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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家訊】2017 年 9/24~ 9/30 

九月廿四日 

讀經 加二；與基督同活 

鑰節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

督在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

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加二 20) 

禱告 親愛主，教導我如何在生活言行中，不再憑己意，經歷因

信神的兒子而活。 

詩歌 基督在我里面活- YouTube 

九月廿五日 

讀經 加三；因信蒙福 

鑰節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

們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加三 14) 

禱告 親愛主，以往我們因信得著了聖靈而重生；如今我們仍要

因信過得勝的生活，支取享用袮所賜的應許和褔分。 

詩歌 有福的確據- churchinmarlboro  

九月廿六日 

讀經 加四；成形像主 

鑰節 我小子阿、我為你們再受生產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

們心裡。(加四 19) 

禱告 親愛主，求袮長在我心，成形在我裡，使我滿有袮榮耀的

形像。 

詩歌 哦主！求袮長在我心 - churchinmarlboro 

九月廿七日 

讀經 加五；聖靈果子 

鑰節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加五 22～23 上) 

禱告 主啊，我們願活在聖靈的引導下，結出聖靈的果子，生活

顯出基督生命的美德。 

詩歌 那靈所結的果子- YouTube 

九月廿八日   

讀經 加六；只誇十架 

鑰節 但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

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

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加六 14) 

禱告 親愛主，十字架是袮的詛咒、刑罰、羞辱、痛苦、棄絕的

記號，如今卻是我們的祝福、赦免、榮耀、喜樂、和好的

記號。在生活中不再是『我』，只靠十架大能。 

詩歌 近十架-churchinmarlboro  

九月廿九日 

讀經 弗一；基督身體 

鑰節 教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一 23) 

禱告 親愛主，求袮賜給我們智慧和啟示的靈，使我們真知道神

的旨意、基督和教會之間的關係。 

詩歌 詩歌：教會惟一的根基～生命诗歌 

九月三十日   

讀經 弗二；神的傑作 

鑰節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

善，就是神所豫備叫我們行的。(弗二 10) 

禱告 親愛主，教會是神的傑作，而我們竟能有份其中!我們願被

袮充滿，顯明並流露袮。 

詩歌 耶稣聚集我们在一起～生命诗歌 

【本週聖經鑰句】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裏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

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加二 20)本節指出我們因信與

基督聯合的經歷，包括：(1)在法理上──「與基督同釘十字

架」，「已經」解決了我們的「舊我」；(2)在主觀的經歷上

──「基督在我裏面活著」，「如今 」使我們每一天能因信

而活。「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加二 20)──保羅以他生命

改變的歷程，來說明當基督釘死在十字架上時，不僅舊人已經

與祂同釘而死；並神將他擺在基督裏，且這位基督在他裏面替

他活，並要從他裏面活出來，而彰顯基督。然而，我們如何將

這一個客觀已經成功的事實，落實成為我們今天主觀的經歷

呢？在消極方面，經歷與基督同死，在神面前對付以前的那個

舊「我」；在積極方面，經歷與基督同活，讓我們的思想、意

志、情感、生活、動作等，乃是根據在我們裏面活著的基督。 

史百克說得好，「保羅把他作基督徒、作神僕人的整個歷史，

集中在一個焦點上。『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林後四 6)

『那把我從母腹里分別出來、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樂意將祂

兒子啟示在我心裡……』(加一 15～16)『我素來所傳的福音，

不是出於人的意思』，『乃是從耶穌基督啟示來的』。(加一

11～12)怎麼會這樣呢？不單是客觀的、外在的，而是內在

的。『神已經照在我們心裡』。『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在人

類歷史中所發生過最驚人的一件事，莫過於那天正午發生在大

數人掃羅身上的事，那時他明白到：那位他原來以為已經完

了、死了、埋葬了的拿撒勒人耶穌，竟然是活著的，活著的，

而且是真實活著的。想想祂是何等真實地活著呀！保羅說：

『那位活著的——而且不單活在榮耀中——祂活在我裡面，在

我裡面！』一個活的人，裡面活潑、真實的大能，是的，基督

是裡面真實的大能。」 

《腓立比書第四章》──基督是我們的力量 
【讀經】腓四 1～23。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從保羅喜樂、飽足、一無掛慮的祕

訣，而認識基督是我們的力量，以及學會在基督裡，靠祂凡事

都有力去作。 

【主題】《腓立比書》第四章主題強調：(1)靠主站立得穩(1

節)；(2)靠主同心作工((2～3節)；(3)靠主常常喜樂(4～7節)；

(4)思念並實行美善的事(8～9 節)；(5)因主知足，凡事都能作

(10～13 節)；(6)彼此供應需用(14～20 節)；和(7)榮耀祝福

(21～23節)。 

【特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 

(一)基督徒在任何景況中喜樂的原因──(1)以聖徒為喜樂(1

節)；(2)靠主喜樂(4節)；(3)由謙讓而得喜樂(5節)；(4)因

主已近了而喜樂(5節)；(5)因一無掛慮而喜樂(6節)；(6)因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s8RNH14RBk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lessed%20assuranc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O%20Jesus%20Christ,%20Grow%20Thou%20In%20Me.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7deWKA8XzQ&feature=related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78.htm
http://songsandhymnsoflife.net/cu-0191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e%20Leadeth%20M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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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神的平安而喜樂(7節)；(7)因眾聖徒的思念而喜樂(10 節)。 

(二)基督徒在生活中喜樂的光景──(1)靠主常常喜樂(4～5節)；

(2)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蒙神保守心懷意念(6～7節)；(3)藉

著思念並實行美善的事，得著平安的神同在(8～9節)；(4)學會在

甚麼景況都能知足(11～12節)；(5)靠著那加給力量的，凡事都能

作(13 節)；(5)供給財物給主工人(14～19節)。 

【鑰節】「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腓四 13)保

羅說出基督徒得勝的祕訣，而這個秘訣就是倚靠基督作力量。 

【鑰字】「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腓四 13) ――這一節是本章的

鑰節。保羅喜樂、飽足、一無掛慮的祕訣，是因為他凡事告訴

神、倚靠神。他無論在什麼境況，或卑賤、或豐富、或飽足、或

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都可以知足，這是他已經學會了:「靠著

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四 13)。「靠」的原文是 en，意

即「在裏面」，表示与基督聯成一體。「在基督裏面」是保羅知足

秘訣中最主要的關鍵。而「能」(ischuo)的原文意思是「我凡事都

能忍受、都能作、都能面對」。因祂能把我們各樣的「不能」，變

成滿有喜樂的「凡事都能」。所以，這句按希臘原文應該是「我

在基督裡面，凡事都有力去作。」 

【心安草】「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

了」(腓四 11)。有一個故事，講到一個國王，一天早晨獨自到他

的花園中去散步，他發現所有的花草樹木都枯萎雕謝了。園中充

滿了死象，一無生氣。國王非常詫異，就問園門口的一棵橡樹：

它們中間究竟出了甚麼岔子？後來他才知道橡樹因為自怨沒有松

樹那樣高大俊秀，所以就生出厭世之心，不想活了。松樹又恨自

己不能像葡萄藤那樣多結果子。葡萄藤也將自盡，因為它終日匍

伏於地，不能直立，又不能像桃樹那樣開美麗可愛的花。牽牛兒

也病倒了，因為它嘆自己沒有紫丁香那樣芬芳。其餘的都垂頭喪

氣，怨自己不如人，只有一枝頂小的心安草(Heart's ease)，國王見

它仍在噴香吐艷，維持原狀。國王高興極了，對它說：「心安草，

我真歡喜，別的都悲觀厭世，只有你這枝小草這樣勇敢。你似乎

一點都沒有沮喪。」小草兒回答說：「王阿，我絕對沒有，連一絲

的灰心，一毫的失望，也沒有。我雖然算不得甚麼，但是我知道

如果你要一棵橡樹，或者一棵松樹，或者葡萄藤，或者桃樹，或

者牽牛兒，或者紫丁香，你就會去種植﹔我知道你要我作一枝小

的心安草，所以我就心滿意足地盡力作一枝小的心安草。」――

《荒漠甘泉》 

【綱要】本章可分成七部份： 

(一) 靠主站立得穩(1節)；  

(二) 靠主同心作工((2～3節)；  

(三) 靠主常常喜樂(4～7節)； 

(四) 思念並實行美善的事(8～9節)； 

(五) 因主知足，凡事都能作(10～13節)；  

(六) 彼此供應需用(14～20節)；  

(七)  榮耀祝福(21～23 節) 。 

【鑰義】本書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 

(一) 《腓立比書》乃是一本「交通」的書――在《腓立比書》

中，「koinonia」，意即交通，有分，同夥，團契；這個希臘字在

每一章各出現一次，且各自表達了一個合神心意之教會所必須具

有的見證： 

(1)要「同心合意」(koinonia) 的興旺福音(一 5)，意即一同參與、 

 

支持並推展福音的事工。興旺福音，不應只是聖徒個人的工

作，必須是眾聖徒，即全教會，同心合意地配搭，才有果效。 

(2)要在聖靈裏有「交通」(koinonia；二1)。此處一方面指我們

與神之間「縱」的交通，另一方面也指聖徒之間彼此在靈裏

「橫」的交通。一個合神心意的教會，是要使聖靈可以自由地

在教會中交通和感動；聖徒之間也當除去嫌隙、誤會與偏見，

彼此相愛，使靈裏的交通不致受阻擋。 

(3)要和基督「一同」(koinonia)受苦(三10)。聖徒乃是藉著基督

的十字架，交通於祂的苦難，才能更多模成祂的形狀；所以我

們經歷十字架有多少，就模成祂的形狀有多少。 

(4)要「供給」(koinoneo)主事工的需用(四15)。腓立比的聖徒在

傳福音上，用財物奉獻，來與保羅的事奉(Koinonia)，使保羅無

後顧之憂。這乃是生命範圍和長度的延伸。 

 (二) 《腓立比書》書乃是一本「喜樂」的書――保羅勸勉腓立

比人要喜樂，而他自己也作了一個靠主大大喜樂的好榜樣。本

書保羅特别提及值得他喜樂的原因: 

(1)因教會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腓一 4～5)； 

(2)為著基督被傳開(腓一 18)； 

(3)為著自己終必得救(腓一 18～19)； 

(4)因著教會的合一(腓二 1～2)； 

(5)即或為主殉道(腓二 17)； 

(6)為著能見到所掛心的弟兄(腓二 28)； 

(7)為著自己工作的成果(腓四 1)； 

(8)單純因著在主裏面(腓三 1；四 4)； 

(9)因想到教會對自己的思念(腓四 10)。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保羅不是因環境而喜樂，乃是因基督和

教會而喜樂。「要喜樂」即然是神的一個命令。所以，無論如

何，我們要「要靠主常常喜樂」(腓四 4)。 

【默想】 

(一) 1節說出要站立得穩，指出「站穩」是屬靈爭戰中一個很

重要的秘訣(弗六14)！讓我們超越信仰的異端，在信仰

上站立得穩吧！ 

(二) 2～3節說出同工要同心作工，指出同工乃負教會之軛，

切記大家名字同錄生命冊上！讓我們超越教會的紛爭，

在主裏同心同工吧！ 

(三) 4～7節說出要常常喜樂，指出凡事告訴神，祂的平安必

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讓我們超越生活的憂慮，在主裏

喜樂吧！ 

(四) 8～9節說出要思念美善，指出常思念基督的美德，實行

已領受的真道！讓我們超越人性的短缺，思念基督，遵

行主道吧！ 

(五) 10～13節說出凡事都能作，指出乃是靠主加力量，凡事

隨遇而安，因主知足！讓我們超越人生的無常，簡單地

倚靠那加給我們力量的主吧！ 

(六) 14～20節說出要彼此供應，指出把財物饋送，當作神所

收納所喜悅的祭物！讓我們超越需用，為神所擺上，互

通有無吧！ 

(七) 21～23節說出保羅的榮耀祝福，指出切望神恩湧流眾教

會！讓我們超越屬地的界限，彼此關懷，互相問安吧！ 

(八) 親愛的，讀完本書我們有沒有「學會了」生活的秘訣

呢？到目前為止，我們學會了的秘訣包括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