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腓立比書4:14 然而你們和我同受患
難，原是美事。15 腓立比人哪，你
們也知道我初傳福音，離了馬其頓的
時候，論到授受的事，除了你們以外，
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16 就是我
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地打
發人供給我的需用。17 我並不求甚
麼餽送，所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漸
增多，歸在你們的賬上。  



腓立比書4:18 但我樣樣都有，並且
有餘；我已經充足，因我從以巴弗提
受了你們的餽送，當作極美的香氣，
為神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19 我
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
裡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20 

願榮耀歸給我們的父神，直到永永遠
遠。阿們！  



你是黑洞還是星星？ 

黑洞--追求滿足自我欲望(self-

gratification)的人生，結果是越來越
黑暗與虛空。 

星星—追求自我犧牲(self-sacrifice)，

舍己給予，照亮別人的人生才能有真
正的滿足，喜樂和幸福。 



人生的价值在于你能给予多少，
而不在于得着多少。 

The value of life lived is how much you 

give, not how much you receive. 



奉獻分享的生命是從基督開始 

 

以弗所書5:1 所以你們該效法神，好
像蒙慈愛的兒女一樣。2 也要憑愛心
行事，正如基督愛我們，為我們捨了
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神。  



亞伯拉罕走的上行成長之路﹕ 

       獻上 

      得著 

 離開 
  

   



腓立比書3:17 弟兄們，你們要一同

效法我，也當留意看那些照我們榜樣
行的人。  

哥林多前書11:1 你們該效法我，像
我效法基督一樣。  



腓立比書2:17  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
祭物，我若被澆奠在其上，也是喜樂， 
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 

使徒行傳20:24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

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
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
音。 

帖撒羅尼迦前書2:8  我們既是這樣愛你

們，不但願意將神的福音給你們，連自己
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疼
愛的。  
 

 
 

 
 



羅馬書6:12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

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們順從身子的
私慾。 13 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

罪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裡復活
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
的器具獻給神。 

14 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
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羅馬書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

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
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12: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

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
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Koinonia: 團契,相交, 分享, 參與, 
共享,慷慨, 饋贈 

1. 在福音事工上參與, 1:5 (名詞 koinonia) 

2. 同享神的恩典, 1:7 (名詞 sug koinonos) 

3. 與聖靈相交, 2:1 (名詞 koinonia) 

4. 分享基督的受苦, 3:10 (名詞 koinonia) 

5. 同受患難（一同有分）, 4:14 (動詞 sug    
    koinoneo) 
6. 在授受(金錢奉献)上有分, 分享, 給予, 
    4:15 （動詞 koinoneo） 

 

 



使徒行傳2:4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
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
(koinonia)，擘餅，祈禱。  



一. 同作事奉 

腓立比書1:5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
你們是同心合意(koinonia)地興旺福
音。 1:6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

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
的日子。 



以弗所書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
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
的身體，  

4:15 惟用愛心說誠實話，凡事長進，
連於元首基督。16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

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
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
愛中建立自己。 



彼得前書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
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11 
若有講道的，要按著神的聖言講；若
有服事人的，要按著神所賜的力量服
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
原來榮耀、權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
遠遠。阿們！  

侍奉永生神：按所得恩賜，各盡其職，
彼此相助，依靠神，榮耀神 



教會有侍奉的缺乏或缺口的原因﹕ 
 

許多人仍是屬靈嬰孩，處于只求得著，
不能甘心付出；只求要，不能給的生
命狀況。 

有才干的人缺乏屬靈的追求。 

教會沒有能很好組織管理，培訓和安
排有恩賜的人參與事奉。 

沒有給予新參與事奉的人成長的空間。 

 



二. 同得恩典 

腓立比書1:7 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

意念，原是應當的，因你們常在我心
裡，無論我是在捆鎖之中，是辯明證
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得
(sug koinonos)恩。  



哥林多前書10:16 我們所祝福的杯，

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
的餅，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嗎？  

約翰福音1:16 從他豐滿的恩典裡，
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1:17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恩典
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以弗所書2:4 然而神既有豐富的憐憫，
因他愛我們的大愛，5 當我們死在過

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
過來（你們得救是本乎恩）。6 他又

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
在天上，7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

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
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哥林多前書9:22  向軟弱的人，我就作

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甚麼樣
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
要救些人。23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
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羅馬書1:11  因為我切切地想見你們，要

把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使你們可以堅
固。 12 這樣，我在你們中間，因你與我
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 



以弗所書4:31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

嚷鬧、譭謗，並一切的惡毒，都當從你
們中間除掉。32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

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神在基督裡饒
恕了你們一樣。  

彼得前書3:8 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心，

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
心；9 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

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
承受福氣。  



三. 同擔患難 

腓立比書4:14 然而你們和我同受
(sug koinoneo)患難，原是美事。 
 

3:10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
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koinonia)
受苦，效法他的死，11 或者我也得
以從死裡復活。 



哥林多前書12:25 免得身上分門別類，
總要肢體彼此相顧。26 若一個肢體受

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
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羅馬書14:1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
納，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  

15:1 我們堅固的人應該擔代不堅固
人的軟弱，不求自己的喜悅。2 我們

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
建立德行。3 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

喜悅，如經上所記：“辱罵你人的辱
罵都落在我身上。” 



加拉太書6:1 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

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
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又當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誘。 6:2 你們各人的重擔

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
律法。  

接納初信的，擔代軟弱的 

找著流失的，挽回失敗的 

饒恕得罪的 



羅馬書8: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

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
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
得榮耀。18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

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
意了。  



记住，在一
个非常黑暗
的地方，很
小的光将会
发出极大的
功效。- 慕迪 



四. 同享供給 

腓立比書4:15 腓立比人哪，你們也

知道我初傳福音，離了馬其頓的時候，
論到授受的事，除了你們以外，並沒
有別的教會供給我(koinoneo)。16 就

是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
地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 



使徒行傳4:32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
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
是自己，都是大家公用(koinos)。33 
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
人也都蒙大恩。34 內中也沒有一個缺
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
把所賣的價銀拿來，35 放在使徒腳前，
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腓立比書4:17 我並不求甚麼餽送，所
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漸增多，歸在
你們的賬上。18 但我樣樣都有，並且
有餘；我已經充足，因我從以巴弗提
受了你們的餽送，當作極美的香氣，
為神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 19 我
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
裡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20 
願榮耀歸給我們的父神，直到永永遠
遠。阿們！  



帳上的果子﹕ 

哥林多後書9:1 論到供給聖徒的事，
我不必寫信給你們，…6“少種的少收，
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7 各人

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
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
的。 9 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
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 
10 那賜種給撒種的，賜糧給人吃的，

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又增添
你們仁義的果子，  



愛心的香氣﹕ 

哥林多後書8:7 你們既然在信心、口

才、知識、熱心和待我們的愛心上，
都格外顯出滿足來，就當在這慈惠的
事上也格外顯出滿足來。8 我說這話，

不是吩咐你們，乃是藉著別人的熱心
試驗你們愛心的實在。  

8:24 所以，你們務要在眾教會面前

顯明你們愛心的憑據，並我所誇獎你
們的憑據。 



悅納的祭物﹕ 

腓立比書4:18 我已經充足，因我從以
巴弗提受了你們的餽送，當作極美的
香氣，為神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  

希伯來書13:16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
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
的。  



豐富的充足﹕ 

腓立比書4:19 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

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一切所需
用的都充足。  

哥林多後書9:8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

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樣善事。 。。11 叫你們凡
事富足，可以多多施捨， 



歸神的榮耀﹕ 

腓立比書4:20 願榮耀歸給我們的父神，直
到永永遠遠。阿們！  

哥林多後書9:11 叫你們凡事富足，可以多
多施捨，就藉著我們使感謝歸於神。12 因
為辦這供給的事，不但補聖徒的缺乏，而
且叫許多人越發感謝神。13 他們從這供給
的事上得了憑據，知道你們承認基督，順
服他的福音，多多地捐錢給他們和眾人，
便將榮耀歸與神。 

 

 

 

 

  



一. 同作事奉 

二. 同得恩典 

三. 同擔患難 

四. 同享供給 

奉獻分享的生命 



腓立比書4:23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
心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