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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論 — 基督的降卑與升高 The State of Christ

聖經裡面最言簡意賅… 腓二5 你們要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有它的上下文 保羅寫 時有它的上下文，保羅寫 腓利比書第二章時，

原來的動機並不是講神學上基督的狀態

原來是有很實用的動機 —
腓一27b 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其實腓利比教會已經很同心了，

腓一5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

跟別的教會比起來，保羅最稱讚的一個教會…

可是人就是人，還是有一些小缺點 —
有少數不同心的情況，保羅勉勵他們精益求精

更進一步的同一個心志站立得穩，更進 步的同 個心志站立得穩

為所信的福音繼續齊心來努力

一、WHY為何要同心？

1 同心就不怕敵人的驚嚇 就可以站立得穩1. 同心就不怕敵人的驚嚇，就可以站立得穩

一28a 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

2.因為有苦難，一起去面對就比較好受了

一29 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他受苦。

神許可的苦我們去受的時候，

經歷之後發現這是更深度的蒙恩 —
我們變成更堅強、更成熟了！

有神所許可的苦難，因此我們要同心，有神所許可的苦難 因此我們要同心

在苦難中如果一個人孤單的受苦是特別的苦

如果有人關心你、了解你，如果有人關 你 了解你

或你去關心人、了解人彼此同心的時候，

那個苦難因為分擔就減半了，那個苦難因為分擔就減半了

就變成耶穌講的— 祂的軛是容易的、祂的擔子是輕省的

3.有爭戰

一30 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現在所聽見的一樣。

苦難保羅講的是非常現實，苦難保羅講的是非常現實，

從前所看見 — 保羅來腓立比傳福音時，

就被丟進監牢裡面了受很大的苦就被丟進監牢裡面了受很大的苦

現在所聽見 —他們派以巴弗提關心保羅，

保羅被關在羅馬監獄 以巴弗提把這消息帶回教會保羅被關在羅馬監獄，以巴弗提把這消息帶回教會

受苦就是屬靈的爭戰，為了福音被仇敵擊打，

上帝許可他被丟進監牢，以前在腓立比、現在在羅馬

談到基督的降卑與升高，其實有它的背景 —談到基督的降卑與升高 其實有它的背景

學習基督的降卑與升高，就叫「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我們就有屬靈的本事我們就有屬靈的本事

面對敵人的驚嚇、面對苦難、面對爭戰而且得勝



二、What何謂同心？

二1-2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

是虛字，不翻譯意思更清楚

二1-2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

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你們就要意念相同 愛心相同

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描 個 心的圖畫 狀態描寫一個同心的圖畫、狀態，何謂同心？

不是在自己的想法去勸勉別人…
是在基督裡，照基督的真理、本著基督的愛互相勸勉

人在受苦的時候，是本著愛心去安慰他，這是同心的定義，

受苦的人先安慰他再說，先不要像約伯的朋友說—
你一定得罪神才受苦，這是苦上加苦…你 得罪神才受苦 這是苦 苦

然後才進一步，如果是真的他的錯才繼續勸勉他

聖靈有什麼交通

我們彼此交流 彼此溝通的時候我們彼此交流、彼此溝通的時候，

常用自己的想法、經歷、立場，那越交越不通

要體會聖靈的引導、聖靈的感動，交通的過程

仰望聖靈引導，一定會越來越通、越來越同心

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

弟兄姊妹的狀況，

先不要那麼容易發怒、論斷、指責

先存著一個慈悲憐憫的態度，

應該先安慰他，這樣我們就 —
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意念相同 愛心相同 有 樣的心思 有 樣的意念

進一步描寫WHAT何謂同心，

就是意念相同、愛心相同就是意念相同 愛心相同

意念相同重複了三次，表示有共識、多麼的重要

我們的意念相同，共識在那裡呢？就在神的話裡面—
在理性 我 果講自在理性方面，我們如果講自己的話，

真的是越講越不通了；

所以我們都一起來熟悉神的話，

我們的意念、共識就越來越強

在感性方面，就是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喜愛，

上帝許可我們有一些不一樣的喜愛，

喜歡黑色、紅色、…隨便你

對於神的法則，要有一樣的喜愛，

例如：要喜愛聖潔、恨惡罪惡，

這些要相同、不能有分岐

無論感性、理性，

我們都越來越有默契、越來越有一致，我們都越來越有默契 越來越有 致

當然就越來越同心了。

剛剛是講正面的，現在講反面的，注意妨礙同心的事情…

二3 凡事不可結黨，

教會難免會有小團體，但不能變成結黨、互相攻擊，

要避免這種結黨、互相否定的東西

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

要介意的是永恆的、被上帝紀念的榮耀

不是要大家來稱讚、肯定你…，才會滿足，不是要 家來稱讚 肯 你 才會滿足

這是虛榮，要避免、會妨害我們同心

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只要存心謙卑 各 看別 比自己強

這裡講的是一種心態 —要謙卑到一個程度，

可以在對方的身上看見值得學習的功課可以在對方的身上看見值得學習的功課

如果看不見並不是因為那個人太差勁，

可能是你的眼光太差勁可能是你的眼光太差勁

我們存著這些態度 What，同心的光景是這樣子的。



三、How如何同心？

二4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沒有唱高調 — 奮不顧己只顧別人的事，不管自己的事

我們會顧自己的事，要同時顧念到別人也有需要，

甚至別人更需要，按神的感動就讓給他

願意這樣兼顧別人，當然會促進同心。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上文— 為何要同心、何謂同心，

這些特質耶穌通通有這些特質耶穌通通有

接下來— 如何同心，最徹底、最重要的

就是「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就是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簡單說一句話就是捨己的心、降卑的心

保羅解釋的過程就把「耶穌的降卑跟升高」保羅解釋的過程就把 耶穌的降卑跟升高」

做了一個簡短、清晰、又完整的描述

降卑 祂的心就是一個捨己跟降卑的心…
本有神的形像 等為強奪

最高神
二6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強奪不是搶奪，

人
是很強、很用力的把東西抓得緊緊的

耶穌不是強奪、把神的形象、地位緊緊不放

反而願意虛己、放下神的地位，

從寶座下來、道成肉身來到人間

一個企業家，為了照顧街友 —他們沒有家，
他白天西裝革履、晚上卻穿著牛仔褲，裝革履 卻穿著 褲

拎著一些食物去關懷他們。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有失去老闆的地位嗎？沒有，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有失去老闆的地位嗎 沒有

他放下他的地位來靠近這些卑微的人

沒有以自己企業家的身分為強奪的，願意虛己…沒有以自己企業家的身分為強奪的 願意虛己

耶穌就是這樣俯就卑微的人，祂的心就是虛己降卑的心

降卑 二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成為人 進 步降卑成為人中的奴僕
最高神

成為人，進一步降卑成為人中的奴僕，

人生的過程，生在貧窮的家庭、

人
拿撒勒的鄉下，飽經各種患難

傳道的過程受患難，

僕人
約八57 看起來已經像五十歲的人了

8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

患難 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患難最高峰就是釘十字架，有身心的折磨—

十架 荊棘冠冕戴在頭上流出血來、槍刺進肋旁、

長釘穿過手掌、也穿過他的腳掌

把祂掛起來，卅出頭壯年的軀體，

體重在拉扯祂自己的傷口

這是很難想像的痛苦，是十字架的苦難

降卑 還有更深的苦是我們一般人很少體會的…

最高神 太廿七46 耶穌大聲喊著說：

「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

人 就是說：「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

父神這時離棄祂 把祂當做仇敵 擊打苦待祂
僕人

父神這時離棄祂，把祂當做仇敵、擊打苦待祂…
聖父、聖子從來沒有意見不合、片刻分離，

此刻突然變成仇敵 耶穌受不了
患難

此刻突然變成仇敵，耶穌受不了…
就是上帝憤怒的刑罰 —

對罪人的刑罰發作 執行在耶穌身上
十架

對罪人的刑罰發作、執行在耶穌身上

祂受了死的刑罰、斷氣、死亡、下陰間

猶太文化下陰間就是進入墳墓 在陰間
神刑罰

猶太文化下陰間就是進入墳墓，耶穌在陰間，

第三天才從死裡復活，這是祂的降卑。

死亡陰間 他降為至卑，不但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



二9a 神將祂升為至高。
審判審判

再來

從墳墓出來從死裡復活

復活四十天之久，在橄欖山升天 再來

升天

進一步升高—有一天要再來，

祂王者、至高者的形象充份展現出來 升天

復活

者 高者 象 份展 來

再來的時候祂是審判的主、至高的王

二9b 11 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復活

死亡

二9b-11 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死亡

升高

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這個話要到耶穌再來時，才完全彰顯、成就這個話要到耶穌再來時，才完全彰顯、成就…
不要誤會他們那一天都信耶穌了，其實來不及了！

我們要把握生前來信耶穌。我們要把握生前來信耶穌。

再來的時候，至高的審判者、得勝者，是升高更徹底的表現。

基督的降卑與升高 —應用在我們身上…
有 歷沒有一個人可以經歷耶穌

從至高降為至卑、又升為至高

可以從神給我們現有的地位往下降—
不是落伍、退步

而是降卑，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願意學習祂的降卑、願意俯就卑微的人

弗四1-3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 的心。

以耶穌基督謙虛、溫柔、忍耐、降卑的心為心，

我們一定可以很同心。

當我們這樣降卑的時候，神也會把我們升高 —
定是在 實 界升官發不一定是在現實世界升官發財

是在神的心中成為更有用的人 —
我們願意降卑我們就有用了！

神就可以使用我們成為一個

在人間、在人生的過程彰顯祂榮耀的人

表現祂福音、流露祂的大愛、

能夠結出果子的人，這就是被神升高

願神賜福大家都效法基督的降卑，

也因為有這樣自願、主動降卑的心，

就產生被動的升高 — 神把我們升高。

願這樣的福也臨到我們。願這樣的福也臨到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