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成人主日學

在基督裡的生命和福音
教會興旺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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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一．概論和保羅對腓立比教會的問候

和關愛（一1-11）

二．生命的態度（一12-30）

三．興旺福音和生命的榜樣（二1-11）

四．生命的榜樣（二12-30）

五．生命的標竿（三1-21）

六．生命的能力（四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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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生命的榜樣

活著「學」基督

2

內容大綱

基督在我們面前的榜樣（二

1-11）

教會在世人面前的榜樣（二

12-18）

聖徒在教會面前的榜樣（二

19-30）



教會在世人面前的榜樣（二12-18）

12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

你們那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更是順服的，就當恐

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13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 神

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14 凡所行的，都不

要發怨言，起爭論， 15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

彎曲悖謬的世代作 神無瑕疵的兒女。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16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

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 17 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

獻的祭物，我若被澆奠在其上，也是喜樂，並且與你們眾人

一同喜樂。 18 你們也要照樣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成人主日學 3



教會在世人面前的榜樣–順服神（二12-13）

12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
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
得救的工夫。

「6 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 7 反倒虛己，取
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8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
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9 所以， 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
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11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
神。」（二6-11 基督頌）

既然基督「存心順服」（8節），我們也應該「存心順服」; 既然基督是
正在至高之處活著的「主」（11節），我們就應當靠著祂的能力，「常
順服」祂的管理生活。借著一次又一次的順服，讓十字架來破碎我們的
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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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世人面前的榜樣–順服神（二12-13）

12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
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
得救的工夫。

「恐懼戰兢」就是十分小心謹慎，唯恐失職未能盡責，受神的責備。勸

勉信徒要存敬畏神的心，小心謹慎地生活工作，唯恐有失於神的託付，

有負神的大恩，虧欠了神。。保羅曾對哥林多人說：「我在你們那裏，

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林前二3）。意思就是說，他在哥林多信

徒中間工作是十分小心謹慎的，唯恐失職未能盡責。

信徒若不「恐懼戰兢」，無論是自信滿滿、還是懈怠輕忽，都不能活出

基督、無法「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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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世人面前的榜樣–順服神（二12-13）

12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
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
得救的工夫。

「做成得救的工夫」就是順服聖靈的管理，活出救恩的實際，「為要得

著基督」（三8），基督自己才是神救贖工作的目的。靈魂得救、罪惡得

赦免，不過是救恩的起點；若要經歷完全的救恩，就要繼續讓神的話語

不斷在我們心中作工，而且要順服這種工作，使我們有成熟豐盛的生命，

也有成熟豐盛的生活，使救恩的奇妙功效明顯地在我們身上活出來。

得救後，會不會失去救恩？「只要你們在所信的道上恆心，根基穩固，

堅定不移，不至被引動失去福音的盼望。」（西一23），馬太福音、希

伯來書、啟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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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世人面前的榜樣–順服神（二12-13）

13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當基督作了我們的生命，神就借著這生命在我們裡面「運行」、做工，
促使我們「立志」並「行事」，引導我們去成就神美善的旨意，「總叫
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一20），「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二12），
「使榮耀歸與父神」（11節）。

問題不在乎我們能否活出主的救恩，乃在乎我們是否肯順服神的靈在我
們心中的運行。

本節最重要的字是「神」，不是「運行」，因為最重要的是誰在你心中
運行，既然那一位在我們心中運行工作的是神，我們該存何等敬畏的心，
戰兢地順從祂的運行，以成全祂的美意！反之，若我們輕忽祂的運行，
不順服祂的感動，就等於是破壞祂的美意，阻礙祂的計劃了。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成人主日學
7



教會在世人面前的榜樣–行事光明（二14-16）

14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怨言是表示不服神的安排，不肯為自己所遭遇的苦境負責，而想要

諉過於人。它一方面是對神不服，另一方面是對人不平。

「發怨言」就是凡事只看見事情裡的人，卻看不見事情背後神的手，

所以才會被事情惹動肉體，碰出怨言來。 「起爭論」就是每個人

都堅持自己，卻不尋求神的心意，爭論就不可避免。

「發怨言、起爭論」是一個信號，讓我們知道自己沒有「以基督耶

穌的心為心」（5節），不是活在基督裡面，而是活在自己裡面。

這正是我們的舊人該接受對付的時候，因為教會肢體之間「發怨言、

起爭論」，都是肉體活動的結果，會破壞身體合一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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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世人面前的榜樣–行事光明（二14-16）

15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

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無可指摘，誠實無偽」不是人自己做成的，而是「神在你們心裡

運行」的結果（13節），在此是指教會的見證，而不是關於個人的

道德品格。

人若能脫離怨言與爭論，表明已經脫離了人自己的轄制，「以基督

耶穌的心為心」（5節），所以才能「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

黑暗的世界裡「好像明光照耀」，活出基督身體合一、光明的見證，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16節）。要作神無瑕疵的兒女，「在這

彎曲悖謬的世代」中，有如明光照耀在黑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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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世人面前的榜樣–行事光明（二14-16）

16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

沒有徒勞。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這是「好像明光照耀」的條件。這生命

的道必須藉信徒平日的生活表明出來，使人看見。

在基督再來的日子，能看見自己所作的一切工作都有美好的果效，

這是傳道人的喜樂和榮耀。保羅用他自己對將來的盼望，勉勵腓立

比信徒為主發光、表明主道。

「我們的盼望和喜樂，並所誇的冠冕是什麼呢？豈不是我們主耶穌

來的時候、你們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嗎？因為你們就是我們的榮耀，

我們的喜樂。」（帖前二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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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如明光照耀」的表現：

按上幾節經文記載看來，教會要在這世代中如明光照耀，便需要：

1. 要順從神在心中之運行 - 對神。

2. 要肢體同心，追求和睦，不發怨言、起爭論 - 對人。

3. 要有誠實無偽、無可指責的品德 - 對己。

4. 要「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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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世人面前的榜樣–喜樂（二17-18）

17 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我若被澆奠在其上，也是喜樂，並

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

神的兒女在信心上長成，是神的喜樂，也就是保羅的喜樂，這是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5節）的結果。 以色列人獻祭，常在祭

物之上奠酒（出二十九38-41; 民二十八7）; 保羅在此以腓立比信

徒的信心為獻給神的祭物，以自己的血為澆奠在其上的酒，含有甘

心殉道的意思。

腓立比教會信徒要是能在這世代中像明光照耀，在主前便有內心的

平安和喜樂。這不單是他們的喜樂，或保羅個人的喜樂，也是他們

和保羅共同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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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世人面前的榜樣–喜樂（二17-18）

18 你們也要照樣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

保羅不單要腓立比信徒不因他下監而憂愁，還要他們因着他自己能

在監獄中充滿喜樂的緣故，跟他一同喜樂。。

這句話更深一層的意思，是要信徒照他那樣甘心樂意地獻上自己，

為主勞苦、受患難；甚至不顧性命，只求主的兒女靈性得着益處，

信心堅固；並以此為喜樂。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成人主日學
13



聖徒在教會面前的榜樣（二19-30）

19 我靠主耶穌指望快打發提摩太去見你們，叫我知道你們的事，心
裡就得著安慰。 20 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實在掛念你們的事。
21 別人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 22 但你們知道提摩
太的明證; 他興旺福音，與我同勞，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 23 所
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樣了結，就盼望立刻打發他去; 24 但我靠
著主自信我也必快去。 25 然而，我想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裡
去。 他是我的兄弟，與我一同做工，一同當兵，是你們所差遣的，
也是供給我需用的。 26 他很想念你們眾人，並且極其難過，因為你
們聽見他病了。 27 他實在是病了，幾乎要死; 然而 神憐恤他，不
但憐恤他，也憐恤我，免得我憂上加憂。 28 所以我越發急速打發他
去，叫你們再見他，就可以喜樂，我也可以少些憂愁。 29 故此，你
們要在主里歡歡樂樂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這樣的人; 30 因他為做
基督的工夫，幾乎至死，不顧性命，要補足你們供給我的不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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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在教會面前的榜樣（二19-30）

主題：同工的道理和合作

內容要點：

一、同工的關係

二、如何事奉主

三、教會如何接待同工，尤其是主裡資淺的同工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成人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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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工的關係–同心合作的團隊

 有愛心的團隊–緊密的愛的關係

 尊重與順服。「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 … 待我像兒子待父

親一樣。」（二22）

 保羅也對待提摩太像兒子一樣，保護、提攜、栽培和教導他。

「寫信給那因信主作我真兒子的提摩太。…」（提前一2）

 同憂同勞–同做奴僕，彼此分擔來服事主

 「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他興旺福音，與我同勞，…」（二

22）

 「…以巴弗提… 他是我的兄弟，與我一同做工，一同當兵，…」

（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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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工的關係–同心合作的團隊

 倫理次序關係

 「我靠主耶穌指望快打發提摩太去見你們，…」（二19）, 

「…我想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裏去，…」（二25）, 

“打發”表示保羅是站在年長的地位上差派提摩太和以巴弗提

的。雖然按在基督裏的關係來說，沒有階級的分別，保羅也不

是用上司的態度來對待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但在工作上確有打

發人和受人打發的分別。

 一個團隊必須有倫理次序關係，按著倫理的次序去行。年輕的

順服年長的，被帶領的順服帶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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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事奉主

 存基督的心，關懷教會

 「我靠主耶穌指望快打發提摩太去見你們，叫我知道你們的事，

心裡就得著安慰。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實在掛念你們的

事。」（二19-20）

 「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地想念你們眾人; 這是 神可以

給我作見證的。」（一8）

 「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愛教會、愛羊群的心。生命的果效

先從愛而來。

 在耶穌基督裡，平時就關心，而不是有問題時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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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事奉主

 先求基督的事

 「別人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但你們知道提摩

太的明證; 他興旺福音，與我同勞，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 」

（二21-22）。

 把主的事放在優先。「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

都要加給你們了。」（太六33）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

也沒有徒勞。」（二16），要有這樣的信心和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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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事奉主

 盡心竭力做主工

 「因他為做基督的工夫，幾乎至死，不顧性命，要補足你們供

給我的不及之處。」（二30）

 結論

 存基督的心–體貼主的心意；

 求基督的事–把主的事放在首位；

 做基督的工–盡心竭力為主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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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會如何接待同工

 提摩太和以巴弗提都是資淺年輕的“小”傳道人，提摩太個性膽怯。

兩人都奉差遣回到腓立比教會。保羅提醒教會要善待這兩位傳道人。

 「故此，你們要在主里歡歡樂樂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這樣的

人; 因他為做基督的工夫，幾乎至死，不顧性命，要補足你們

供給我的不及之處。」（二29-30）

 尊重和關懷為主的名為主的工盡心竭力擺上的人。不是因為他們的

地位、資歷、學識、能力、經驗等。

 「在主里歡歡樂樂地接待他」

 不是出於勉強，是出於甘心，是出於喜樂。

 要顧及他們的需要。

 教會也要栽培“小”傳道人。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成人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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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在教會面前的榜樣–提摩太（二19-24）

19 我靠主耶穌指望快打發提摩太去見你們，叫我知道你們的事，心

裡就得著安慰。 20 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實在掛念你們的事。

21 別人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 22 但你們知道提摩

太的明證; 他興旺福音，與我同勞，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

保羅差派提摩太去看望腓立比信徒，並要向保羅回報，使保羅知道

信徒的情形而得安慰。這幾節經文表明了：存基督的心、對教會的

關心、求基督的事、同工的同心同勞、同工間緊密的關係。

「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大概是專指在掛念腓立比信徒的事上，

沒有別人像提摩太這樣跟他同心。

「靠主耶穌指望」，不是憑自己的心意，而是在主里領會神的心意。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成人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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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在教會面前的榜樣–提摩太（二19-24）

19 我靠主耶穌指望快打發提摩太去見你們，叫我知道你們的事，心

裡就得著安慰。 20 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實在掛念你們的事。

21 別人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 22 但你們知道提摩

太的明證; 他興旺福音，與我同勞，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

「別人」不是指保羅的同工們，而是指他們以外的人，可能是一章

15至17節中那些存另外的心意傳基督的人；或是當時一些冷淡的信

徒，他們對於主的事全不關心，只顧自己的生活與享樂。

另一解釋可能是指保羅的一些同工，他們對於關懷腓立比信徒的事，

與保羅並不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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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在教會面前的榜樣–提摩太（二19-24）

19 我靠主耶穌指望快打發提摩太去見你們，叫我知道你們的事，心

裡就得著安慰。 20 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實在掛念你們的事。

21 別人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 22 但你們知道提摩

太的明證; 他興旺福音，與我同勞，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

照22節的話，腓立比人對提摩太的忠心是有認識的。按徒十六章，

提摩太跟隨保羅之後隨即同到腓立比傳道。但在腓立比監獄中卻未

見提摩太在一起，只提西拉跟保羅，但這並不表示只有西拉、保羅

在腓立比，因為事實上醫生路加當時也在腓立比。

「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提摩太在工作上跟保羅的關係，不但

是同工且像父子，彼此以愛相待。他們這種關係是腓立比信徒所知

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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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在教會面前的榜樣–提摩太（二19-24）

23 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樣了結，就盼望立刻打發他去; 24 但

我靠著主自信我也必快去。

保羅可能此時即將被提審訊，需要提摩太在他身邊; 一俟定案，就

可打發他去腓立比。

保羅可能蒙啟示，不久就能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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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在教會面前的榜樣–以巴弗提（二25-30）

25 然而，我想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裡去。 他是我的兄弟，與

我一同做工，一同當兵，是你們所差遣的，也是供給我需用的。 26 

他很想念你們眾人，並且極其難過，因為你們聽見他病了。

「他是我的兄弟，與我一同做工，一同當兵」顯示他們之間的三重

關係，並暗示教會的三種使命。「兄弟」表示他們是屬靈的同胞，

由同一位父所生的手足至親，暗示教會乃是一個家；「一同做工」

表示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同工，為着同一的利益而工作，暗示教會是

一個工場；「一同當兵」表示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同志，有共同的仇

敵，受同一位元帥統率，暗示教會是一支屬靈的軍隊。

「你們所差遣的」照原文可譯作「你們的使者」，可能以巴弗提是

受教會尊重的人，可能是他們的傳道人。仍然謙卑地服事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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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使徒：

1. 耶穌基督：最大的使徒，奉天父的差遣，降世為人，成就救恩。

2. 耶穌的十二個門徒：奉耶穌基督差遣，為福音做見證，將福音傳

到地極。

3. 保羅：蒙耶穌揀選和直接啟示福音的真理，聖經的作者之一。

4. 蒙聖靈呼召，獻身建立教會的宣教士：保羅和歷代至今的宣教士。

5. 奉教會差遣外出服事的聖徒。

（以上信息來自大衛鮑森的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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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在教會面前的榜樣–以巴弗提（二25-30）

25 然而，我想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裡去。 他是我的兄弟，與

我一同做工，一同當兵，是你們所差遣的，也是供給我需用的。 26 

他很想念你們眾人，並且極其難過，因為你們聽見他病了。

腓立比教會派以巴弗提來探望、服事保羅，但如今因病而不能完成

任務，所以他深覺難過。也是因為腓立比人“聽見他病了”，為他

的病焦急掛心，他恐怕腓立比人為他過於掛心、焦急，因而極其難

過。屬基督的人才能表現出的謙卑和愛心。

保羅曾行過醫治的神蹟（徒十九12），卻不能行在以巴弗提的身上，

可見醫治與否完全是出於神的恩典和計劃，既不是人的「屬靈技

能」，也不是禱告苦求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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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在教會面前的榜樣–以巴弗提（二25-30）

27 他實在是病了，幾乎要死; 然而 神憐恤他，不但憐恤他，也憐恤

我，免得我憂上加憂。 28 所以我越發急速打發他去，叫你們再見他，

就可以喜樂，我也可以少些憂愁。

以巴弗提的病嚴重到了垂死的邊緣，幸虧神的憐恤才得以日漸痊癒。

「然而神憐恤他」，神也藉他這一次的重病，使他更深地經歷神的

憐恤，得到更深的屬靈功課，更深的信心試煉，使他在靈性上蒙恩，

在永世中有更大的榮耀。。保羅對以巴弗提的關心，使他在以巴弗

提的“憂”上分憂，也在以巴弗提所蒙的憐恤上同蒙憐恤。

以巴弗提不但是保羅所喜愛的，也是信徒所喜愛的，腓立比信徒對

他有真實的感情，所以他們高興和以巴弗提再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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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在教會面前的榜樣–以巴弗提（二25-30）

29 故此，你們要在主里歡歡樂樂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這樣的人; 

30 因他為做基督的工夫，幾乎至死，不顧性命，要補足你們供給我

的不及之處。

腓立比信徒雖供給保羅經濟上的需用，卻無法照顧他，但以巴弗提

卻補足他們不及之處，為他們服事保羅。

「補足…不及之處」，以巴弗提所作的是補足別人不及之處，今日

教會需要像以巴弗提這種人，不是專門挑剔人的“不及”，而是補

足別人的缺乏、漏洞；這等工作看似被別人看作次要，但卻是使徒

所稱讚的。教會該尊重這等人，就像尊重那些名聲顯赫、工作偉大

的人一樣，因為這等人的工作，在神面前，是同樣被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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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與思想（二12-30）

教會要在這世代中如明光照耀，成為世人的榜樣，需要：（12-18

節）

 要順從神在心中之運行 - 對神。（13節）

 要肢體同心，追求和睦，不發怨言、起爭論 - 對人。（14節）

 要有誠實無偽、無可指責的品德 - 對己。（15節）

 要「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對世界。（1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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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與思想（二12-30）

聖徒在教會面前的榜樣（19-30節）

 同工的關係–愛心的團隊、同憂同勞、倫理關係。

 如何事奉主：

 存基督的心–體貼主的心意；

 求基督的事–把主的事放在首位；

 做基督的工–盡心竭力為主擺上。

 教會如何接待同工–尊重和關懷為主的名為主的工盡心竭力擺

上的人。「在主里歡歡樂樂地接待他」。

 要顧及他們的需要。

 教會也要栽培“小”傳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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