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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耶穌的榜樣榜樣

腓二5‐11
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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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服 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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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所以， 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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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底下 因耶穌 無 膝

11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 神。

2

在這一段經文當中，我們也是可以把它分成兩個段落。

第一個段落是二5，在這一節所談的內容就是效法基督的命令。第一個段落是二5，在這 節所談的內容就是效法基督的命令。

保羅在這個地方一開始，就勸勉信徒說：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和合本裡面所翻譯的「心」這個字，在原文其實是指意念。

這個字在本節當中，不只是指思想狀態也包括跟思想一致的行動，

因此我們就可以把它翻成態度。因此我們就可以把它翻成態度。

這一節其實是一個省略句，因為按照希臘文的直譯，

它可以翻成這樣子：當在你們中間這樣想，它也在基督耶穌裡。

那這一句話表面上看起來是有一點奇怪，因為它的意思好像不完整，

它有幾個地方需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是「這樣」是指什麼意思？因為這一句按照希臘文直譯就是，

當在你們中間這樣想。那「這樣」是指什麼？

第二個就是出現在上半句的「在你們中間」，又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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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就是出現在上半句的 在你們中間」，又是什麼意思？

第三個就是「它也在基督耶穌裡」，這個句子應該作如何了解的？

簡單地說，這三個問題可以這樣子來了解：

第一個「這樣」，就是指剛才前面提到的地方，就是二2‐4。第 個 這樣」，就是指剛才前面提到的地方，就是二2‐4。
第二個「在你們中間」，是指在你們彼此對待的關係上。

第三「它也在基督耶穌裡」，

這一句話應該瞭解成，它也可以在基督耶穌身上看到。

總而言之，「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這 句話的意思是在你們彼此對待的關係上這一句話的意思是在你們彼此對待的關係上，

應該採取在基督身上所看到的態度，以作為你們彼此對待的態度；

而這個態度正是保羅在前面 2‐4所指出來的：而這個態度正是保羅在前面 2 4所指出來的

就是把這兩種的態度—你們的態度跟耶穌的態度放在一起比較，

並且具有效法的意思。

由此看來，弟兄姊妹之間如何彼此對待？

就要常常想到耶穌對待他人的態度，並且效法這樣的態度。

因此保羅在這個地方所呈現的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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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保羅在這個地方所呈現的耶穌，

正是可以作為基督徒彼此對待的最高典範。



第二個段落，就是二6‐11，所談的主題是基督的榜樣。

又可以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就是二6‐8，談到基督的謙卑。又可以分成兩個部分：第 個就是二6‐8，談到基督的謙卑。

保羅在剛剛勸勉信徒要合一，而且要效法基督之後，

接下來他就以耶穌基督的謙卑、無私、犧牲來作為他們的榜樣，來 基督 謙卑 犧牲來作為 榜樣

因此在這一段的所謂的「基督頌」的出現，主要的用意

不是基督論的闡述或者是救恩論的說明，它乃是倫理上的勸勉。

第 6節保羅首先就指出來「祂本有神的形像」，這句話的「本有」

可以了解成雖然有或儘管有，而神的形像跟神一起使用的時候，

就是指耶穌與神有完全相同的本質特性，也就是說耶穌是百分之百的神。就是指耶穌與神有完全相同的本質特性，也就是說耶穌是百分之百的神。

雖然耶穌已經擁有這個神性，但是卻「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那要了解這一句話，明白「強奪」的意思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地方，

因為它牽涉到與神同等的意思。

「強奪」這個字在新約當中，僅僅在這一節裡面出現，

它是指可以利用的應得之物 如此 來 整句話就是指基督已經與神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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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指可以利用的應得之物，如此一來，整句話就是指基督已經與神同等，

但是祂沒有緊緊地抓住，並且自私地為自己來利用它的好處。

二7‐8是論到耶穌的虛己。

「反倒虛己 取了奴僕的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7「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這裡的「虛己」，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倒空自己。

當保羅在這個地方提到耶穌的虛己的時候，當保羅在這個地方提到耶穌的虛己的時候

他不是指耶穌在道成肉身之後，

將祂的神性的一個部分倒空了，或者說將祂神性的全部給倒空了

他的意思乃是指耶穌降世的謙卑，

使自己毫無保留地給了世人，最後甚至死在十字架上

因此「虛己」可以說明耶穌從最高、最榮耀的地方降到最低地位的變化。因此 虛己」可以說明耶穌從最高、最榮耀的地方降到最低地位的變化。

接著保羅以「取了奴僕的形像」以及「成為人的樣式」，

這兩個句子來修飾虛己。這兩個句子來修飾虛

換句話說，耶穌是藉著取了奴僕的形像，還有成為人的樣式來虛己。

那要了解「取了奴僕的形像」的意思，

6

需要先明白「奴僕」跟「形像」這兩個字的含義。

「形像」這個字，跟 6「祂本有神的形像」的「形像」

是同一個字，並且也與那一節的意義相同，是同 個字，並且也與那 節的意義相同，

他的意思是指真實而且完全地表達背後的實體。

「基督本有神的形像」就是指耶穌基督是神

同樣的，7提到耶穌有奴僕的形像，

就是說明耶穌真正的成為一個奴僕，或者說成為一個奴隸

「奴僕 的意思應該從新約時代的背景來瞭解「奴僕」的意思應該從新約時代的背景來瞭解，

當時的奴僕或奴隸是完全沒有個人的權利，

甚至也沒有權利主張自己的一切。甚至也沒有權利主張自己的 切

所以耶穌取了奴僕的形像，就是放棄了個人的權利，

使自己成為一個真真實實的僕人，使自己成為一個完完全全的奴隸。

不過要注意的是，耶穌取了奴僕的形像

並不意謂著祂是以神的形像來交換奴僕的形像，

而是在奴僕的形像當中表達耶穌神的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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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在奴僕的形像當中表達耶穌神的形像。

如此一來，耶穌既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千真萬確的奴僕。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就是修飾虛己的另外一個句子，就是「成為人的樣式」。

這裡的樣式是要強調就是跟原版相同的複製品，這裡的樣式是要強調就是跟原版相同的複製品，

因此，「成為人的樣式」所要表達的意思就是耶穌

在跟人的每一方面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說，祂是真真實實的人。

由於這裡的樣式有相似的意思，

所以保羅在這個地方使用「樣式」這個字，

說明耶穌成為人之後 跟人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異的地方說明耶穌成為人之後，跟人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異的地方。

相同的地方，就是指祂真正地成為一個人

但是不同點是，祂雖然是人，可是根據羅八3祂卻是沒有罪，沒 罪

也就是說耶穌的道成肉身，並不會因此使祂的神性喪失，

這就是表示祂一直是與神同等的

所以耶穌是個人 就是「成為人的樣式 所表達的所以耶穌是個人，就是「成為人的樣式」所表達的，

但是祂不僅僅是個人祂也是神，

耶穌除了採取成為人的行動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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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除了採取成為人的行動之外

祂成為人的行動就是成為人的樣式。



保羅繼續地提到，祂有人的樣子的事實。

二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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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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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樣子」，是跟「成為人的樣式」當中的「樣式」是不同字，

在意思上也稍有分別，因為樣子是比樣式

更強調外表的形狀，表示是耶穌的人性所顯示出來的樣子，

如此一來，耶穌的人性就再次地得到證實，

同時這句話也把耶穌的謙卑，更是往前帶進一步同時這句話也把耶穌的謙卑，更是往前帶進一步。

但是耶穌成為人之後，並不因此就達到虛己的最高峰，

祂更是「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祂更是 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 以至於死」

8「自己卑微」，應該是翻成祂謙卑自己，

而「自己」就表示耶穌的行為是出於自願的。

「自己卑微」或者說祂謙卑自己，

就是指耶穌自己選擇了最低的地位，

於是這個含義就跟 9「將祂升為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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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這個含義就跟 9 將祂升為至高」

形成一個非常強烈的對比。

自己卑微或者說祂謙卑自己，在意思上是跟虛己是稍有不同的。

虛己就是 7所說的，那耶穌是在虛己之後成為人，於是祂就自己卑微虛己就是 7所說的，那耶穌是在虛己之後成為人，於是祂就自己卑微

耶穌的自己卑微是跟祂的人性有關，而這是耶穌來到世界之後所做的

因此，自己卑微或者說謙卑自己，是在虛己之後進一步的謙卑。

換句話說，虛己跟自己卑微，我們剛才說自己卑微就是謙卑自己，

這兩者並沒有形成同義字，

自己卑微是把虛己的意思更帶往前一步。自己卑微是把虛己的意思更帶往前一步。

保羅接著用一個句子來修飾耶穌的自己卑微的方式，保羅接著用 個句子來修飾耶穌的自己卑微的方式

就是「存心順服，以至於死」，

在這個地方所謂的「存心順服」，應該翻成「成為順服」。

所以「自己卑微，存心順服」，這句話就可以翻譯成：

耶穌是藉著成為順服以至於死來謙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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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順服的對象不是人而是神，「以至於死」的「以至於」

是具有程度上的意思，那就是指甚至到達死亡的地步。如此一來，是具有程度上的意思，那就是指甚至到達死亡的地步。如此 來，

耶穌的死就成為祂的順服的最大的極限，就是指祂存心順服的最大的極限。

耶穌的死亡不是自然的死亡，保羅繼續說：是死在十字架上，

這個地方所謂的「死在十字架上」，不只是表示祂死亡的方式

也可以說明祂謙卑自己或者說自己卑微的最高潮。

十字架在這個地方 並不是像新約其他的用法 樣是具有救贖性的意義十字架在這個地方，並不是像新約其他的用法一樣是具有救贖性的意義；

在其他的經文裡面，保羅提到十字架都跟耶穌救贖我們的工作有關係，

但是在這個地方的「十字架」，主要作為刑罰的標誌。所要強調的就是：但是在這個地方的 十字架」 主要作為刑罰的標誌 所要強調的就是

耶穌的死在十字架上就像那些的強盜，像那些作奸犯科的殺人兇手

所受到的十字架的刑罰一樣的，是極為羞辱而且是極為痛苦的

另一方面猶太人也是把死在十字架，看作是一個受到神的咒詛的人所受的刑罰

對於一般的猶太人而言，彌賽亞是不可能死在十字架上的，

也因此十字架對於猶太人而言，並不是一個受苦的記號；然而猶太人所厭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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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十字架對於猶太人而言，並不是 個受苦的記號；然而猶太人所厭棄的

十字架卻成為耶穌基督表達順服的地方，就是耶穌是死在十字架上。

這個段落的第二個部分，就是二9‐11，
所談到的是耶穌基督的高升 是基督的榜樣的第 個部分所談到的是耶穌基督的高升，是基督的榜樣的第二個部分。

耶穌的死亡並不是整個救贖過程的終點，

神沒有把耶穌留在死亡那裡，神的下一個行動就是神沒有把耶穌留在死亡那裡 神的下 個行動就是

9「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神將祂升為至高」，不是指祂從死裡復活、

也不是指祂這時候達到的地位是高於道成肉身之前，

而是指耶穌的地位已經達到最高的地位，是超過一切的創造。

神除了把耶穌升為至高之外神除了把耶穌升為至高之外，

祂也賜給耶穌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這個「名」就是指「主」這個名。這個 名」就是指 主」這個名

但是這並不是說，耶穌只有擁有主這個頭銜而已，耶穌乃是主本身。

在舊約當中是稱耶和華為主，如今上帝就把主這個名賜給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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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意味著耶穌具有與神完全相同的權柄。



神使基督高升以及賜給耶穌這個名的目的跟結果，

是從 10的第一個字「叫」顯示出來，是從 10的第 個字 叫」顯示出來，

就是「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

在這裡提到「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這個用法或者是稱呼，是用來包括一切有理性的受造物

這個 在 看到這個用法在不同的經文也可以看到，比如說啟五3、13，
兩次提到「在天上、地上、地底下」，誰能展開觀看那書卷

可知在猶太人的用法「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可知在猶太人的用法 天上 地上 地底下的」

就是包括一切有理性的受造物。

當這些有理性的受造物面對高升的主，

他們唯一的適當反應就是屈膝，二10
還有承認耶穌，二11所說的口稱耶穌為主

屈膝這個字，是指一個人承認神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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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膝這個字，是指 個人承認神的權柄，

在神的權柄底下所表達的尊敬、順從、效忠，所以這個字就是指敬拜。

除了敬拜之外，在 11「口稱耶穌基督為主」，

和合本把這句話翻成「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和合本把這句話翻成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

希臘文的直譯是「眾舌承認耶穌基督為主」，原文是沒有「無不」；

這個地方的「口」，在希臘文它的意思是「舌頭」、

而且這個舌頭是複數，所以就是眾舌

「稱」這個字的意思就是承認，就是表示公開承認的意思，

所承認的內容，就是耶穌基督為主所承認的內容，就是耶穌基督為主。

這個片語的意思就是耶穌是超越宇宙萬物的主宰，

而且僅有耶穌持有治理的主權，

這樣的承認不只是限於教會而已，而是眾舌。

這個意思就是對於已經向耶穌屈膝，而且稱耶穌為主的那一些受造物，

包括所有的基督徒，在耶穌第二次臨到的時候，

這個承認，將會從那一些人的心中湧出來，

其他與上帝為敵的受造物，這時候也不得不違背他們的意志來承認耶穌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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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與上帝為敵的受造物，這時候也不得不違背他們的意志來承認耶穌的主權。

所以眾舌承認耶穌基督為主，不只是指那些順服神的，也包括那些敵對神的。

講到「屈膝」還有「稱」，這兩個用詞其實有舊約的背景，

以賽亞書以色列的神是萬膝跪拜、萬口承認的對象以賽亞書以色列的神是萬膝跪拜、萬口承認的對象

保羅在這個地方，卻是把這個對象指向耶穌

由此可以再一次說明耶穌與神同等的事實，

耶穌是配得全宇宙的敬拜跟稱頌的。

可是承認耶穌基督為主並不是宇宙最終的目的，

最終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在 「使榮耀歸與父神最終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在 11「使榮耀歸與父神。」

耶穌在這個地方被稱為主，就引致神得榮耀；

換句話說，耶穌被稱為主，換句話說 耶穌被稱為主

並不會使上帝受到威脅或是造成與上帝競爭的情形，

相反的，上帝既然作了如此的計畫跟安排，祂真正彰顯的就是上帝的榮耀，

耶穌基督之所以於現在及未來升為至高，目標就是朝向神居萬有之上的地位，

因此父神是藉著子的榮耀，而達到更大的榮耀。這一點，正吻合保羅

林前十五28萬物既服了祂，那時子也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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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十五28萬物既服了祂，那時子也要自己服那叫萬物服祂的，

叫神在萬物之上，為萬物之主。

二5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這一節是作為二1‐4到二6‐11之間的橋樑。

保羅將耶穌介紹出來，是要作為所有信徒保羅將耶穌介紹出來，是要作為所有信徒

在學習捨己跟謙卑時一種完美的典範，

並且進而敦促讀者，在彼此對待的關係上面，他們應該採取在

耶穌基督身上所看到的態度，來作為彼此對待的態度。

二1‐4勸勉信徒，應當如何彼此對待的方式，講到要謙卑跟捨己

二6 11就可以看到在耶穌身上 看到完全的實現以及最高的榜樣二6‐11就可以看到在耶穌身上，看到完全的實現以及最高的榜樣，

這一首的頌讚基督的詩裡面，

看到耶穌基督的自我降卑，再到被上帝高升的過程

在描述耶穌的降卑事情當中，就是二6‐8保羅實際上是要引出讀者效法耶穌，

以除去妨礙合一的障礙，這個障礙就是二3‐4所說的自私跟驕傲。

在耶穌的高升的事件裡，神恢復耶穌與神同等的地位的做法上面，

保羅其實有意要使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所承受的逼迫跟苦難，特別是一28講到敵人的威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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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們所承受的逼迫跟苦難，特別是 28講到敵人的威嚇，

這些的逼迫跟苦難，將來有一天，他們要從神那個地方得到平反。



我們可以從這段經文學習到的屬靈功課…
第一方面，保羅在這一段經文當中，提到耶穌降卑的極致的表現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第一方面，保羅在這 段經文當中，提到耶穌降卑的極致的表現就是死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在耶穌的時代，是一個刑罰的工具，也是一個羞辱的象徵，

可是十字架卻成為保羅神學的中心

一位與神同等的耶穌，卻是死在屈辱以及殘忍的十字架上面，

來顯明神愛世人的心意

這樣的一個表現跟做法，是世人所不明白的，是極為浩大的愛；這樣的一個表現跟做法，是世人所不明白的，是極為浩大的愛；

並且世人也把耶穌的死在十字架看作是愚拙的。

不過，神使耶穌死在十字架上，卻是上帝的智慧跟能力的表現，

為了要拯救那一些相信的人，十字架可以說是顯明神的愛跟救贖。

相對的對人來說，基督徒是以背十字架、是以跟從耶穌來回應神；

在信徒的生活當中，耶穌要人背十字架，這個十字架，其實是一個死亡的象徵，

它的屬靈的含義，就是屬靈上的自我死亡。

因此背十字架的具體運用，就是放棄為自己爭取的前途，放棄為自己爭取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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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背十字架的具體運用，就是放棄為自己爭取的前途，放棄為自己爭取好處，

或者說放棄一切滿足自己的努力。

跟背十字架相反的，就是成功神學。

成功神學其實是尋求自己的好處、是利用上帝來達到自己的成功、成功神學其實是尋求自己的好處、是利用上帝來達到自己的成功、

是利用上帝使自己變得更富有、

是利用上帝使自己變得健康等等這些的目標

成功神學之所以會受到歡迎，是因為它滿足了人的私慾，

成功神學所傳遞的信息就是：

人只要靠著上帝，人就可以得著 切他所想要的人只要靠著上帝，人就可以得著一切他所想要的

可是成功神學使基督教成為一個不必背十字架，不必委身的信仰，

因此從本質的角度來看，成功神學其實是一個極為自私、因此從本質的角度來看 成功神學其實是 個極為自私

是一個極為自我中心的一個觀念，這也因此成功神學是十字架的敵人。

既然是如此，我們就不應該讓私慾在生命當中作主，

因為自我跟私慾，是十字架所要對付所要治死的對象。

同樣的，信徒不當貪愛世界，

因為這個世界的屬靈來源，是跟信徒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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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個世界的屬靈來源，是跟信徒完全不同的，

並且愛世界就是與神為敵，也使他們失去了屬天的記號。

第二方面我們可以學習到的功課就是：

基督的降卑是基督徒在生活跟事奉上的榜樣基督的降卑是基督徒在生活跟事奉上的榜樣。

從上下文當中的提示可以看到，腓立比教會的信徒在自我降卑，

應該包括學習耶穌的謙卑、順服、跟捨己，應該包括學習耶穌的謙卑 順服 跟捨己

唯有這樣子才能夠做到二1‐4所提到的教會合一的目標。

在這個世代，基督徒不怕別人說教義不夠高深、教堂不夠漂亮，

最 諱 基督 命 去了見證跟能力但是最忌諱的弱點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失去了見證跟能力。

表面上保羅告訴我們要效法基督，表面上保羅告訴我們要效法基督

可是效法基督好像不合潮流，對教會增長也沒有什麼幫助，

可是我們要知道，只有效法基督才會使我們像基督，

而且我們才能夠有屬靈的成長，並且產生教會的合一。

教會只有再一次的回到這個久被遺忘的屬靈教導，

才能夠在這個世代成為有力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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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夠在這個世代成為有力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