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腓立比

3:1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
于我并不为难、于你们却是妥当。 3:2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
防备妄自行割的． 3:3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 神的灵敬拜、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3:4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
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 3:5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
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
我是法利赛人． 3:6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
我是无可指摘的。

3:7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3:8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3:9并且得以在他
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
神而来的义． 3:10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
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3:11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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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
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3:13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
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3:14向着标竿直跑、
要得 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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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
又流泪的告诉你们。 3:19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 神就是自己
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3:20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
临。 3:21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
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4:1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
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4:2我劝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里
同心． 4:3我也求你这真实同负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
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革利免、并其余和我一同作工的．他们的
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4:4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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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主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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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耀民家一起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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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
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2:2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
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2:17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
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2:18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2:28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
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

3:1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
写给你们、于我并不为难、于你们却是妥当。

4:1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
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4:4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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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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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D	62,	保羅在監獄裡寫的
2. 腓立比：保羅在歐洲建立的第一間教會（徒16）
3. 腓立比教會與保羅關係很親密

To	encourage	the	Philippians	to	continue	their	commitment	to	spreading	the	gospel,	
that	they,	following	examples	of	Christ,	Paul,	Timothy	and	Epaphroditus,	might	be	
humble,	self-giving,	keeping	unity,	and	living	a	joyous	Christian	life.		
為了鼓勵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們繼續竭力興旺福音，進而效法基督，保羅等人的
榜樣，他們過一個謙卑，捨己，合一，和喜樂的基督徒生活
• by	…
• by	…
• by sharing his own example more fully, describing his journey, which led him to 

give up all things in which he might boast and replace them with a single-minded 
desire to become like Christ and achieve all of His purposes for his life. (3:1–21)
通過保羅描述自己的經歷和更新，是如何放棄可以自誇的事情，用單一追
求和認識基督的心來替代，並努力完成神在他身上一切的旨意。（3:1-21）

• by	…



默想：什麼是（靠主）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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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
4:4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1. 神大能的作為

• 出15:1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
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15:2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
的 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 神、我要尊崇他。

2. 盼望：
• 賽66:12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涨
溢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 66:13母亲怎样安慰儿子、
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或作在〕耶路撒冷得安慰。 66:14你们看见、就心中
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像嫩草一样．而且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
知道．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

3. 新約時代：
• 路24:50	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 51	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
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 52	他们就拜他，大大地欢喜，回耶路撒冷去， 53	常在殿
里称颂神。

4. 生活：喜樂和盼望的結合：
• 腓4:4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喜樂：不要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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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raving	human	affirmation	is	a	no-win	proposition.	
Those	who	don’t	receive	it	are	miserable.	Those	who	
do	receive	it	only	want	more.

3:1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
话再写给你们、于我并不为难、于你们却是妥当
safeguard。 3:2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
妄自行割的． 3:3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
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喜樂：把日常生活放在基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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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os	Alamos:
Ø 認為依靠自己可以過一個“不錯”的日子，產生
驕傲

Ø 不知道如何經營／培育cultivate一個與神的關係

3:7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3:8不但如此、我
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3:9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 神而来的义． 7But whatever	things	were	gain	to	
me,	those	things	I	have	counted	as	loss	for	the	sake	of	Christ. 8More	than	that,	I	count	
all	things	to	be	loss in	view	of	the	surpassing	value	of	knowing Christ	Jesus	my	Lord, for	
whom	I	have	suffered	the	loss	of	all	things,	and	count	them	but	rubbish	so	that	I	may	
gain	Christ, 9 and	may	be	found	in	Him,	not	having a	righteousness	of	my	own	derived	
from the Law,	but	that	which	is	through	faith	in	Christ, the	righteousness	
which comes from	God	on	the	basis	of	faith,



喜樂：Get	on	Track	“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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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3:14向着标竿直跑、要得 神
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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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l	Still	More:	更加努力
帖前 4最后，弟兄姊妹，既然你们领受了我
们的教导，知道怎样行才能讨上帝的喜悦，
如你们现在所行的，我们靠着主耶稣恳求、
劝勉你们要更加努力（excel	still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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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花1~2	周的时间泛读新约的一本书（按照书信的时间顺
序）

–写报告
–每周一次讨论

•泛读方式
–《加拉太书》
–写作背景

• 加拉太教会是保罗第一次传教旅行建立的。在这些早期建立的教会中，经常存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因信称
义和律法的争论。尤其针对外邦人，因为外邦人并不遵从律法。

–分段概括
• 1~2	章
• 3~4章
• 5~6	章

Excel	Still	More:	更加努力
週間讀經討論



•《帖撒罗尼迦前书》
•写作背景

–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第二次传教建立的。保罗在教会
建立两三年之后就写了这封信去鼓励在苦难和逼迫中的
年轻的信徒们。同时解决对基督耶稣再来的误解

•分段概括
– 1~3	章：鼓励
– 4~5	章：对耶稣再来的理解

•讨论结果
–目的：坚固贴撒罗尼迦教会在教会初期在逼迫中和患难
中的信心，爱心和盼望

–方法：祷告和赞许（1:1-10)
–方法：。。。
–方法：。。。



个人感受（鑫華弟兄）

• 泛读
–逐渐勾画出一个完整的画面

• 讨论
–督促作用
–充实感
• 开放性和发散性
• 思路从杂乱无章到有序

–对未来读经学习的帮助



Excel	Still	More:	更加努力
週間讀經討論

• 第一階段
• 張鑫華弟兄coordinate
• 希望今年把保羅書信讀完，以每卷書為單元
• 明年夏季前把新約讀完（有些會重讀），筆記
整理出來

• 掌握新技能，特別是理解聖經和應用聖經
• 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
•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pXxLare_
HO5wW6rZyFG4-_xGyJcmGw0Tl--_TufhHJc/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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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Still	More:	更加努力
興奮與甜美

• 讀經不再枯燥，甚至有一種甜美
• 可以看見如何改變自己的生活和習慣
• 可以早起一起靈修
• 期盼有更多福音朋友，主動與他們接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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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Still	More:	更加努力
融入使命

大使命：使萬民成為主的門徒

– 當地教會，社區群體
– 國度連接
– 網路
– 與從LosAlamos海歸／搬走的弟兄
姊妹們一起成長（coordin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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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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