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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主的見證 (2)

腓立比書 1:12-20, 2:1-8, 14-30

金海 牧師

蒙福教會
立於磐石
在基督裡作主見證



成為主的見證(心思、生命、生活) - 2 

看不見的心思會影響裡面的生命，進而
彰顯於外面的生活 –整體的表現就成為見證。

腓立比書是保羅被非法拘捕毆打
關進監獄後寫給教會的書信。

如果你我在保羅的處境中，會成為見證嗎？
然而 “喜樂/歡喜” 卻出現10+ 次, Why? 

發現 “心腸/心志/心思/同心/存心/想念/意念/思念”
約40+ 次是這封書信中最突出的用語。



成為主的見證(心思、生命、生活) - 2 

(1).  保羅傳福音謙卑的僕人心態 (腓 1: 1a)
(2).  提拔年輕同工提摩太的心思 (腓 1: 1a)
(3).  聖徒在世界和在基督裡的人生觀 (腓 1: 1b-2)       

我們是有雙重身分、雙重責任的聖徒 –
「住xx、在基督耶穌裡」。

(a). 這世界本非一切, 因此讓我們不再定睛世界 ;   
(b). 這生命必會衰敗, 因此讓我們追求神的永生 ; 

伍



成為主的見證(心思、生命、生活) - 2 

(4).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為福音爭戰的心思 (腓 1: 3-7, 27-30)
(a). 行事為人與基督福音相稱的見證 (v 27a)

傳福音最重要的不是方法或技巧，也不是組織和策略 ; 
而是行事為人與福音相稱的人生觀、價值觀和見證。

(b). 有同為福音齊心努力心志的夥伴 (v 27b)
“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
的心把挽回過來…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c). 為福音爭戰受苦心志的生活見證 (v 28-30)



E.G., 小敏獄中唱詩歌、Chuck Colson 因水門事件入獄;
Fanny Crossby 眼瞎耳聾口啞、Nick沒手沒腳的見證…

ㄧ. 因福音興旺而超越捆鎖的心思 (腓 1:12-14)

[12]弟兄們，我願意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
更是叫福音興旺，[13]以致我受的捆鎖在御營
全軍和其餘的人中，已經顯明是為基督的緣故。
[14]並且那在主裡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鎖就
篤信不疑，越發放膽傳神的道，無所懼怕。



John Wesley  vs  George Whitefield

二.  因基督被傳開而超越紛爭的心思 (腓 1:15-20)

[15]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分爭，也有的是出於好
意。[16]這一等是出於愛心，知道我是為辯明福音
設立的；[17]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並不誠實，
意思要加增我捆鎖的苦楚。[18]這有何妨呢？或是
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
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19]因為我知道，
這事藉著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終必
叫我得救。



三.追求同心合意的心態

[1]所以，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愛心有什麼安慰，
聖靈有什麼交通，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

[2]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
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同心合意的阻礙

[3]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
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4]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v3a) 不要不接納、排擠別人，喜歡被高抬，
(v3b) 要能學習並欣賞別人的長處、虛心接納，
(v4) 要顧到別人的尊嚴、感覺。(口直心快？)

人若不顧自己的事，就是一個懶惰的人；
若不顧別人的事，就是一個無情的人。



四. 保羅謙卑的見證 (腓2:14-30)

(一). 保羅的謙卑顯於信徒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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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發怨言」使以色列民失去信心，倒閉斃曠野;
~「發怨言」一定會引起「爭論」，是破壞合一的導火線

- 家庭失去了愛， 教會失去了見證。
~「發怨言，起爭論」不一定表現在外面，對自己的長相

/才幹/身世不滿意，也是對神「發怨言」; 必須常常活
在聖靈的光中，立刻對付，不給魔鬼留地步。

~ 保羅所求的不是宏偉的教堂或龐大的組織，而是與信徒
們信心奉獻上的聯合 – 願意自己與腓立比教會的信心
一起成為祭物獻上神。4次 提到因此聯合而有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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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保羅的謙卑顯於和提摩太之間



~ 保羅在獄中仍然把掛念教會的事放在自己的需要
之上，“盼望立刻打發他去…靠著主自信我也必
快去”，真是“不單顧自己的事，也顧別人的事”
(腓2:4) 的流露。

~ 不說自己待提摩太「像父親待兒子」，卻誇提摩
太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可見保羅 “存心謙卑，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腓2:3)的心態。

“同心同勞興旺福音” 的生死盟



[25]然而，我想與我一同做工，一同當兵，是你們所差
遣的，也是供給我需用的。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
裡去。他是我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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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要在主裡歡歡樂樂的接待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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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保羅的謙卑顯於和以巴弗提之間



~「我的兄弟，…是你們所差遣的，也是供給我需
用的」。在保羅的心中，以巴弗提不只是個信差
而已，他更是與保羅“一同做工，一同當兵” 的
福音夥伴! 

~ 保羅雖然自己需要有以巴弗提這樣的夥伴，但為
著教會因擔心以巴弗提的病而憂愁，就放下自己
的需要，打發提摩太和以巴弗提回去，真是
「不求自己的事，只求耶穌基督的事」(腓2:4)。

「不求自己的事，只求耶穌基督的事」



五. 基督的謙卑

[5]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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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的生命中所顯出來的謙卑正是基督降卑八步的見證: 

(1)不強奪, (2) 虛己, (3) 取了奴僕的形像, (4) 成為人
的樣式, (5) 自己卑微, (6) 存心順服, (7) 以至於死,

(8) 且死在十字架上 正是成為主見證的心態和步驟。



在各樣環境中仍然能夠喜樂的秘訣
是「讓基督顯大的心思」，
與人相處能夠合一的秘訣是
有「像基督謙卑的性情」。

不能同心是屬靈的問題，真正的原因是自私與驕傲。
只有向基督一樣謙卑的性情

才可以從裡面到外面的解決。

結論



基督徒的得救是從謙卑開始的，
讓基督進入我的裡面作主 ; 

基督徒的得勝是在生活中不斷向神而活，
謙卑的向自己死的操練 ; 

基督徒的見證是活出像基督謙卑性情的結果。

「 …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務要在
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們升高。」[雅 4:6,10]

「…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因為
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前 5:5]



反思應用:

1.您在教會中看到了那些謙卑的見證？
能否分享您自己感到最需要加強的是那一項？

2.您曾經歷過教會的紛爭嗎？您有什麼感觸？
學習到了什麼教訓？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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