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 經 Scripture
腓利比書 Philippians 2：6-11
6

7

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
8
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
9
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 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
10

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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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Who, being in very nature God, did not consider equality with God something to
be grasped, 7 but made himself nothing, taking the very nature of a servant, being
made in human likeness. 8 And being found in appearance as a man, he humbled
himself and became obedient to death-- even death on a cross! 9 Therefore God
exalted him to the highest place and gave him the name that is above every name,
10 that at the name of Jesus every knee should bow, in heaven and on earth and
under the earth, 11 and every tongue confess that Jesus Christ is Lord, to the
glory of God the Father.

由以馬內利認識新約時代約伯－信息綱要
講員 – 曾裕榮 牧師
一、道成肉身: 從天降下的神子
約 1:1 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約 1:2 這道太初與 神同在。
約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
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約 3:31 從天上來的、是在萬有之上．從地上來的、是屬乎地、他所說的、也是
屬乎地．從天上來的、是在萬有之上（老約翰的見證）。
約 6:38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來者的
意思行。

二、新約時代的見證: 以馬內利
太 1:23 說、『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
繙出來、就是 神與我們同在。）
約 10:38 我若行了、你們縱然不信我、也當信這些事．叫你們又知道、又明
白、父在我裏面、我也在父裏面。
約 14:10 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不信麼。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著
自己說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約 14:11 你們當信我、我在父
裏面、父在我裏面．即或不信、也當因我所作的事信我。

三、隱藏在肉身裡面的人子：
賽 53:3 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
不看的一樣‧ 我們也不尊重他。賽 53:4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
苦‧ 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 神擊打苦待了。賽 53:5 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
害、為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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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孽壓傷‧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賽 53:6 我們
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賽 53:7
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 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
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賽 53:8 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 至於他同
世的人、誰想他受鞭打、從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過呢。賽 53:9 他
雖然未行強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 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
葬。賽 53:10 耶和華卻定意〔或作喜悅〕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 耶和華以他為
贖罪祭‧ 他必看見後裔、並且延長年日。耶和華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四、兩種不同生命的分辨：
（一）人的愛與神的愛：
伯 6:14 那將要灰心、離棄全能者、不敬畏 神的人、他的朋友、當以慈愛待他。
伯 19:22 你們為甚麼彷彿 神逼迫我、喫我的肉還以為不足呢。
林前 13:4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林前 13:8 愛是永不止息．先知講道之能、終必歸於無有．說方言之能、終必停
止、知識也終必歸於無有。
加 6:9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
（二）視線「停滯在時空」與「看到永遠」：
來 12:2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或作仰望那將真道創始成終的耶穌〕
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 神寶座的
右邊。
（三）在環境裡面與在環境之上︰
約 3:31 從天上來的、是在萬有之上．從地上來的、是屬乎地、他所說的、也是
屬乎地．從天上來的、是在萬有之上（施洗約翰作見證）。
約 14:1 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 神、也當信我。
約 15:11 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裏、並叫你們
的喜樂可以滿足。
約 16:22 你們現在也是憂愁．但我要再見你們、你們的心就喜樂了．這喜樂、也
沒有人能奪去。
約 17:13 現在我往你那裏去．我還在世上說這話、是叫他們心裏充滿我的喜樂。
（四）舊生命與新生命：
約 14:10 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不信麼。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著自
己說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
（五）恩典的裝飾與基督生命的活出：

五、在地仍舊在天：
約 3:13 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
約 1:51 又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
下來在人子身上。

神的使者上去

六、自己降為至卑，卻被神升為至高：
腓 2:6 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腓 2:7 反倒虛己、取
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腓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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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2:9 所以 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
名之上的名、腓 2:10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
不屈膝、腓 2:11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 神。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