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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聖迦谷基督徒聚會 冬令會 

從腓立比書看:『基督是一切』 

 週五 Fri (01/03/2020) 週六 Sat (01/04/2020) 主日 Sun (01/05/2020) 

起床 

啟程 

 

6:30AM 6:30AM 

晨更 7:00-7:45AM 7:00-7:45AM 

早餐 8:00AM 8:00AM 

9:30AM 

 

第二堂信息 于宏潔 

基督是我們的道路 

第三堂信息 于宏潔 

基督是我們的標竿 

擘餅聚會(中英合併) 

 

第五堂信息 梁家聲 

向著標杆直跑 

午餐 12:00PM 12:00PM 

 活動 1:30-5:30PM 

回程 

報到 3:00-6:30PM 

晚餐 7:00PM 6:00PM 

8:00PM(五) 

7:30PM(六) 

第一堂信息 于宏潔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第四堂信息 于宏潔 

基督是我們的滿足 

 

大會注意事項： 

1. 營會地址: 39405 Murrieta Hot Springs Rd, Murrieta, CA 92563 

2. 攜帶物品: 營地會提供寢具(床單, 毯子, 枕頭, 大與小毛巾各一)，請自備使用温泉的浴巾與盥洗

用品；請帶聖經與詩歌本 

3. 報到: 請到 Auditorium⑦報到，領取名牌(聚會和用餐須掛上)和鑰匙(遺失每把 10元) 

4. 聚會地點: 中文組聚會與合併聚會在 Auditorium⑦，英文組聚會在 Classroom A 

5. 兒童聚會在 Auditorium⑦二樓 Classroom B, C, D  

6. 每堂聚會請提早到聚會廳，安靜預備並為聚會禱告 

7. 餐廳地點: Main Dining Room④，請於用餐前十分鐘準時至餐廳用餐。 

8. 晨更: 各房間小組長負責帶領晨更(第一晨 詩篇第 16篇，第二晨 詩篇第 73篇) 

9. 大會需要: 實際營地住宿費用高於報名所收，大會還有其他開支，總預算約五萬美元，讓我們一

同在信心中仰望神的供應（奉獻支票抬頭請開 CASGV）。司庫: 陳金龍, 施佩琳, 馬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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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腓立比書看:『基督是一切』 

第一堂：「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S268敬拜主；只願得著祢；S286惟有耶穌,永是耶穌 

鑰節：腓 1:20-21a 

『20 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

我身上照常顯大。 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 』(腓 1:20-21a) 

 

（一）基督徒生活的目標―彰顯基督 

❖ 保羅的人生目標 

     ….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v20) 

❖ 保羅自己的見証 

(1) 福音因著保羅受捆鎖反而更加興旺 (V12-13) 

(2) 主內弟兄因著保羅受捆鎖反而更加得堅固 (V14) 

 

（二）秘訣：藉著活基督―「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v21a) 

▪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加 2:20) 

 

（三）保羅的榜樣(V22-26)  

a) 保羅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對他而言，這是好的無比 

b) 然而，保羅對他仍在內身活著的意義與價值充滿了把握： 

1) 保羅能叫更多人得救 

2) 保羅能使眾人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 又喜樂 

3) 保羅能使眾人在基督裡的歡樂因保羅來到而越發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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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基督是我們的道路」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S273 榮耀神羔羊；主祢是 

鑰節：腓 2:5-11 

『5祢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 6 祂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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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所以， 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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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 神

。』(腓 2:5-11) 

（一）基督不僅是生命，也為我們留下了祂的腳蹤，成為我們的道路 

a) 全然的虛己 

b) 完全的降卑 

c) 絕對的順服 

帶進了完全的得勝，「使榮耀歸與父 神」(2:11) 

 

（二）保羅對信徒的勉勵：在基督裡該有的生活 

a) 內心方面 

▪ 所以，在基督裏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麼慈悲

憐憫， 2 祢們就要意念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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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 2:1-2) 

▪ 12…我親愛的弟兄，祢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祢們那裏，就是我如今不在祢們那

裏，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做成祢們得救的工夫。 13 因為祢們立志行事都是 神

在祢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for it is God who works in you both to will and to do for His good 

pleasure/purpose – NKJV) (腓 2:12-13) 

b) 外在方面 

▪ 3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4 各

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 2:3-4) 

▪ 14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15 使祢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

謬的世代作 神無瑕疵的兒女。祢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16 將生命的道表

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腓 2:14-16) 

 

（三）保羅與同工之間美好的關係與配搭 (2:19-30) ：「像主」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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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堂：「基督是我們的標竿」 

H345我已揀選主耶穌 

鑰節：腓 3:7-8；13-14 

『7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

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腓

3:7-8) 

『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14 向

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 3:13-14) 

（一）基督是我們的誇口（3:1-6） 

 

（二）基督是我們的至寶：最智慧的抉擇 

 7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

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

基督。(腓 3:7-8) 

 

（三）基督是我們的標竿：最專一的追求 

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

得著我的（所以得著我的：或譯所要我得的）。 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14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裏

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15 所以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總要存這樣的心；若在甚麼事上

存別樣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祢們。 16 然而，我們到了甚麼地步，就當照著甚麼地步行 

(Nevertheless, whereto we have already attained, let us walk by the same rule, let us mind the 

same thing. - KJV) (腓 3:12-16) 

 

（四）基督是我們榮耀的盼望 

(1) 基督將要再臨 

我們是天上的國民(…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NIV)，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

從天上降臨。((腓 3:20) 

(2) 我們的身體將得贖，改變榮形 

祂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身體改變形狀，和祂自己榮耀的

身體相似。(腓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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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堂：「基督是我們的滿足」 

H560耶穌是我的,我有把握；H563渴慕耶穌；H227耶穌,耶穌,我的性命；H409祢是我異象 

鑰節：腓 4:11b-13 

『11...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 12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

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 13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腓 4:11b-13) 

❖ 本章中所有的「靠主」，英文大都用 ”in the Lord”,  指「在主裡」。我們只有「在基督裡」，才可

能有真正的安息與滿足，也只有「在基督裡」，才可能活的有價值、有能力。 

（一）在主裡一無掛慮 

6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祢們所要的告訴 神。7  神所賜、

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祢們的心懷意念。(腓 4:6-7) 

 

（二）在主裡過有意義的生活 

(1) 思念有價值的事－Thinking worthy thoughts 

….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貴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

什麼稱讚(if anything is excellent or praiseworthy)這些事祢們都要思念。 (腓 4:8) 

(2) 做有價的事－Doing worthy deeds 

祢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這些事祢們都要去行 。賜

平安的 神就必與祢們同在。 (腓 4:9) 

（三）在主裡知足：「基督是我們的滿足」 

11….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是我已經學會了。12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

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腓 4:11-12) 

 

（四）在主的能力裡生活行事  

12…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13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Christ who strengthens me.) 

  



7 

 

第五堂：「向著標杆直跑」 

S261我們又在一起；H540前去!我們口號 

『12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

我的。13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14向

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 3:12-14)  

一、標竿 

(一) 認識基督－榮耀的主  

「10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腓 3:10) 

(二) 認識身體－主的榮耀 

「1所以在基督裏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2

祢們就要意念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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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凡事不

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4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腓 2:1-4) 

(三) 價值觀的改變－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7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8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

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腓 3: 7-8) 

 

二、道路 

「5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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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 

神。」 (腓 2:5-11) 

 

三、直跑 

(一) 專一－只有一件事 

「14但有一件事、我向祢承認、就是他們所稱為異端的道(道路)、我正按著那道(way)事奉我祖

宗的神．」(徒 24: 14) 

(二) 絕對－竭力追求 

「20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

在我身上照常顯大。21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 1:20-21) 

(三) 得賞－沒有空跑 

「15使祢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 神無瑕疵的兒女．祢們顯在這世

代中、好像明光照耀、16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

徒勞。」(腓 2: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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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68敬拜主 

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榮耀能力，一切讚美都歸給祂。 

敬拜主，敬拜權柄的主，從祂寶座能力流出，流到萬民。 

來高舉，一同高舉，主耶穌聖名， 

來彰顯，一同彰顯，耶穌榮耀王。 

敬拜主，敬拜尊貴的主，祂曾捨命，今得榮耀，萬王之王。 
 

只願得著祢 

祢的恩典，領我到至聖地，俯伏在祢的榮光裡， 

我一無可誇，只誇認識祢，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 

因祢恩典，我站在至聖地，敬拜祢，在祢的榮光裡， 

我一無所有，唯有生命獻給祢，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 

至為寶貴的主，誰能與祢相比？我將萬事拋棄，為得著祢。 

至為聖潔的主，單單降服於祢，主，求帶領我，傾聽祢心意， 

得著基督要我得著的。 
 

S286惟有耶穌，永是耶穌 

惟有耶穌，永是耶穌，我們歌頌這耶穌； 

祂是救主、生命、大夫，祂是君王建國度。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當我在深谷迷失時，祂領我走正義路。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活著，祂是永活的主，當我在曠野孤獨時，祂伴我作我的燈。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我心不再憂慮，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領受祂的豐盛之愛。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我靈不再沉睡，當號角響起的那一天，我將見祂榮光之面， 

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S273 榮耀神羔羊 

榮耀，榮耀，榮耀神羔羊，榮耀，榮耀，榮耀神羔羊。 

惟有祂是榮耀，配得我們讚美，在寶座上的被殺羔羊； 

來敬拜祂，高聲齊來讚美，在寶座上的羔羊。 
 

主祢是 

1. 主祢是道路，使我心正直，主祢是道路，使我心自由 

主祢是生命，滿足我心靈，祢是主，祢是神，我救主。 

2. 主祢是慈愛，揀選我屬祢，主祢是信實，供應我需要， 

主祢是全能，掌管我一生，我的主，我的神，我愛祢。 

副歌：我要來宣揚，祢奇妙救恩，每一時，每一刻，每一日， 

   我要來經歷祢愛的大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 
 

S261 我們又在一起 

我們又在一起來讚美主，我們又在一起同心合意； 

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顯明，我們又在一起來讚美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