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效法基督 

1 認識基督 

    蘋果公司的總裁 Steve Jobs 死了，許多以他為創業成功的模範，蘋果公司是高科技的精神堡壘，他
是許多人奮鬥的榜樣，甚至是有些硅谷專業人士所崇拜的偶像。然而，因著他無法抗拒癌細胞的擴
散，無助的撒手人寰，不少人已經開始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發覺原來赫赫有名的 Jobs 活得讓人羨
慕，忽然之死令人難以接受。他帶著生命中無法安撫的無盡創傷，無奈地拋下一生不能帶走的暫時
成果與無法永存地上的財富，走進無力抗拒與無法避免的死亡，面對無際的黑暗，無光的未來，無
盡的悔恨，無知的結局。人生若沒有得到神的祝福，真是又短又苦。 
 
     Steve Jobs 不是我們當效法的對象。很多人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才智並不超過眾人，不指望會
有太多重大的發明，不能開創甚麼了不起的事業，也不期待自己一生有甚麼大成就，2011 年過去
了，辛苦了一年，輕鬆一下，看看新聞，球賽，運動，幻想與自己最欣賞的球員，或是最中意的球
隊搭上線，做個旁觀者，拉拉隊，這總比較清高，比較超脫吧。這種人很聰明也頂會過日子的，他
選擇的球員都是傑出的，經常贏，很少輸，支持的球隊都是常勝的。談到球賽，體壇名人，平常一
句話不說的弟兄，也能如數家珍，這些運動明星是我們效法的對象嗎? 昨天是 2011 年最後一天，準
備將最後一天讀經信息貼上網站時，一打開電腦就看見，2011 年離開世界的名運動員，奧運金牌得
主，有印地安納 500 賽車兩度冠軍得主，很多在中年時就被病魔吞滅，也有的墜機，車禍意外死
亡，甚至自殺。這些運動健將不久就被人遺忘，他們生命所發出短暫的光芒，一閃即逝，他們也都
不足以效法。 
 
    傳道書告訴我們，「無人有權力掌管生命，將生命留住，也無人有權力掌管死期，這場爭戰無人能

｣免。邪惡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惡的人。 (傳 8:8) 神要我們效法的不是天使，不是偉人，不是聖人，不
是超人，不是名人，我們乃是要效法基督。阿們!  
 
    主若願意，我們將靠著聖靈，用三年的時間從聖經的啟示中來思想效法基督，2012 首先深入思想
認識基督的重要，2013 繼續忠心奔跑跟隨基督的道路，2014 最後實際活出傳揚基督的生活。讓我們
一同低頭禱告。 
 
一、為何要效法基督?  
 
1. 這是神的命令 
 
  效法基督就是學基督的樣式，耶穌吩咐我們學祂的樣式。 
 
「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 ｣、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太 11:29) 
 
    若不是基督如此說，我們這些罪人誰敢說能效法無罪的基督呢? 然而，這不是學表面的樣式，乃是
滿有基督的生命，愛心，智慧，能力。我們是按照神榮耀的形像樣式被造的。(創 1:26) 有了神的樣
式才能榮耀神的名，才能治理全地。 
 
2. 保羅勸勉我們效法基督 
 
「你們學基督 ｣的，師傅雖有一萬，為父的卻是不多。 (林前 4:15) 
 
保羅自己是效法基督的，他才能勸別人效法他。 



 
「所以我求你們效 ｣法我。 (林前 4:16)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 ｣一樣。 (林前 11:1) 
 
3. 我們的心渴慕效法基督 
 
    追求真、善、美是人的天性，是人心深處的渴慕。因為神造人是完美的，亞當犯罪墮落後，亞當
的後裔都死在罪惡過犯中，行善無能，拒惡無力，在我們肉體中沒有良善，只有基督是完全良善
的，神是一切美善的源頭，只有基督能完全表達神的真實和美善。 
 
二、 如何可以效法基督呢? 
 
    我們先要認識基督才可效法祂，今年我們主要從全本聖經中來看如何認識基督，新約腓立比書中
多次講到認識基督的重要。 
 
「我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 ｣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腓 3:8) 
 
「使我認識基督 ｣、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腓 3:-10) 
 
這裏的認識不是頭腦上的認識，乃是與基督有密切的關係。親密到甚麼程度? 親密到不可分隔的程度! 
 
1. 亞當與夏娃的夫妻關係 
 
「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懷孕。 (創 4:1a) 
「 ｣同房 ｣就是 יַָדע  認識｣ 的意思 And the man knew Eve his wife; 
 
2. 童女馬利亞還沒有與約瑟結婚 
 
「馬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 ｣麼有這事呢。 (路 1:34) 
 
ginοskο (know) 就是｢ 認識｣ 的意思 Then said Mary unto the angel, How shall this be, seeing I know not a 
man? 
 
這與神和人有何關係呢? 
 
1. 以色列與神有特殊的關係 
 
神對以色列人說: 「 ｣在地上萬族中，我只認識你們。 (摩 3:2) 
 
   You only have I known of all the families of the earth;     
 
   神是全知的，祂怎麼可能只認識以色列人呢? 世上的萬族都是神知道的啊!  
  
這裏 יַָדְעִּתי 我只「認識｣ 你們，乃是指著特殊的關係，像夫妻的關係一般。 
 
2. 神認定以色列國祂所聘定的妻子 
 
  神對以色列人說: 「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以仁義、公平、慈愛、憐憫聘你歸我．也以誠實聘你歸
我、你就必認識我耶和華。｣(何 2:19-20) 
 



And I will betroth thee unto Me for ever; yea, I will betroth thee unto Me in righteousness, and in justice, and 
in lovingkindness, and in compassion. And I will betroth thee unto Me in faithfulness; and thou shalt know 
the LORD. (Hosea 2:19-20) 
 
 神認識誰事屬祂的人，神也告訴我們，我們也必認識祂。這乃是夫妻之間親密的關係  ְויַָדַעּתְ   
 
3. 信徒是真猶太人 
 
    猶太人跟神有親密的關係，我們與主也有相同的關係嗎? 神認定以色列是祂所聘定的妻子，我們知
道自己是童貞女許配給基督嗎? (林後 11:2) 新約告訴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不
是真猶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惟有裡面作的、纔是真猶太人．｣(羅 2:28-29a) 
 
4. 我們要竭力認識神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他出現確如晨光、他必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春
雨。｣(何 6:3) 
 
And let us know, eagerly strive to know the LORD, His going forth is sure as the morning; and He shall 
come unto us as the rain, as the latter rain that watereth the earth. 
 
   。這認識是夫妻之間的親密溝通 ָלַדַעת 
   
你真的認識基督嗎? 我真的認識基督嗎? 
 
保羅知道認識基督的重要，但是重要到甚麼地步呢? 
 
使徒保羅說: 「我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 ｣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腓 3:8) 
 
保羅當然認識向他顯現的基督，但是他要與基督有親密的關係乃是與基督在生命與實際行動上合
一。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腓 3:-10) 
 
  讓我們從腓立比書第一章 1-6 節中來思想保羅如何認識基督。 
 
1 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穌裡的眾聖徒、和諸位監督、諸位
執事． 
2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3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 
4（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 
5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 
6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腓 1:1-6) 
 
一、認識教會是屬於基督的真理 
二、認識聖徒是互相聯絡的肢體 
三、認識同心是興旺福音的條件 
 
一、認識教會是屬於基督的真理 (腓 1:1) 
 



1. 認識自己是屬於神的 
 
    保羅認識主，才真正的認識自己，他認識自己是主的奴僕，不但是他自己，他屬靈的兒子提摩太
也是主的奴僕 douloi。保羅稱自己是耶穌基督的奴僕，這是保羅的謙卑，一個神的僕人是不隨從自己
喜好去行的人，只隨從神的引領，神指示他無時無刻不以福音為念。 
 
2. 認識眾聖徒是分別為聖歸給神的 
 
    我們需要認識，在神眼中看來，教會的信徒全都是聖徒，都是分別為聖歸給神的。這並不是說所
有的信徒在神的面前沒有區別。有的謙卑成熟討神的喜悅，有的屬肉體在基督裏是作嬰孩的，能吃
奶不能吃乾糧。 
 
3. 認識教會中有聖徒是蒙召作監督與執事的 
 
    他們中間有兩類的職份，一類是長老 presbuterous (elders)、監督 episkopois (bishops)、牧師
poimenas (pastors) (徒 20:28) 這些人是生命成熟的信徒，蒙神呼召，接受神的託付，按照恩賜，照管
治理神的家，牧養神的群羊。另一類是作執事，diakonois，就是僕人的意思。 
 
二、認識聖徒是互相聯絡的肢體 (腓 1:2-4) 
 
1. 恩惠平安歸與聖徒 
 
    所有的恩惠 charis (grace)與平安 eirEnE (peace)都是從神那裏來的，若不從神那裏來，不會有真正
的恩惠平安。保羅將這些從神那裏來的恩惠平安都歸給聖徒。(腓 1:2) 
 
2. 想念彼此時感謝神 
 
    保羅和提摩太與腓立比的聖徒有美好的關係，保羅每次想到他們就為他們感謝神。(腓 1:3) 我們弟
兄姊妹要一起來建立美好的關係。記得與神有親密的關係，我們彼此才會有美好的關係。與神的關
係出問題，與人的關係一定出問題。 
 
3. 有歡喜代禱的素常 
 
    代求 deEsei (petition)這字重覆兩次，強調在神面前為別人代禱的重要性。(腓 1:4) 我們教會附近的
韓國教會每天早晨五點半舉行禱告會，中國大陸教會禱告會五點鐘開始。我們今年第一個禮拜六早
晨七點起請大家參加｢更新晨禱會｣。教會的復興不能越過禱告。 
 
三、認識同心是興旺福音的條件 (腓 1:5-6) 
 
  ｢同心合意｣koinonia (partnership, fellowship) 
 
1. 從信主的頭一天起就傳福音    
 

a. 願意順服聖靈的帶領 
b. 堅定為主受苦的心志 
c. 付代價傳福音給別人 
d. 帶領同工並彼此同心 

 



     對人的愛心和關懷是不可缺少的，禱告更是重要，因為許多來到北美的人都非常的忙碌，他們不
一定有時間讓你以愛心來關懷他們，然而，我們可以為他們禱告，求神祝福他們，願我們都成為禱
告的人。 
 
     今天我們讀的經文就是一個禱告的經文，使徒保羅在腓立比書中為眾人和教會的領袖禱告，他的
禱告是以感恩的心來到神面前為他們祈求，是一個感恩的禱告，這禱告的內容的中心就是福音的傳
揚。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 
 
    保羅揀選同工是非常謹慎的，因為他知道主對他有極重的託付，他帶領同工傳神的福音，不是同
工帶領保羅，聖靈印證保羅為神所揀選的忠心僕人，保羅無論到哪裏都有許多人信了主，並且建立
了許多教會。使徒行傳中記載保羅當時因為馬可的事與巴拿巴分開，馬可是年輕的同工，因為某種
原因，曾經在旁非利亞離開過他們，不和他們同去作工，保羅在選拔同工外出宣教時覺得馬可不適
合參與，巴拿巴有不同的看見，於是起了爭論，甚至彼此分開。巴拿巴帶領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
保羅揀選了西拉，也出去到處傳福音。(徒 15:38-41) 許多人對保羅不讓馬可參與宣教很不諒解，保羅
不是討人的喜歡，他是討神的喜歡。保羅第一次在腓立比傳福音帶了西拉一同去的。(徒 16:19)他們
傳福音遭到逼迫，被眾人攻擊，官長吩咐剝了他們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許多棍，便將他們下在監
裏，囑咐禁卒嚴緊看守。兩腳上了木狗。但是保羅和西拉沒有灰心喪志，他們要繼續傳福音，西拉
沒有懷疑保羅的異象和帶領，若換了馬可情形可能大不相同。福音的傳揚要付代價，你我願意成為
傳福音的同工嗎? 我們要彼此代禱。 
 
    保羅對信徒的心就像母親對孩子一樣的溫柔，常常想念腓立比的信徒。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
地祈求，這些信徒有曾經在河邊受洗的呂底亞，和許多的姊妹，她們是保羅在歐洲最先結出的果
子。也有禁卒的一家人，他們聽見保羅所傳的福音當時立刻全家都受洗了。保羅經常為他們禱告，
並且保羅也盼望他們為保羅禱告。(腓 1:19) 
 
2. 傳福音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a. 傳福音是服事的重點 
  b. 傳福音信福音的大能 
  c. 傳福音靠聖靈的動工 
  d. 傳福音直到基督再來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一個人能夠信主實在是神在人的心中動了善工，我們是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深信神的能力的人有
福了。這幾個月來，我們有十多位弟兄姊妹受洗，他們的信主後就開始聚會，立刻作見證，參與事
奉。這是主所作的工，我看見他們的長進很喜樂。從他們決志主的那一天起直到如今，都歡歡喜喜
的事奉神。主所作的工必永存 
 
        傳福音的果效會存到永遠，有智慧的必能得人，但是傳福音的的動機要對，傳福因是告訴人，
神的大愛，神的旨意，神的公義。傳福音也是為了將福音傳到地極，等候主基督耶穌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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