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順服的榜樣順服的榜樣順服的榜樣順服的榜樣 
腓立比書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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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讓我們在主日事奉敬拜祂，願我們以謙卑的心來到神的施恩寶座前學習順服的功課。我
們同心祈禱。 

 

    我們一同來看一段新約聖經記載彼得學習順服的功課，當耶穌呼召彼得時，他打魚回來，耶穌
正教訓眾人， ｢講完了，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西門說，夫子，我們整夜勞
力，並沒有打著甚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他們下了網，就圈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
(路 5:4-6) 

 

    彼得這樣一位極有領導才幹，勇敢，自信，滿有活力的使徒，依從耶穌的話，下網打魚，果然
經歷神蹟，他不但得了滿船的魚，並且更深的認識他自己的小信，他俯伏在主的膝前，說:｢主阿! 

離開我，我是個罪人。｣ (路 5:8) 主沒有離開他，反對他說: ｢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 (路 5:10) 彼得和其他的門徒有順服的心，他們把兩隻船攏了岸，就撇下一所有的跟從了耶穌。
(路 5:11) 他們如此行是神的恩典臨到他們。 

 

    我們如何也能得到神所賜的恩呢? 效法基督的謙卑是開啟神所賜諸般恩典的鑰匙。神阻擋驕傲
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彼前 5:5,雅 4:6) 主耶穌基督在世上的柔和，謙卑是我們順服神最好的
榜樣。謙卑是我們在神面前的態度。柔和是聖靈在我們身上結出的果子，是在人前顯出來，讓別
人可以感受得到的。謙卑的目的並非為了升高，謙卑的人是討神喜悅的人。神樂意升高祂所喜悅
的人，神所喜悅的人必得神所賜的福分，這是自然的結果。神樂意賜生命、喜樂、平安給我們。 

   

一一一一、、、、主動降卑主動降卑主動降卑主動降卑 
 

    基督本是神，卻順服父神 

   

1. 基督本有神的｢ ｣形像  

 ｢ ｣形像 morphe，基督不是像神一樣，祂就是神。基督擁有神完全的屬性，沒有一點與神有
分別，祂與父神同等，具有相同的特質。 

 

  (1) 無所不能: ｢這人夜裡來見耶穌，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神那裡來作師傅的。因為你所 

                         行的神蹟，若沒有神同在，無人能行。｣ (約 3:2) 

  (2) 無所不知: ｢耶穌卻不將自己交託他們、因為他知道萬人．也用不著誰見證人怎樣．因他知 

                         道人心裡所存的。｣ (約 2:24-25) 

  (3) 無所不在: ｢ ｣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 (約 3:13) 

  (4) 父子一體: ｢ ｣我與父原為一。 (約 10:31) 

  (5) 互相內住: ｢ ｣父在我裏面，我也在父裏面。 (約 10:38) 

  (6) 完全無罪: ｢彼拉多說，真理是甚麼呢? 說了這話，又出來到猶太人那裡，對他們說，我查不 

                          出他有甚麼罪來。｣ (約 18:38) 

  (7) 完全良善: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以善事問我呢? 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 

                          遵守誡命。｣ (太 19:17) 

 



  (8) 完全公義: ｢那一個先知、不是你們祖宗逼迫呢．他們也把豫先傳說那義者要來的人殺了．如 

                         今你們又把那義者賣了、殺了。｣ (徒 7:52) 

  (9) 完全慈愛: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約一 3:16) 

(10) 成就律法: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羅 10:4) 

(11) 應驗豫言: ｢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 

                         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路 24:44) 

(12) 治服鬼魔:｢唉! 拿撒勒的耶穌，我們與你有甚麼相干，你來滅我們麼? 我知道你是誰，乃是  

                         神的聖者。｣(路 4:34) 

(13) 醫治疾病:｢日落的時候，凡有病人的，不論害甚麼病，都帶到耶穌那裡。耶穌按手在他們各 

                         人身上，醫好他們。｣(路 4:40) 

(14) 掌控環境:｢他們就大大的懼怕，彼此說，這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他了。｣(可 4:41) 

(15) 死人復活:｢那死人就出來了，手腳裹著布，臉上包著手巾。耶穌對他們說，解開，叫他走。 

                           ｣(約 11:44) 

(16) 完全得勝:｢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太 28:18) 

(17) 死裏復活:｢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羅 1:4) 

(18) 超越時間:｢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約 8:58) 

(19) 配得榮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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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接受敬拜:｢他們就拜他，大大的歡喜，回耶路撒冷去。｣(路 24:52) 

(21) 三位同在:｢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裏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子降 

                         下，落在他身上。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太 3:16-17) 

(22) 完全順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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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因著這些特質，耶穌基督成為全人類獨一的救主。聖經是我們信仰的根基與唯一的準則。從
6/3 日開始到 8/12 我們將要讓成人主日學的老師們休息，主日學將在暑期合班，我們來看舊約的
影兒如何應驗了新約的實體。所有以上所講的實體，在舊約中都有詳細的豫表，這些在耶穌基督
的身上都得到應驗。千萬不要錯過機會。 

 

   預告 6/3 日主日學時間 Robert/Christine Wong 將帶給我們福音信息，是關乎中國人將福音傳到
回教的國家，從根本上影響穆斯林，讓他們歸向真神，接受神的愛。如何在五年中使接觸的人從
一百多增長到數萬。這些同工有堅強的心志，順服神，願意將白骨埋在黃沙下。6/10 日我要講這
一系列信息的導言 讓我們從舊約中更認是基督。請安排場地的同工憑信心預備空間，讓更多的
人參加。可不可以抽空來參加? 

 

2.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強奪強奪強奪｣｣｣｣的的的的 
 

    基督本有神的形像，卻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強奪｣ harpagmos 乃是緊緊抓住、強力奪
取、任意拿走的意思。基督本來是神，卻放下自己的權益。    

   

    基督如此的偉大，當受極大的讚美。然而，祂為我們的緣故，接受天父的差遣，從天來到地
上，分別為聖，倒空自己除了神性以外所有的權利。基督順服父神，因著愛父，完全順服，因著
愛我們，完全捨己，為祂是神，祂是愛。 

 

順服的原因: 讓我們可以得到權益。 

 

｢你們知道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他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他的貧窮、可以
成為富足。｣(林後 8:9) 



 

二二二二、、、、捨棄權益捨棄權益捨棄權益捨棄權益 (7) 

 

1. 奴僕的形像奴僕的形像奴僕的形像奴僕的形像 
   

    人雖然不是具有神性(form of God)， 然而是按照神的形像被造的。(likeness of God) 亞當犯罪
後成為罪的奴僕，基督是末後的亞當，祂取了奴僕的形像。奴僕是沒有權益的，基督順服父神，
甘願成為人，不是降卑一天，從天來察看，探望我們，乃是甘願與人同住。 

 

    回應神的愛和呼召，我們要順服基督。若不捨己，背十架，跟隨主，我們不能作主的門徒。朱
長老，朱師母現在在德東 Chemnitz，Dresden 和附近的城市宣教，請為他們禱告。5/17-6/5。朱
長老 67 歲仍然願意為主勞苦，去到需要的地方，傳福音給中國來的學生們，服事他們，這正是
順服基督的好榜樣。 

 

2. 取人的樣式取人的樣式取人的樣式取人的樣式 
 

    樣式是講到外表，基督無佳形美容，我們看見祂的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祂。祂的面貌比
別人憔悴，祂的形容比世人枯槁。我們都以外貌認祂。(林後 5:16) 

 

    基督如此順服天父，用自己的血叫我們成聖，自己在城門外受苦，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
了祂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來 13:13) 

 

    週五團契後，王敏姊妹告訴我，5/11/2012 在南加大 USC 發生了命案，從中國吉林來的瞿銘
(Ming Qu) 與湖南的吳穎 (Ying Wu) 晚上在在車內遭到槍擊，送醫後均告不治。  警方初步認定兇
手行兇目的是搶劫。 

 

    洛城警方表示，中國研究生同為 23 歲，為南加大電子工程專業勤奮節儉的研究生研究生，都
是優秀學生。事發當時兩人在一輛 2003 年的 BMW 車裡聊天，車子停在位於洛城市中心西南區
租屋處附近的路邊，卻遭到攻擊。吳穎頭部中彈，瞿銘則身中數槍。瞿銘曾逃出車外，向附近民
宅敲門求救，但仍遭到槍擊身亡，倒在民宅前的台階上，兇手則徒步逃離現場。 

 

    前天抓到兇嫌 Bryan Barnes, 20, of 洛杉磯居民, and Javier Bolden, 19, of Palmdale 居民。不准交
保。南加大位於洛杉磯市中心，向來被視為貴族學校，但校園治安不佳，但今年以來當地已有 4

人死於暴力事件。 

    這起槍擊案震撼南加大校園，數百名學生 11 日晚間在校園內舉行燭光守夜晚會。槍擊案發生
後，校方隨即寄發簡訊與電子郵件給學生、教職員，表達哀悼。生前這兩位中國學生是否有人愛
他們的靈魂，耐心地向他們傳福音。他們現在已經沒有機會聽福音了。 

    敗壞人性的罪性顯出貪婪、兇殺、嫉妒、姦淫等等的罪行，讓人望而生畏，退避三舍。然而，
聖潔的神卻願意來到人間。不但來安慰人，並且取了人的樣式，道成肉身。我們看見主的榜樣，
應當順服主的命令，執行大使命，搶救靈魂。 

     6/9 週六基督之家第三家有一個傳福音的機會，台灣國寶級的京劇演員郭小莊將來講生命見
證，｢活出美好｣並演唱。我會短講呼召，免費入場，請大家邀請朋友來參加。6/10 主日我們繼續
傳福音，我們請到沈有方牧師來傳信息。｢凡勞苦擔重擔的可以來得享安息｣和浪子回頭。信息之
前我們有幾位弟兄姊妹為主作見證，請邀請朋友來參加。 



三三三三、、、、完全順服完全順服完全順服完全順服 (8) 

 

1. 存心順服存心順服存心順服存心順服 
    (1) 亞當的悖逆與基督的順服成為鮮明的對比。基督完全順服天父的旨意。 

    (2) 基督降生在馬槽裏，客店沒有地方(路 2:7)，你我心中有地方給主嗎? 

    (3) 耶穌生下來第八天受割禮，取了罪人的記號，生在律法以下。(路 2:21,加 4:-5) 你我是否願 

         意承認自己是罪人，願意悔改來到這位唯一能赦免我們的罪的耶穌面前? 

    (4) 耶穌基督長在卑微的加利利，加利利沒有出過先知。你我甘心被人藐視嗎? 

    (5) 主耶穌在拿撒勒作木匠。(太 2:23;13:55) 我們是否抱怨自己的工作? 

    (6) 主站在人的立場受約翰的洗。(太 3:13-15) 我們是否願意為主作見證? 

    (7) 基督是夫子，尚且為門徒洗腳。(約 13:5) 我們肯不肯為主的緣故放下身段? 

    (8) 基督宣告，憑自己不能作什麼。(約 5:19) 我們凡事憑自己嗎? 

    (9) 基督在客西馬尼園受痛苦。(路 22:42-43,來 5:7) 我們願意為主受苦嗎? 

  (10) 基督為你背起受鞭傷後無力負荷的十字架。(約 19:17)你願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祂嗎? 

 

2. 被釘十架被釘十架被釘十架被釘十架 
 

    神的羔羊，為此而生。背負十架，勝過試探引。死在十架上，遭受凌辱與棄絕。｢耶穌因為受
死的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祂因神的恩，為人人嘗了死味。｣(來 2:9) 

 

    ｢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
允。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他既得以完全、就為凡順從他的人、成了永遠
得救的根源．｣  (來 5:7-9)  

 

    參加基督工人神學生畢業典禮，順服主的心再一次得堅固。陳鐳牧師服事主四十八年，竭力勞
苦奔跑，六個月在中國，三個月在台灣，三個月在美國。無怨無悔。陳道明代院長服事主四十九
年，盡心竭力，忠心教導。兩位沙場老將，勉勵剛畢業的神學生，竭力事奉，廣傳福音ˋ，等候
主來。他們立志作基督精兵，你我也可以加入。你願意付代價嗎? 我們有許多事奉的機會，人人
都可參與。本週五，5/25 晚上八時， 三家的延允慧姊妹將主持一個｢親子關係｣講座，請大家邀
請朋友參加。本週六，5/26 晚上 7:30 吳繼武醫生將在三家舉行｢健康｣講座，請邀請朋友來參
加，這也是傳福音的機會。6/10 下午三時 Zumba 福音外展將邀請朋友。6/25-29 李師母將帶領 

VBS 兒童暑期聖經學校。主題是｢這是天父世界｣，蔡師母將帶領媽媽教室 。我們有許多弟兄姊
妹願意服事社區，認識基督是｢上好的福分｣，求主讓我們盡心竭力發展本地宣教，讓聖靈來充滿
我們，使我們付代價，順服主，得主的喜悅，蒙神賜大福在我們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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