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識耶穌基督的心腸認識耶穌基督的心腸認識耶穌基督的心腸認識耶穌基督的心腸    
(腓腓腓腓1:7-11) 

 

 

  7 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意念、原是應當的．因為你們常在我心裡、無論我是在捆鎖之中、是辯明 

     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 

  8 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的想念你們眾人．這是神可以給我作見證的。 

  9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10 使你們能分別是非、〔或作喜愛那美好的事〕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11 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神。 

 

一一一一、、、、基督的心聯絡各人基督的心聯絡各人基督的心聯絡各人基督的心聯絡各人 
  

1. 所有的信徒們所有的信徒們所有的信徒們所有的信徒們 
 

    使徒保羅論到他心中所思念的人，他說，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意念，「眾人」是所有的人，
一切的人，沒有例外。我們心中一定會想念一些人，但是保羅想念所有的信徒。我們很容易疏忽一
些信徒，我們要想念他們。有些人因為自己的過犯，貪婪，愚昧，將自己陷在患難中，愁苦裏，他
們須要悔改，也須要憐憫。有些人因著別人的錯誤，受到虧損，心中難免有些不甘，忿恨，不平，
他們須要找到傾訴的對象，有安慰他們的人。有些人被別人傷害，很難原諒傷害他們的人，他們的
心靈須要得到醫治，須要將眼光轉移到萬事都看見的主身上。有些人所遭遇的不是他的錯，也不是
別人的錯，乃是靈界的攻擊，他們須要代禱，安慰與扶持。但願我們都能看見所有的信徒都是我們
想念的對象。憑著我們的頭腦，我們很難接受這個概念，但是這是聖經的教導，我們要被聖靈感
動，體會基督的心，如此才能與眾弟兄姊妹們有美好的聯絡。這一週請與一位你平時沒有聯絡的人
聯絡，關心他們，不一定會用很多時間，但是用一點心，你願意在這永恆的投資上有份嗎? 

 

2. 大家是合夥人大家是合夥人大家是合夥人大家是合夥人 
 

    使徒保羅問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彼此的關係真的很密切嗎? 信主後我們彼此是怎樣
的一個關係呢? ｣ ｣「一同 得恩「一同 希臘文原文 sugkoinonous 就是有分於基督的人。(啟 1:9) 我們
應當如何感恩，因為我們正像公司的老闆邀請我們成為合夥人，神讓我們擁有股份一般。(腓 1:7) 上
週五與 AWANA 的孩子們有兩次短講。講到我們與孩子們的成長有份，在基督裏我們彼此有非常密
切的關係，彼此建造，彼此造就，彼此相連，建立德行，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3. 基督心存憐憫基督心存憐憫基督心存憐憫基督心存憐憫 
 

    基督耶穌的心腸，乃是講到神憐憫的心腸。(路 1:78) 神曾在摩西面前宣告祂的名，說，耶和華，
耶和華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出 34:6) 人與神憐憫的心腸不同，神是有恩典有憐憫的，大衛認識
神，數點以色列人得罪神後，不願被交在人的手下，寧願選擇落在神的手裏，因為大衛知道神有豐
盛的憐憫。(撒下 24:14) 我們愈像神就愈有憐憫的心腸。正因為如此，保羅「切切｣ 地想念眾人。
「切切｣ 乃是非常熱切的，強烈的想念每一個人。這是基督耶穌的心腸。 

 

二二二二、、、、 基督的心關心別人基督的心關心別人基督的心關心別人基督的心關心別人 
 

1. 藉著禱告體會基督的愛心藉著禱告體會基督的愛心藉著禱告體會基督的愛心藉著禱告體會基督的愛心 
 

1) 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知識知識知識知識 
 



    在禱告中，我們認識神的知識就會越發增添，因為聖靈會為我們我們禱告。(羅 8:27) 也會引導我
們讀聖經。一位剛受洗的弟兄在遇到難處時，聖靈感動他讀約伯記。讀經可以增添聖經的知識，聖
靈帶領的讀經可以超越知識。阿們! 這兩樣是我們屬靈操練的基本功課，我再度請大家來上主日學，
參加禱告會。 

 

2) 超越的見識超越的見識超越的見識超越的見識 
    

    在禱告中神也擴大我們的見識，讓我們更明白神在我們身上的全盤計劃。不要自滿，神能讓我們
接受基督作我們的王，祂使我們明白祂憑公義行政，藉公平掌權，我們的心必明白知識，靠主作
「高明人｣ ，「高明人謀高明事，在高明事上，也必永存。｣ (賽 32:8) 讓我們作忠心有見識的僕人。
(太 24:45) 

 

2. 證明神的美好證明神的美好證明神的美好證明神的美好 
 

    使你們能分別是非乃是指著我們能讓神在我們的身上證明神的美好，讓我們的光照在人前，叫眾
人看見我們的好行為，將榮耀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太 5:16) 昨天下午聖靈感動我再度讀鄭惠端姊
妹「奇異恩典｣ 那本書，到了晚上參加在潘建綱弟兄家中舉行歡送崔博明弟兄時，唐麗娟師母送崔
弟兄兩本書，正巧有一本也叫「奇異恩典｣ 。書中記載主的使女鄭惠端姊妹 21 歲開始事奉主，終身
未婚，跟隨主六十多年。她經歷了神透過她的勞苦，愛心，信心和忠心顯出神的美好。 

 

      1958 年鄭姊妹為主坐監，冬天在上海第一看守所。難友有一些是在街上被抓的，又沒有親友接
濟。沒有帶任何冬衣，他們怎能度過寒冷的冬天呢? 鄭姊妹有基督憐憫的心腸，關心別人，將棉毛
衫，棉毛褲，衛生衣，衛生褲，羊毛衫，羊毛褲都拿出來送給難友。將冬衣送給別人後，她自己常
常冷得發抖，腳底都長了凍瘡，但她想起主的教訓: 「當愛人如己。」(太 19:19) 又想到「這些事你
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 25:40) 她就內心滿有安慰和溫暖，深刻
體會到，「不但講道，還要行道。」這些事不僅增加了她自己的信心，愛心和盼望，難友們也因此深
受感動，主內肢體們更顯出彼此相愛的心。(p.80) 這就是認識基督捨己為人的心腸，使我感動不已。 

 

3. 不讓別人絆跌不讓別人絆跌不讓別人絆跌不讓別人絆跌 
 

    保羅勸勉一個體會耶穌心腸的人要作一個誠實無過的人，「無過」乃是說不讓別人絆跌。我們如果
不是真正從聖靈重生，我們的生命沒有改變，讓別人絆跌，就不是作一個無過的人。真正信主的
人，一定有信主的表現。我們要誠實，不可自欺。 

 

4. 等候基督再來等候基督再來等候基督再來等候基督再來 
 

    我們在世上活著是基督身上的肢體，活著是為主活，死也是為主死，直到基督的日子。(腓1:10) 

 

三三三三、、、、 基督的心臨到眾人基督的心臨到眾人基督的心臨到眾人基督的心臨到眾人 
 

    我們看過基督的心聯絡各人，基督的心關心別人，最後，讓我們一同來思想基督的心臨到眾人。 

 

1. 靠著基督結果子靠著基督結果子靠著基督結果子靠著基督結果子 
 

    保羅用果樹多結果子來比喻好的信徒靈命漸漸成熟，生活滿有見證，服事大有果效。結果子是果
樹的功能，不結果子的果樹白佔地土，要被砍掉，好樹結好果子，被修剪後的果樹，多結果子。這
裏結果子乃是靠者基督多結果子。靠著基督結果子五方面的果子: 

 



(1) 嘴唇的果子嘴唇的果子嘴唇的果子嘴唇的果子: 以頌讚為祭獻給神，嘴唇的果子。(來 13:15)  

(2) 聖靈的果子聖靈的果子聖靈的果子聖靈的果子: 信徒生命成熟結出聖靈的果子。(加 5:22-23) 

(3) 行為的果子行為的果子行為的果子行為的果子: 在一切善事上多結果子，漸漸多知道神。(西 1:10) 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這是行 

      為上的果子。  

(4) 悔改的果子悔改的果子悔改的果子悔改的果子: 帶領人得救，正如保羅在哥林多前書題到司提反一家是亞該亞初結的果子，這是悔 

      改的果子。(林前 16:15)  

(5) 仁義的果子仁義的果子仁義的果子仁義的果子: 今天的經文，結仁義的果子。(腓 1:10) 這是完全為主而活，彰顯神的慈愛與公義， 

      凡事討神喜悅的果子，也是人間初熟的果子，歸與神與羔羊。(啟 14:4) 

 

2. 將榮耀頌讚歸給神將榮耀頌讚歸給神將榮耀頌讚歸給神將榮耀頌讚歸給神 
 

(1) 歸榮耀給神歸榮耀給神歸榮耀給神歸榮耀給神 
   

 ｣「耶穌說了這話、就舉目望天說、父阿、時候到了．願你榮耀你的兒子、使兒子也榮耀你． (約
17:1) 

  ｣「父阿、現在求你使我同你享榮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榮耀。 (約 17:5) 

 

(2) 歸頌讚給神歸頌讚給神歸頌讚給神歸頌讚給神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彼前 1:3) 

 「我又看見、且聽見、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大
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榮耀、頌讚的。我又聽見、在天
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裡、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

｣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四活物就說、阿們。眾長老也俯伏敬拜。 (啟 5:11-14) 

 

    恩師江守道三十年前匯編了一本「美好的證據」。這本書中講到許多屬靈的前輩，其中記載了 John 

Nelson Darby 約翰達祕。他是十九世紀神所興起所重用的忠心僕人。他深入地認識基督，體會基督的
心腸。1800 年 11 月 18 日生於威斯敏斯德，倫敦。五歲時慈母離世。但在死前給達祕打下了美好的
信心，喜樂，服事與愛心的基礎。他天資聰穎，攻讀法律，二十二歲得到資格成為愛爾蘭律師公會
的會員。但是神呼召他放棄一切，進修神學，成為一位在山區殷勤牧養貧寒百姓的副牧師。後來探
訪時從馬背上摔下，療傷期間蒙神引領，辭去牧職。他效法基督，滿有基督憐憫人的心腸，守童
身，為主多受勞苦，四處奔波，以整個世界為他的教區。 

 

    他頭腦清晰，大有學問和口才，精通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翻譯全本德文聖經和法文聖經。並將新
約聖經從希臘文翻譯成英文，是最忠於原文的譯本。但是他最大的供獻乃是深深地傳揚教會的真
理，使人與神有親密的關係。他是我所知道最謙卑的牧者之一，他滿有愛心，信心與盼望。他愛護
孩童，成人與老年人。他懂得讚美神。七十九歲發表詩集。黑夜回聲 (Echo of Songs in the Night) 

1835 在病中根據啟示錄第五章寫了這首「無終之歌」。這歌是被造之物一同歌頌讚美的詩歌，是以羔
羊為救主，以感恩為祭，以敬拜為主題，以永恆為時軸，以喜樂為終結，以神為中心。 

 

    最後，想到達祕以基督的心腸來事奉那一世代的人，有一次有兩家人同時請他吃飯，他選擇到那
貧窮的人家去。主人將兔子當作晚餐的主菜。在飯桌上，孩子很難過，達密問他怎麼不開心，按照
家規，孩子不能說甚麼。但是他想到自己養的家兔被殺，作了食物就將實情告訴達祕。達祕沒有吃
那盤主食，飯後從口袋中掏出一隻小機械鴨子，陪那孩子在水缸中玩了一個多小時，讓孩子開心
些。他這樣一位大有學問受人尊重的長者，顧念卑微孩童的傷心。他如此行，真將基督的心腸表達
出來。基督原本有神的榮耀，尊貴，權能，卻因顧念我們這些卑微，傷心，無助的人。講到這裏，
我的心受感動。讓我們以感恩的心一同來唱這首「無終之歌」。 



 

 

聽哪聽哪聽哪聽哪! 千萬聲音雷鳴千萬聲音雷鳴千萬聲音雷鳴千萬聲音雷鳴 
 

1  聽哪! 千萬聲音雷鳴，同聲高舉神羔羊，  萬萬千千立即響應，和聲爆發同頌揚。 

2  讚美羔羊! 聲音四合，全天會集來歌誦，  萬口莫不響亮諧和，宇宙充滿救主頌。 

3  這樣感激馨香如縷，  永向父的寶座去;     萬膝莫不向子屈曲，天上心意真一律。 

4  子所有的一切光輝，  使父榮耀得發揮;     父所有的一切智慧，宣告子是同尊貴。 

5  藉著聖靈無往不透，  天人無數都無求，  圍著羔羊俯伏拜叩，稱頌祂作自永有。 

6  現今新造何等滿足，  安息喜樂並穩固，  因著祂的救恩受福，不再受縛不再苦。 

7  聽哪! 天上又發歌聲，讚美聲音又四震，  穹蒼之中滿了阿們!  阿們因是同蒙恩。 

 

我們一同禱告我們一同禱告我們一同禱告我們一同禱告: 

 

    求主賜給我們保羅的心志，願意體會基督的心腸，聯絡各人，關心別人，臨到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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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 4:13) 我
的神必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裏，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 4:19) 

讓基督成為我們的生命(腓 1:21)：勝過苦難的環境，得著生命的喜樂。 

讓基督成為我們的榜樣(腓 2:5)：勝過卑微的工作，基督藉著信徒得以彰顯。 

讓基督成為我們的至寶 (腓 3:8)：勝過一切過去的失敗，得著喜樂。 

讓基督成為我們的力量(腓 4:13)：勝過一切掛慮的事情，得著喜樂。 

讓我們又長進，又喜樂，分別是非，作誠實無過的人，滿結仁義的果子。正如保羅的禱告(腓 1:9-11) 

     a. 愛心的長進。(腓 1:9a) 

     b. 知識長進。(腓 1:9b)     

     c. 分別是非。(腓 1:9c) 

     d. 作誠實無過的人。(腓 1:10) 

     e. 結滿仁義的果子。(腓 1:11a) 

     d. 叫榮耀稱讚歸與神。(腓 1:11b) 

讓我們在喜樂中學習到基督徒生命的功課，讓我們「又長進又喜樂」。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
有益處。(腓 1:21)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7 Even as it is meet for me to think this of you all, because I have you in my heart; inasmuch as both in my 

bonds, and in the defence and confirmation of the gospel, ye all are partakers (sugkoinonous  joint-

participants) of my grace.   
 

8 For God is my record, how greatly I long after you all in the bowels (insplagchnois  compassion) of Jesus 

Christ. 
 

9 And this I pray, that your love may abound yet more and more (perisseue  may be exceeding) in knowledge 

and [in] all judgment; (aistheseiv  sensible)  
 

10 That ye may approve (dokimazein  to be testing) things that are excellent; that ye may be sincere and 

without offence (aproskopoi no-stumbling-blocks) till the day of Christ;          

 

11 Being filled with the fruits (karpon) of righteousness, which are by Jesus Christ, unto the glory and praise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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