 就不可自夸, 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
道. 15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 乃是属地
的, 属情欲的, 属鬼魔的. 16 在何处有嫉妒, 纷
争, 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17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
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
有偏见、没有假冒； 18 并且使人和平的，是
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智慧生活的起步: 思想的淨化
v. 8 “弟兄们, 我 . .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
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
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 神的話 (聖經): 話語的事奉

v. 8 六個形容詞 , 兩個名詞 (德行, 称赞)

• 天父創造美好世界

• 希羅文化: 一切真, 善, 美, 之事

• 古今中外文化: 一切真, 善, 美, 之事

• “思念”: 評估/考慮 (福音真理/ 神的話)



智慧: 思想淨化 (v. 8) 六個形容詞 , 兩個名詞

• 真实的 (true) 虛假, 撒謊

• 可敬的 (noble) 羞恥, 卑鄙
• 公义的 (just) 誤導, 歧視

• 清洁的 (pure) 污穢, 不良

• 可爱的 (lovely) 可怕可惡, 大逆不道

• 有美名的 (admirable) 遺臭萬年

• 德行 (excellence) 傷天害理

• 称赞 (praise) 咒詛, 奇恥大辱

網站, 電視, 電影, 書籍, 雜誌, ipod, ipad, 
iphone, youtube, follow, friend, fan, like, . . .



智慧: 思想淨化 (v. 8) 六個形容詞 , 兩個名詞

• 真实的 (true) 虛假, 撒謊

• 可敬的 (noble) 羞恥, 卑鄙
• 公义的 (just) 誤導, 歧視

• 清洁的 (pure) 污穢, 不良

• 可爱的 (lovely) 可怕可惡, 大逆不道

• 有美名的 (admirable) 遺臭萬年

• 德行 (excellence) 傷天害理

• 称赞 (praise) 咒詛, 奇恥大辱
不食煙火? 出世超凡? 不念紅塵? 溫室花朵?

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智慧: 思想淨化 (v. 8) 六個形容詞 , 兩個名詞

• 真实的 (true) 虛假, 撒謊

• 可敬的 (noble) 羞恥, 卑鄙
• 公义的 (just) 誤導, 歧視

• 清洁的 (pure) 污穢, 不良

• 可爱的 (lovely) 可怕可惡, 大逆不道

• 有美名的 (admirable) 遺臭萬年

• 德行 (excellence) 傷天害理

• 称赞 (praise) 咒詛, 奇恥大辱
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孟母三遷!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智慧: 思想淨化 (v. 8) 六個形容詞 , 兩個名詞

• 真实的 (true) 虛假, 撒謊

• 可敬的 (noble) 羞恥, 卑鄙
• 公义的 (just) 誤導, 歧視

• 清洁的 (pure) 污穢, 不良

• 可爱的 (lovely) 可怕可惡, 大逆不道

• 有美名的 (admirable) 遺臭萬年

• 德行 (excellence) 傷天害理

• 称赞 (praise) 咒詛, 奇恥大辱
孟母三遷!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Garbage in; Garbage out!



智慧: 思想淨化 (v. 8) 六個形容詞 , 兩個名詞

• 真实的 (true) 虛假, 撒謊

• 可敬的 (noble) 羞恥, 卑鄙

• 公义的 (just) 誤導, 歧視

• 清洁的 (pure) 污穢, 不良

• 可爱的 (lovely) 可怕可惡, 大逆不道

• 有美名的 (admirable) 遺臭萬年

• 德行 (excellence) 傷天害理

• 称赞 (praise) 咒詛, 奇恥大辱

善人(心里的善) --善来; 恶人(心里的恶) --恶来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智慧: 思想淨化 (v. 8) 六個形容詞 , 兩個名詞

• 真实的 (true) 虛假, 撒謊

• 可敬的 (noble) 羞恥, 卑鄙

• 公义的 (just) 誤導, 歧視

• 清洁的 (pure) 污穢, 不良

• 可爱的 (lovely) 可怕可惡, 大逆不道

• 有美名的 (admirable) 遺臭萬年

• 德行 (excellence) 傷天害理

• 称赞 (praise) 咒詛, 奇恥大辱

Think holy thoughts; we will be holy.

Think dirty things; we will be dirty.



智慧: 思想淨化 (v. 8)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 真实的 (true) 虛假, 撒謊

• 可敬的 (noble) 羞恥, 卑鄙

• 公义的 (just) 誤導, 歧視

• 清洁的 (pure) 污穢, 不良

• 可爱的 (lovely) 可怕可惡, 大逆不道

• 有美名的 (admirable) 遺臭萬年

• 德行 (excellence) 傷天害理

• 称赞 (praise) 咒詛, 奇恥大辱

“悲慘世界”:  [主教的赦免]; [Who Am I?]

Malala Yousafzai: Taliban killer



智慧生活的起步: 思想淨化 (v. 8)
智慧生活的持續: 效法保羅 (v. 9)

v. 9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听
见的, 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

• “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言教

•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身教

• “都要去行”: 聽道行道

腓立比書: 使徒保羅的見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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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v. 9): “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 智慧生活的表現:: 思想淨化, 效法保羅
• 祝福: 平安的神 (vv. 8-9) [順服]
• 敬虔生活的表現: 喜樂, 謙讓, 禱告/感謝
• 祝福: 神的平安 (vv. 4-7) [信靠]

C. S. Lewis 路易斯憂傷童年
•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納尼亞傳奇
• Digory 狄哥里 [魔法師的外甥]: 失去母親
• “Great shining tears in the Lion’s eyes”
• “My son, my son, I know. Grief is great. . . 
• Aslan: “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之獅
• A Lion’s kiss!
• 神的平安 – [得勝, 醫治, 團圓, 喜慶]



C. S. Lewis 路易斯憂傷童年
• Digory 狄哥里 --- 失去母親 --- 神的平安
• Shasta 沙斯塔 [小孩與馬]: 不幸人生!
• “I must be the most unfortunate boy . . . ”
• “. . who has waited long for you to speak,”
• “Go away please!  Oh, I am the unluckiest

person in the whole world.”
• “Tell me your sorrows.”
• “I do not call you unfortunate.”
• “Who are you?”
• “Myself” “Myself” “Myself” 平安的神
• “He couldn’t, . . didn’t want, . . needn’t”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May the Mind of Christ My Savior”

“願遵主旨意”



但願救主基督心意，在我身上常彰顯；

願主憑祂慈愛權能，管理我言行。

但願天父所賜恩言，時時銘刻在我心；

令人明察我得勝利，惟靠主大能。

但願基督耶穌大愛，充溢我心滿如海；

高舉基督，謙卑虛己，愛中永誇勝。



但願天父所賜平安，在我生命中作主；

使我心靈沉著堅定，可慰人疾苦。

但願天天克敵剛強，奮勇堅定行天程；

昂然向前，別事不顧，惟獨認定主。

願我披戴主的美麗，吸引失喪人歸降；

甘作寂寂無聞器皿，惟主被顯揚。

甘作寂寂無聞器皿，惟主被顯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