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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7 年 8/27~ 9/2 

八月二十七日 

讀經 林前六；聖靈的殿 

鑰節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麼？因為你們是重價買

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林前六 19~20) 

禱告 親愛主，我們是袮重價買來的，不再屬自己，也再沒有

權利支配自己，叫我們活着是為你活，好使我們真能在

我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詩歌 願你為大～churchinmarlboro  

八月二十八日 

讀經 林前七 1～19；夫妻之道 

鑰節 免得撒但趁着你們情不自禁，引誘你們。 (林前七 5下) 

禱告 親愛主，教導我們學習在一切的事上愛我們的配偶，在

大事上力求同心，在不和的事上信守婚約的忠貞。 

詩歌 我對撒但總是說不～churchinmarlboro  

八月二十九日 

讀經 林前七 20～40；為主而活 

鑰節 因為這世界的樣子將要過去了。我願你們無所掛慮。沒

有娶妻的，是為主的事掛慮，想怎樣叫主喜悅。 (林前

七 31下~32) 

禱告 親愛主，求袮幫助我們，不要讓這世界上的掛慮妨礙與

袮的關係；只要是攔阻服事袮的事，叫我們靠袮恩典，

為袮肯撇下一切。 

詩歌 求主給我一顆心～churchinmarlboro 

八月三十日 

讀經 林前八；愛造就人 

鑰節 但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 (林前八

1 下) 

禱告 主啊，讓我的生活行動既在知識裏不自高，也在愛心裏

造就人。 

詩歌 讓我愛而不受感戴～churchinmarlboro 

八月三十一日 

讀經 林前九；人生定向。 

鑰節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

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著獎賞。(林前九 24) 

禱告 親愛的，靠著袮的恩典與能力，讓我們也能像使徒保羅

一樣，努力奔跑，為要得那『不能壞的冠冕』。讓我們永

遠不輕言放棄！ 

詩歌 在那新耶路撒冷～churchinmarlboro 

九月一日 

讀經 林前十；榮神益人。 

鑰節 所以你們或吃或喝，無論作什麼，都要為榮耀神而行。 

(林前十 31) 

禱告 親愛主，讓我們靠著袮的恩典與能力，改變以前自以為

是、我行我素的一貫態度，今後一切以「愛弟兄、榮耀

神」為目標。 

詩歌 活著為耶穌～churchinmarlboro 

九月二日 

讀經 林前十一；擘餅聚會。 

鑰節 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

來。 (林前十一 26) 

禱告 主啊，感謝袮的捨身救贖，願我們在每一次餅杯面前，重

新體會袮的愛和浩瀚的恩典，也重燃對袮再來的盼望！ 

詩歌 我們照你恩惠話語～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但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林前八 1下) 

――這節經節是《哥林多前書》第八章的摘要。尤其對助初信

者，如何處理應做甚麼、不應做甚麼，或甚麼是對、甚麼是錯

等問題。保羅在這裏說，基督徒的行動是憑愛心而非知識。如

果只有知識，就會叫人「自高自大」，自以為是。「自高自

大」的意思是膨脹，脹大；任何膨脹的東西都很容易爆炸，破

裂。因為知識既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驕傲，又不能解決別

人的問題――跌倒、難處(11～13 節) 。然而只有「愛心能造

就人」，能建立人。當基督徒的知識，不受愛心的平衡並使用

時，就變成沒有價值。缺乏愛的知識，往往是破壞而非建設性

的。況且我們依據知識的行動，外人不一定能瞭解；但我們依

據愛心的行動，一定能摸著別人的心。「最大的愛心是愛神；

最大的知識，是為神所知！」―― 倪柝聲 

《腓立比書》鳥瞰──經歷基督是一切 
【本書鑰義】《腓立比書》主要信息是基督徒得勝和的喜樂生

活的秘訣，就是建立在凡事上以基督是我們生活的中心和一

切。本書藉著保羅的經歷和見證，帶出了正確基督徒生活的秘

訣，而在日常生活中經歷祂是我們的生命、榜樣、目標和力

量。保羅精心編寫本書，藉以特別強調： 

(一)以親身的經歷和他心中的感受，來勉勵我們也能和他一樣，

乃是竭力追求那超越的目標，就是(1)活出基督(一章)；(2)效

法基督(二章)；(3)得著基督(三章)；和(4)倚靠基督(四章)。 

(二)基督徒得勝和喜樂生活的秘訣，就是基督是我們生活的一

切。因為基督是我們裏面一切動力之源，也是我們外面一切彰

顯之因。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經歷祂是我們的生命(一章)、榜

樣(二章)、目標(三章)和力量(四章)。 

【本書重要性】 

(一)《腓立比書》啟示了我們每天生活裡的基督和勉勵同心合

一的教會生活。保羅在本書裡分享基督徒生活的秘訣，而這個

秘訣就是經歷所啟示的基督──(1)基督是他的生命，無論在

什麼環境，或捆鎖或自由，是生是死，他總叫基督在他身上照

常顯大，因他活著就是基督(腓一章)；(2)基督是他的榜樣，

因此他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二章)；(3)基督是他的目標，

所以他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更多得著基督(腓三章)；(4)

基督是他的力量，無論是順境或逆境、卑賤或豐富、飽足或饑

餓、有餘或缺乏，他「靠」基督，凡事都能作 (腓四章)。此外，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4/2-16-14%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e%20Leadeth%20M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227.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2013/12-1-13%20weekly.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6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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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勸勉聖徒以基督的心為心，而同心地過肢體的生活，包括(1)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腓一5)；(2)在聖靈裏有交通(腓二1)；(3)

和基督「一同」受苦(腓三 10)；(4)「供給」主事工需用(腓四 15)。

因此，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基督徒得勝和喜樂生活的秘訣，以及一個

合神心意之教會所必具有同心合意的見證，就必須讀本書。 

(二)在《腓立比書》中，保羅多處講述他的遭遇和經歷，揭露了他

如何以基督為中心的得勝生活﹕第一，熱愛傳福音(一 16)，叫基督

顯大(一 21)；第二，謙卑虛己(二 8)，以基督的心思為心思(二 5)；

第三，追求長進(三 12)，為要更多得著基督(三 14)；第四，知足

常樂(四 11)，因靠著那加給力量的基督(四 13)。對我們的經歷來

說，這四方面的經歷是何等的豐盛和重要。因此，任何人若想要知

道如何也能和保羅一樣，一生傳揚基督，活出基督，學習基督，追

求基督，得著基督，和經歷基督，就必須讀本書。 

【本書背景】本書是「監獄書信」中最後期寫的，因為在書中保羅

預料自己快將獲釋(二 23～24)；所以時間約在主後 62 年，於羅馬

監獄，由以巴弗提送信(二 25、28)。腓立比教會一直保持興旺的光

景，所以保羅在本書的信息大都是正面的=。 

【本書鑰節】「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因

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一 20～21上)保羅經歷

基督作他的生命，且見證他的生活乃是活出基督。這指出基督不僅

是他的生命，代替他活著；並且他的全人完全被基督佔有、管理，

因而無論環境如何，他總叫基督顯大。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腓二 5)保羅勉勵聖徒當以基督

耶穌的心思作榜樣。基督的心思就是虛己、降卑和順服，祂自願降

卑到極點，且順服至死，因此神將祂高升為万有之主。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祂一同受苦，效

法祂的死。」(腓三 10)保羅切望在生命和見證中，能更深的認識

基督，在凡事上能經歷與基督一同受苦、死和復活。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

至寶。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腓三 8)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

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

來得的獎賞。」(腓三 13～14)保羅宣告他將先前以為與自己有益

的，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甚至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以祂為

至寶。因他以基督為獨一的目標，向著標竿竭力追求，等候基督的

降臨，好得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呼召的獎賞。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

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四 12～13) 保羅

見證他無論在什麼境況，保羅知足、喜樂、一無掛慮的祕訣，就是

靠著那加給他力量的基督。 

【本書大綱】本書共四章，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四大段： 

(一) 經歷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一章)──「活著就是基督」(一

21)； 

(二) 經歷基督是我們的榜樣(二章)──「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

心」(二 5)； 

(三) 經歷基督是我們的標竿(三章)──「認識基督」(三 10) ，

「得著基督」(三 14)； 

(四) 經歷基督是我們的力量(四章)──「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作」(四 13)。 

【本書特點】 

(一)《以弗所書》為我們帶來最高的啟示，把我們帶到天上認識 

神永遠的定旨。《腓立比書》接著引導我們進入最深的生活─

─在凡事上經歷基督，讓祂作我們生活的中心和一切。無論是

個人或教會，都要同時有高的啟示和過深處的生活。啟示和生

活必須並行，啟示若沒有生活的顯出會流於空泛；生活若沒有

啟示來支配則容易偏差。保羅在本書中特别提及他自己的遭遇

和經歷；在勸勉之中，常以他本身的見證和他心中的感受來勉

勵腓立比的聖徒。保羅講述，他無論在什麼環境，或捆鎖或自

由，是生是死都沒有一事叫他羞愧，總是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

顯大。因他活著就是基督，並且丟棄万事看作糞土，為要更多

得著基督，又竭力追求，努力向前，為要得著從上面召他來得

的獎賞。保羅乃是要從完全達到完全，不僅得救，還要得獎。

得救與生命連在一起，得獎乃與國度和冠冕連在一起。 

(二)本書中引述許多榜樣──(1)基督的榜樣(二 5～11)：論基

督降卑與升高之榜樣，是全聖經著名之信息之一。對聖徒應怎

樣謙卑而同心地過肢體的生活，保羅提出了這具體積極的榜

樣，勸勉聖徒都要以基督的心思為心思。(2)提摩太的榜樣(二

19～22)：「同心」；「挂慮你們的事」；「求耶穌的事」、

「同勞」。(3)以巴弗提的榜樣(二 25～30)：謙卑自己，服侍

別人；關怀別人；忘記自己。(4)保羅自己的榜樣(一 12～26，

三 4～14，四 10～13)。 

(三)本書保羅指出聖徒所當有的共同生活，如： 

（1） 一同蒙恩(一 7)──一個在福音上『同工』的教會，乃是

一個「一同得恩」的教會。 

（2） 同心合意(一 5；二 1～2)──教會最美麗的光景，莫過於

「同心」，而是以基督的心為心。 

（3） 一同喜樂(二 17～18)──基督徒的喜樂應當是能彼此分享

的。 

（4） 一同作工(二 25)──是指聖徒們在事奉上彼此同工的關

係。 

（5） 一同當兵(二 25)──是指聖徒們在靈界爭戰上的關係。 

（6） 一同受苦，同受患難(三 10；四 14)──當弟兄姊妹在受苦

時，我們以與基督一同受苦的心志來看待他們；與受苦的

人一同受苦，共享、共樂、共患難，這是在基督裏的美

事。 

（7） 一同效法使徒(三 17)──聖徒的行事為人，應當成為別人

效法的榜樣。 

（8） 一同勞苦(四 3；二 22)──原文與「齊心努力」(一 27)同

字。聖徒面對外敵的攪擾、逼迫，須彼此同心，為所信的

福音齊心努力。 

（9） 一同負主軛(四 3)──以二牛同拖一犁的情形，來勸勉聖

徒們共同擔負教會工作的責任。 

 「比起任何其他的新約書卷，這卷書更是充滿『得勝的喜

樂』。使徒喜樂洋溢，無法自已。我們在前一篇說到，他從

最超凡的角度論到教會在福音中的偉大呼召。在這裡，使徒

發現很難表達自己的喜樂。我讓你們自己來看這點。只要看

看他的引言，幾句話，就知道了。但這會持續到整捲書結

束。有人管這卷書叫『保羅在基督裡的喜樂』，但這喜樂是

得勝的喜樂，並且是三方面的得勝：基督的得勝，在保羅身

上的得勝，腓立比基督徒的得勝。這真的是這卷書信的總

結：三方面的得勝，洋溢的喜樂。」──史百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