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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第 1-2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我們繼續在我們救主的真理成長。讓我們翻到腓立比書第

一章。 

保羅在耶路撒冷被抓，被關在該撒利亞監裡兩年時間，直

到他以囚犯身份被帶到羅馬,以便他能上告於該撒，為他的

案件申辨.。 

在羅馬等侯面見該撒倆年期間，保羅被拘禁在房子裡。他

可以租他自己的住所，但他一天 24小時和一個羅馬戰士鍊

在一起。當時, 羅馬有一萬皇家精兵，他們的主要職責是

保謢羅馬皇帝。每 24小時便有一個士兵輪著和保羅鎖在一

起這持續了倆年。保羅把這看作一個極大的作見征的機會, 

他們走不了。結果該撒皇軍內很多人因保羅的見征接受了

耶穌基督的救恩。羅馬有了大復興。保羅在那裡等候面見

該撒期間， 

腓立比教會為他籌集了一筆很豐厚的奉獻。以巴弗提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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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去了這筆奉獻，他旅途中患了極重的病，幾乎死去，但

他給保羅帶去了腓立比人從心裡給與保羅的餽送。這封信

是保羅從羅馬牢房裡給他們寫的，因他們經以巴弗提給他

捎去的錢表示感謝。 

那便是保羅寫信的因由。不像多數保羅書信以使徒身份寫

給教會，而是以朋友給朋友的方式寫成的。友好的溫情貫

穿整封書信，有趣的是書信的語調極其歡暢。事實上，在

歡慶的同時，保羅正與一個羅馬士兵鍊在羅馬監獄裡。 

或許你們有人有機會參觀羅馬，到過 Mamertin 監獄。傳

統說保羅曾被關在這裡。這地方並不起眼，幾乎處於地

下，光線從上頭的窗戶射進來。但保羅內心光亮，因此他

宣稱，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樣處豐

富。我知道怎樣處卑賤。我知足，因為環境並不是決定我

是否知足。而我與耶穌基督的關係才是，這關係不會更

改。我的處境可能會轉變，我的身體狀況可能很差，但我

的滿足不在於此。基督使我知足，我們學習在耶穌基督裡

找到滿足很重要，因為那樣我們便可學習在任何景況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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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保羅為這封信起頭，像帖撒羅尼加前書和腓立門書一樣，

這是唯一沒有以肯定他使徒身份起頭的書信。通常是－奉

上帝旨意作使徒的保羅。但現在他用的是朋友寫給朋友的

方式。 

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1:1) 

僕人這詞希臘語是 doulos，指的是奴僕。 

關於耶穌基督的奴僕，有這麽一句話“事奉他就是與他一

同作王。”保羅，一個僕人，然而事奉基督乃是一同作

王，作他的奴僕。 

這詞 doulos，奴僕，不單指僕人而已。僕人被雇用後，如

果他不喜歡這份工，他有自由辭工，在別的地方再找，奴

僕卻不然。不管你高興還是不高興，你是雇主的財產。僕

人可以來去自由隨他高興，奴僕卻不行。奴隸是終身制

的。使徒保羅和提摩太，乃是奴僕。 

寫信給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穌裡的眾聖徒、(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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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這詞很常被濫用。詞的意義已經失去，這詞來源

於希臘詞 Hagios，意思是‘聖潔’也就是說，他在給那些

分別為聖的人寫信。很多時候你一看到‘給聖徒’你說，

這與我無關，我可不是聖徒，但這是寫給那些因耶穌基督

分別為聖的人的。因此‘聖徒’這詞實在是指‘潔’‘分

別為聖’ 

寫信給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穌裡的眾聖徒、和諸位監

督、諸位執事．(1:1) 

我到希臘詞裡去找翻譯。主教，我們以為是那掌管好些教

會的。但他們是掌管當地教會的，執事乃是教會內的工人. 

你記得腓立比是保羅把福音帶到歐洲時所到的第一個地方.

保羅在特羅亞時看見異像. 

他們就越過每西亞、下到特羅亞去。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

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說、 

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隨

即想要往馬其頓去 (使徒行傳 1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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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來到腓立比,保羅碰見一群婦女在河邊作周六崇拜. 那

些是猶太人, 這表明在腓立比，猶太人不多.因為如果一個

區域有十個以上猶太成年男人, 他們要建造會堂, 但如果

沒有十個以上猶太成年男人, 他們通常在戶外, 比如河邊

或一些景點. 因此他們在河旁聚集表明在腓立比，猶太人

不多.保羅上前去見聚集那裡的婦女, 他分享基督, 很多人

接受了. 

他在腓立比開始動工.他沒能在那裡事奉很久, 因為那些猶

太人聽到有婦女信主後開始製造動亂.他們找人捉拿了保

羅, 鞭打他,並把他關在監牢裡. 

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 神．眾囚犯也側

耳而聽。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監門

立刻全開、眾囚犯的鎖鍊也都鬆開了。禁卒一醒、看見監

門全開、以為囚犯已經逃走、就拔刀要自殺。保羅大聲呼

叫說、不要傷害自己、我們都在這裡。(16:25-28) 

在羅馬統治下,你作為禁卒要是讓你的囚犯逃走了,你必須

擔當那囚犯的懲罰.因此要是你讓你管轄的囚犯逃走了,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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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面對羅馬律法的震怒,不如了結你自己的生命. 

禁卒叫人拿燈來、就跳進去、戰戰兢兢的、俯伏在保羅西

拉面前．又領他們出來、說、二位先生、我當怎樣行纔可

以得救。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16:29-31) 

於是他將保羅帶回家,洗去他背上因鞭打凝成的血塊,而且

給他些吃的東西.保羅與這家人分享,他們全都接受了耶穌

基督並受了洗. 

那是腓立比教會的開頭. 

城裡捉拿了保羅的官長們要為捉拿他負責,他們說,“釋放

他.我們沒有真正的指控他,讓他走.” 

保羅說,“等等,我是羅馬人,他們沒有定罪就打了我. 

這不公平.”腓立比是羅馬主要城市之一,本該是羅馬公正

的典範.所以他說, 

“他們以為打發我走就算了.讓他們來,讓市長自己來,領我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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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返回說,“你們知不知道他們是羅馬人?”“不妙,”他

意識到他將事情弄糟了.於是他去到監裡,“麻煩你出去,

走,你知道我們很抱歉,去吧.” 

從那小小起點,神的靈動了工.教會發展到需要官長的地步,

他們有執事和監督.神的工增長,他們籌集並給保羅捎去了

一筆豐厚的奉獻.神開始在腓立比行獨特的善工.給諸位監

督和執事, 

願恩惠平安、(腓利比書 1:2) 

在新約裡,我們多次碰見這些連體雙胞胎,他們是典型的保

羅式問候語,他的書信常這樣起頭, 

願恩惠平安、從 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

們。(腓利比書 1:2) 

我想強調‘主’不是他的名,而是他的頭銜,我們不應把它

當成他的名,這點我們怎麼強調都不會過多.說到‘主’這

一詞時,我們談的是關係.耶穌是他的名.好像我們剛才唱

的,“受傷的心不再哭泣,他的名是耶穌.”他的名是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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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語是 Je-ho-shu-a.‘主’是他的頭銜,如果我們用

這頭銜,便表明與保羅同為奴僕.這裡談的是與我們主耶穌

基督的關係.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 神．(1.3) 

保羅每想到神在腓立比所動的工便為他們感謝神. 

約翰在他的書信裡說, 

“我因知道我的兒女遵行真理就甚歡喜.” 

我想每個牧師的心都一樣.任何一位牧師最大的喜樂,不過

是知道他主內的兒女因他的事奉遵行真理. 

事奉有著極大的回報,看著神在各區域動工是一大喜樂.今

天上午我在後門與大家道別,有這一位女士與她丈夫及女

兒.他們走前來,我留意到他們眼裡湧出的眼淚.他們握著我

的手說:“我們從紐約來,我們常聽你的電台廣播.我們在家

開始聖經學習小組,我們聽你的錄音帶,神非常祝福.很多人

來,他們因神的話蒙褔.今天能在這裡認識你真高興.”他們

早已淚流滿腔.我跟你說,看到事工的成果,你便知道事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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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有回報的.你因神的動工而感激,為能他使用的器皿而感

謝他. 

這裡,作神器皿的保羅,因聽到腓立比人繼續堅信感謝神.每

想起他們,他便說“感謝神.”每想到你們,我只能為聖靈所

做的工感謝神. 

（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

(1:4) 

他感謝神並常為他們禱告,因為神的動工,書信常充滿快樂.

為他們從頭一天起,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感謝神. 

Koi-no-ni-a,理想的交情,在福音裡的合一,毫無疑問,這指

的是他們多年來對保羅的支持.他給加拉太人寫信時說在道

理上受教的,當把一切需用的供給施教的人.由於腓立比人

多年來忠心地支持保羅,他們彼此分享,成為一體.你記得早

期教會,他們將一切所有的變賣,拿給使徒,凡物公用.Koi-

no-ni-a這裡用的是同一個希臘詞.他們將所擁有的與保羅

共同分享.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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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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

穌基督的日子．(1:5-6) 

指的當然是基督再來的日子.基督為他的教會再來的日子.

我深信神能夠繼續他開始的善工.不幸的是,我們很多時候

沒有這份信心. 

希伯來書稱耶穌他是 

我們信心的及創始成終. 

我們必須意識到,神所開始的,他必成全.他不像我們.他不

會讓很多計畫開始卻不完成.因為是神在我裡面開始動工

的,我深信神會成全.保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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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有信心. 

另外一節經文說耶和華必成全關乎你的事.“成全”這詞指

完成.神必成全關乎你的事.他必成全聖靈在你所動的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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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的,他必定成全.他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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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都與我一同得恩。(1:7) 

你可以看出這封書信的特性.保羅向他們暢開心扉,與他們

溶為一體,因為他們與保羅在主裡一同得恩.他們此時也為

在捆鎖之中的保羅分擔.他為辨明福音被捆鎖,他們共同分

擔這種種經歷. 

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的想念你們眾人．這是 神

可以給我作見證的。(1:8) 

保羅說,“基督的愛激勵著我,我因耶穌基督放在我心裡的

愛而想念你們.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

多而又多．(1:9) 

保羅為他們一同相交感謝神,他還為他們禱告,這是保羅的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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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1:9) 

你知道有這麼一句話,知道神便是愛他.耶穌說,“學我的樣

式,”是要讓你明白他有多愛你.學他的樣式,了解他有多愛

你,因為耶穌知道你認識他越多,你便越了解他對你的愛, 

你越了解他對你的愛,你對他愛的回應就越強烈.要你們的

愛心因更了解基督的愛多而又多． 

使你們能分別是非、〔或作喜愛那美好的事〕作誠實無過

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1:10) 

再次提到基督的到來.他能夠保守你直到他來的日子.保羅

希望他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使你

們能分別是非、〔或作喜愛那美好的事〕作誠實無過的人. 

Sincere這詞來自於拉丁語.由兩部份組成,sin指‘沒

有’,cere指‘’臘’.當時羅馬有許多工匠,任何人,只要

能找到錘子,鑿子,都在這古城大理石雕刻,你可以找到各種

各樣的雕像.你去博物館,一排排的.雕刻在當時很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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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人人都精通雕刻,或許你想給你所雕的像裝上鼻子,你

一滑把鼻子碰掉了.他們變得極為聰明,他們將大理石粉與

臘拌在一起,捏成一個臘鼻子裝上,逼真的難分真假.你到商

店裡,看到這座有趣的雕像,你說,“我看上那座,我想把它

放在客廳入口處.”你買下來,帶回家.把它放在客廳入口

處.炎熱夏季到了,你走進屋,那鼻子溶化了流過嘴角,這才

發現是用作成的.拉丁語 sincere,不含臘,沒有虛假,誠懇

的,保羅要他們在信仰上誠實,而不作假. 

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1:11) 

仁義的果子是仁愛,喜樂,和平.保羅結滿了仁義的果子,滿

有仁愛,滿有喜樂,滿有和平. 

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 

神。弟兄們、我願意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

音興旺．(1:11-12) 

他們一直跟隨保羅的事工.他們知道他在耶路撒冷被抓.也

知道他在凱撒利亞坐牢:作了倆年政治犯.他們知道他上告

該撒,也知道他如今在羅馬坐牢.這是個倍受他們尊敬和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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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的人.他因一些捏造的指控坐牢,似乎浪費了才能.保羅一

直忙著外出傳福音,現在坐牢房.看起來好像神犯了大錯誤,

讓這個十架勇士被關在牢裡.很多時侯我們不明白為什麼神

容許某些事情,從我們的角度,神犯了嚴重錯誤. 

你是否想過神在你生命中出了差錯?很多次,我想,肯定是神

出差錯了.我的境況,環境,肯定是搞錯了.但保羅向他們肯

定,他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 

能看到神的恩手是很奇妙的事,就算我處於對我不利的地

步:一些我個人不會選擇的事,我意識到神的恩手可能在當

中. 

有一個禮拜六,我出了家門要來教堂,忽然,我想,“我忘記

了我的眼鏡,”於是我返回家去取眼鏡,但我沒看到台面上

有眼鏡,我這才發現在我的口袋裡.他們把這叫老糊塗.上了

年紀的症狀.但我走回汽車時,我有了個念頭,“我懷疑是不

是神從一宗車禍保守了我.”你知道事故發生於分秒之間,

僅僅片刻的延遲可能保守你路上免出車禍.所以我說,“主

啊,感謝你,你知道我無法了解的事,你看顧著你的傻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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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顧著那些沒有智慧照顧自己的.主啊,不管是什麼目的,

我感謝你看顧我.” 

萬事都是為了讓我得益處,意識到這點很重要,很好.神對我

生命有個計畫.因此,保羅對羅馬教會說,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羅馬書 8:28) 

這裡,保羅看到神從他的坐牢中帶來益處.他想鼓勵那些因

這個了不起的使徒被抓而質問或懷疑神的人.向他們擔保,

神的恩手在這景況中,神的計劃也得於成全. 

我願意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 

保羅被押送去羅馬時,遇上了地中海長達十四天的風暴,他

警告船長不要航行,他說, “我預感會有重大險情.” 

船長卻對羅馬百夫長說,“那傢伙懂什麼海.我是船長,我一

生呆在海上.他是旱鴨子,什麼都不懂.我們可以航行.”於

是百夫長說,“好吧,航行.”然後他們遇上那可怕的風暴,

十四天,他們沒有見太陽或星辰,船被來回搖蕩.桅杆給折斷

了.他們已經將貨物扔掉.他們只好任由大海支配.經過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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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折騰,人人都暈船,很是愁苦. 

保羅站起身,對他們說,“我跟你們說過不要航行.”他說, 

放心,主的使者昨晚站主在我身旁,告訴我,所有的性命都

會得救,惟獨失喪這船.” 

主耶穌要拯救馬耳他島的島主,於是把保羅帶到馬耳他島的

不尋常的方式.他們原不打算經過那裡,於是神使他們繞道

去馬耳他島.保羅不可能說服船長去馬耳他島.神要拯救馬

耳他島的人,於是保羅有了極好的向當地人傳福音的經歷,

很大的復興開始了.我肯定因保羅的到訪,神繼續不斷在馬

耳他島動工. 

從馬耳他島到部丟利,再到羅馬,如今在監牢裡,這一切發生

是為叫福音興旺. 

以致我受的捆鎖、在御營全軍、和其餘的人中、已經顯明

是為基督的緣故。(1:13) 

這御營很可能是尼錄在羅馬的御營.根據其他的記載, 尼錄

的許多襆人信了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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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那在主裡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鎖放膽傳上帝的道,

無所懼怕.(1:14) 

他們看到保羅的見証那麼大膽,看到保羅領那麼多皇家士兵

信耶穌基督.保羅的膽量使他們也大膽為主作見証.保羅

說,“一切發生的都有益處,結果尚好.神在整個境況中作

工.我被監禁,我所遭遇的更是叫福音興旺.” 

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分爭．也有的是出於好意．這一

等、是出於愛心、知道我是為辯明福音設立的．(1:15-

16) 

因為保羅是精悍有力的領袖,他有朋友,也有仇敵.這是作領

袖的代價.神使用你這一事實會使人們心中產生敵意,忌妒

和仇恨.保羅也不例外.有些人為保羅的事工及神使用他所

成就的而忌妒他.他們想趁他被捆鎖而外出去作他們的工,

出於爭戰.他們的動機是紛爭,針對著保羅的紛爭,為要建成

他們自己的羊群.他們事奉的動機是錯誤的,但保羅因他們

在事奉而歡喜. 

我認為這是一個真正基督徒用人巨大的榜樣.他並不在乎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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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歸誰,他在乎的是基督的事工得於完成.神祝福那間浸信

教會,直到爆滿.讚美主!上帝的靈在那些人內心動工.與其

忌妒或競爭,說,“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比他們好這麼多,神

卻祝福他們.”你要為神在動工,他的工得於成就而高興.就

算一個人動機不對,他們說,“我不喜歡那恰克史密思.我對

他懷恨在心.我要把他的一部份羊群拉走.我們要在這條街

的盡頭開辦我們的事工,我們要接納內心不滿的人,和其他

一切從那裡出來的.”讚美主,人們得到餵養.那些對我不滿

的,心懷不滿的人也有場所聚會. 

基督被傳開了.他們內心的動機或許不對,那沒關係.保羅對

我說,“我為神的工在這地區傳播而高興.”他們中有些人

有錯誤的動機,紛爭,意思要加增保羅捆鎖的苦楚. 

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並不誠實、意思要加增我捆

鎖的苦楚。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

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

(1:17-18) 

多麼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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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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這時,保羅要面對該撒尼錄,真的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被判處

死罪. 

他知道尼錄反對耶穌基督福音的傳播.他知道尼錄把耶穌看

成是威脅.尼錄命令百姓稱該撒為主.那些拒絕稱該撒為主

的要被處死.保羅將要面對這個暴君.他說,“為我禱告,使

我像往常一樣膽大,就算我要面對暴君該撒,也不至於在這

境況退縮.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是我不至羞愧,就算砍頭也勇

敢傳講真理. 

從歷史角度看,保羅倆次上告於該撒.一次在凱撒利亞,他上

告於該撒,頭一次該撒尼錄釋放了保羅.指控沒有根據.保羅

被釋放了.幾年後,他再次被捕,並被帶回到羅馬,該撒尼錄

命令將他砍頭.因此,保羅成為烈士,以該撒尼錄的法令被砍

頭而死.但你看看歷史,有趣的事,第一,我們知道耶穌告訴

他的門徒,他們將被帶到官長和君王面前,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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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預先思慮說什麼,到那時候,聖靈會給你話語,這要

成為你們的見證,(或說見官將給你們一個見證的機會.) 

你讀到保羅在官長,君王面前的辯護,他上告於亞基帕王;他

上告於腓力斯,他上告於非斯都,每一次保羅都趁機作見證,

講述上帝的靈在他生命中所作的工,見證他因耶穌基督的大

能得以重生的經歷.每一次面見任何一位官長都不過是保羅

為耶穌基督作見證的機會.所見官長的地位越高,保羅就更

熱心作見證,保羅領他們歸主的心更墾切,因為保羅常

想,“這傢伙有地位,有影響力,想想要是他得救了,對福音

有多大好處.” 

面見亞基帕王時,他的見證特別強烈.他即將結束時,他

說,“亞基帕王啊,你信經文嗎?我知道你是信的.”接近尾

聲時,非斯都大聲說,“保羅,你癲狂了吧.你的學問太大,反

叫你癲狂了.”保羅馬上回過頭給亞基帕施加壓力,直到他

說,“慢著,你想稍微一勸,便叫我作基督徒啊.”保羅

說,“當然想啦,就像我一樣,只是不要像我有這些鎖鏈.我

真希望你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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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見尼錄時,保羅真是滿腔激情.他想者,只要尼錄信了主,

可以想像對福音的好處.如果皇帝成了基督徒,我肯定他的

見證要比歷史上任何人都重大.他面見了尼錄. 

有趣的是,你學習尼錄的歷史,在保羅面見他以前,尼錄一直

是一個挺好的官長.根據歷史記載,保羅面見他之後,尼錄的

性格突然有戲劇性的轉變.他幾乎變成了一個瘋子.事實上,

許多人的確相信他失去了理智.神可能通過保羅給了該撒尼

錄得救的機會,見證是那麼強烈,滿有能力,以致在他拒絕這

見證,完全拒絕耶穌基督後,該撒尼錄被鬼附了身.歷史和經

文都顯示該撒尼錄曾被鬼附. 

該撒尼錄成了瘋子.他對教會的逼迫也失去人性.他們將基

督徒綁在後院的柱子上,給他們塗上柏油,並點燃他們以照

亮夜晚的後院,他便赤身坐在戰車上在後院來回奔馳.基督

徒照亮那後院的路.完全沒有人性,非常可怕.當你仔細查考

尼錄的歷史,你會發現這重大轉變發生在保羅給他作見證的

之後.當然,之後他燒毀羅馬,企圖建立一個新羅馬,以他的

名為市名,留下他的紀念碑,他又遣責基督徒.保羅這時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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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被抓,並被帶回羅馬,再後來被凱撒尼錄砍頭. 

保羅的信是在第一次還是第二次監禁時寫的信,這無法肯

定.有可能是第一次,但此刻他的結果也不可預測.保羅表

示,“我所切慕的,是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無論是生是

死,我真的不在乎.我只想為耶穌基督的榮燿而活.”他寫

道,我斷不以別的誇口,只夸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我並不為

我自己尋求什麼,我活著是為了給基督帶來榮燿和尊貴.叫

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無論是生是死,並沒有區別.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1:21) 

他是我存在的中心.我的生命之輪隨他而轉. 

假如你隨你心所願活著.我活著就是為.我活著就是為彈吉

他、許多人為不同的目的而活.保羅說,“因我活著就是基

督,”他也可以說, 

我死了就有益處。(1:21) 

你要是為了其他目的活著,你不能說同樣的話.因我活著就

是求財富,堆積錢財,我死了就全完了.死亡是損失.唯有為



 

23 of 42 

腓立比書第 1-2章 

 

耶穌基督活著,死亡反有益處.因此,如果一個人為耶穌基督

而活,他死去時,我們無須,也不應哀悼.我們可以為我們的

損失哀悼.我們憂傷,但不像那些沒有盼望的人.我們憂傷是

因我們會想念他們.但我們並不為他們憂傷.我們不為他們

哀悼.因為一個人要是為基督而活,他死了就有益處。 

但我在肉身活著、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

選甚麼。(1:22) 

如果你問,“你會選擇什麼,保羅,你想活著還是死去?”我

真的不清楚,因為他說, 

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

比的．(1:23) 

如果‘靈魂睡眠’是合理的學說,那保羅肯定沒有理解這學

說.否則他這樣描述他自己的死亡.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

離世睡眠,等候主大而可畏的日子.並不是那樣,而是情願離

世與基督同在．保羅的領悟是死亡使他的靈魂從身體得以

自由,以至他的靈魂立刻與主在天堂. 

他給哥林多人的第二封書信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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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 神所

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們在這帳棚裡

歎息、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我們在

這帳棚裡、歎息勞苦、並非願意脫下這個、乃是願意穿上

那個、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所以我們時常坦然無

懼、並且曉得我們住在身內便與主相離。我們坦然無懼、

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歌林多後書 5:1,2,4,6,8) 

雖然我們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在,我們還住在身內,便與

主相離, 

這與保羅在這裡腓立比書所說的相一致. 

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1:23) 

我真的不知道選擇什麼,我正在兩難之間.我面對生與死, 

但我真的不知道我要什麼.我有個心願, 

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好像穿

上衣服．(歌林多後書 5:2) 

我們在這些帳棚裡歎息、深切嚮往.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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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 

你真的相信嗎?我們對死有著錯誤的觀點.“哦,他死了,多

可惜,真可憐.哦,多可怕,實在是一大損失.”你是不了解死

對於神的子民意味著什麼.但保羅說, 

然而我在肉身活著、為你們更是要緊的。(1:24) 

你們需要我.我的心願是離世與基督同在,然而你們需要我.

我左右兩難,你們需要我繼續事奉,我內心想與主同在.我想

這是真實的,我們常在兩難之間.當我們想著主,想著與他同

在天堂,我們便想,“哦,我真願與主同在.”但我們看看我

們的家人,他們還需要我們,我們周圍的職責,我們知道他們

還需要我們,於是有那兩難的感受. 

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且與你們眾人同

住、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1:25) 

這時,保羅滿有信心他會被判無罪,並與他們同處一段時間,

他的確被判無罪. 

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歡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裡去、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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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加增。(1:26)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或來見你們、

或不在你們那裡、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

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1:27) 

他對教會的期望:同有一個心志,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這是證明他們沉淪、你們得救、都

是出於 神。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

他受苦。(1:28-29) 

慢著,我以為那天聽一個傳教士說,基督徒只要相信,永遠不

用受苦難.很明顯,他是沒有讀腓立比書一章.因為你們蒙

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他受苦, 

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現在所聽見

的一樣。(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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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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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2:1-2) 

這是保羅對他們很有力的請求.在基督裡若有甚麼勸勉、愛

心有甚麼安慰、在基督裡當然有勸勉、他勸勉我們,在他的

愛心裡得安慰,特別在臨終時.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

麼慈悲憐憫、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就像約翰說的, 

“我聽見有人兒女們按真理而行,我的喜樂就沒有比這個

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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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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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你要在上帝的國度裡為大,先要學做僕人. 

我發現有趣的,是保羅的這番話,很常被教會忽視.我跟你們

分享過我是如何脫離教派的,是因為他們向牧師們宣布以屬

世的動機作競賽,我們要意識到多數人是屬世的,因此要用

屬世的方式鼓動他們.所以我們必須以兢爭的方式來鼓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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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那是兢爭,因為我們要找另一個牧師,在教會出席人數上

挑戰他.我們要與你們兢爭,看哪個教堂最多人參加.輸了的

教會要請嬴了的教會吃頓飯,嬴了的教會便有榮光,你知道

我們要爭第一,才有光榮:虛浮的榮燿與兢爭,或是為著虛浮

的榮燿而兢爭.多少時候,教會使用這樣的動機,讓他們兢

賽,讓他們尋求虛浮的榮燿. 

我們要把名字刻在牆上.在每一塊玻璃窗上,我們記下你的

名.我們要裝圖紋玻璃,主已經告訴我要裝圖紋玻璃,你可以

買這玻璃並把你的名或是你所心愛的人的名寫在上面.那樣

每個人透過窗戶便看到你的名:虛浮的榮燿.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那是錯誤的事奉神

的動機.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2:4) 

不要只看著你自己的需求,看看你周圍的人的需要.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2:5) 

“神啊,我求你現在通過你的聖靈幫助我們,因為我們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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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上至聖所.”我們到了整個問題的中心.基督教的中心:我

的態度,我對自己的態度以及我對他人的態度.我對自己和

對他人的態度如何?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你知道他膽大叫我做什麼?我告訴他,我想事奉神,Romaine

給我一把掃帚叫我掃行人道.我的行人道都是雇人掃的.他

難道不知道我是誰嗎?不知道我給教會多大筆的奉獻嗎?”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

(2:6) 

他沒有奪取與神的同等,他與神同在. 

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約翰福音 1:1) 

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 

你說起“嗨,難道他們不知我是誰嗎?不知道我多重要嗎?他

們竟沒有提儀替提我的箱子.難道他們不知道嗎?”他本有 

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 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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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我們看到往下的步伐,他起初與神同在,與神同等,但他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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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從榮燿及與神的同等,到羅馬殘酷的十字架,他被蔑視,被人

厭棄,伴隨他掛十架的是人群的憤怒和嘲弄.多麼巨大的下

降,從最高的頂點,到與殺人犯同釘十字架.耶穌願意為你承

受那巨大的下降.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所以 神將他升為至高(2:9) 

現在我們看到外出的步伐.因為神說, 

因為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

壞。(詩篇 16:10) 

神將他升為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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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口稱耶穌

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 神。(2: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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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榮燿到榮燿,但有十字架在其間.他反倒虛己.你們當以基

督耶穌的心為心.願意虛己,而成為他人的佣人.不要看自己

過於所當看的;反將做耶穌基督的僕人看為特別恩典. 

“務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們升高.”(雅各書 4:10) 

基督是我們的榜樣.他自己卑微,所以 神將他升為至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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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口稱耶穌基督

為主. 

你或許現在不想開口承認.你或許說你是你自己的生命的主

宰.“我是我的命運之主,我是我的靈魂首領,?我的頭有血

流著,但我不屈服.”有一天,你必定會口稱耶穌基督為主. 

那些以輕視的態度談論他的,那些嘲弄他名,濫用並褻瀆他

名的,還有那些敵對他的,有一天都必要屈膝,口稱耶穌基督

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問題是到那一天,他們的承認不會

帶來救恩.保羅告訴我們,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 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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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羅馬書 10:9)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

承認、就可以得救。(羅馬書 10:10) 

到那一天就不一樣了,那時口裡承認不會帶來救恩,反倒會

帶來他們的定罪.“是的,他是主,我當初棄絕他為我生命之

主是錯誤的.”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在

你們那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更是順服的、就當

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2:12) 

不幸的是,許多人就在這裡停下來,這裡很強調行為,當恐懼

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的重要性.這經文常被翻譯成“為

你們的救恩作工”而不是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鼓勵你為神

作各樣的工,以便你能得救.有些人傳強調行為的福音,那並

不是福音,因為你告訴我要靠行為得救,那不是好消息,而是

壞消息.那些人常常使用這節經文,但他們不提緊跟著的下

一節經文,保羅宣稱,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

的美意。(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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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才是重心所在. 

以色列在遵行律法上完全失敗時,上帝對耶利米說, 

“將來會有一天,耶利米,我不會在石塊上寫律法,我將把我

的律法寫在他們心上.” 

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 

神如何向我顯示他的旨意呢?靠著他放在我心裡的心願,並

不一定是我自己內心所擁有的心願.而是他將他的心願放在

我的心裡,你們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神使

我內心想去做某事.神給我心願,去做某件事,或是去某個地

方.我發現我的心願乃是上帝的啟示,是他要我做的.他在我

內心動工,使我立志行事,然後他賜給我能力以成就他的美

意。 

幾年前,我原定在一個禮拜天晚上在 Ventura發言,我決定

禮拜六到 SantaBarbara的姑媽家過一夜.我的姑媽 Lois為

了靠近我們,現在已搬到這個地區.她能做很棒的

enchiladas,我給她打電話說,“給我做 enchiladas,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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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來吃晚飯,在你那過一夜,明晚回到 Ventura發言.”於是

我出發到 SantaBarbara.向著 Ventura高速公路開去,到了

日落大道.我想,“哦,這麽美好的天氣,我不如沿海岸駕駛,

沿日落大道開去太平洋沿海高速公路.天氣這麼好,我要把

頂蓬拉下來,漫游到 Malibu,再到 SantaBarbara,看看海洋,

因為我喜歡在 PointMagu停留,看著海浪沖過來,我喜歡沿

路的美景.”我想,“我只想去海岸,我對大海這麼狂熱,就

好好享受海灘吧.”於是我沿著日落大道一直開下去,快到

盡頭時,我想,“我不記得從日落大道到海岸有這麼遠.我可

能搞錯了.可能我本該留在原路的.哎,將錯就錯吧.” 

我開上沿海高速公路時,路旁有一對夫婦想搭便車,我覺得

自己獨自享受這豪華車，他們卻要搭便車，照常規，我是

不給人搭便車的，但這次我停了下來，讓他們上了車。我

開始跟他們分享耶穌基督。 

我們到了 Ventura，我們停了車，他們接受了主。我帶他

們經過我第二天晚上要發言的教堂，對他們說，你們明天

晚上能來嗎，要是可以見到你們我會很高興。作丈夫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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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找工作，他是農場主，他在洛杉磯找事做，沒找到。我

說，“他們在洛杉磯沒有農場。” 

我跟他們道別，繼續往 Santa Barbara去，好像其他許多

經歷一樣，我可能不會再見到他們。但第二晚，我的教會

發言時，我發出了邀請，他們走上前來公開接受耶穌基

督。教會的一個長老跟他們一同禱告，他碰巧是 the Del 

Mar Lymanair 農場的領班，他碰巧需要幫手。他們還提供

住房和滿足其他要求。後來，他們與 Jenkins先生一同上

前來，說，“你猜我們碰上了什麼事？這個跟我們禱告的

人是農場的領班。”我知道他給了那夫婦一份工作。想想

前一天我開著車，忽然有靈感要沿著海岸走，我意識到我

立志行事，是上帝在我心裡運行。那想法實在是上帝放在

我心裡的，因為他知道那對從蒙大納州來夫婦極渴望經歷

耶穌基督，正等著有人來跟他們分享。 

你們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你們心裡運行.他首先使你心裡

立志，然後給你行事的能力。這是上帝帶領我們的方式。

很常是一個忽然的靈感，一個念頭，或是一個主義，他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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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使你心裡立志，然後使你去行事。一切從神開始。當恐

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但在你們心裡動工的其實

是上帝。是上帝把那渴望放在你心裡。是他給你的願望。

上帝將動工以他的方式成全那心願。因為你們立志行事、

都是 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 

結果是我樂意成就他的美意，因為他賜給我內心願望，因

此變成我內心願望或生命的喜好。因而，我可以跟耶穌一

同說，“主啊，我樂意照你的旨意而行。”為什麼？因為

他放在我心裡，使我樂意。是神在我心裡運行。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2:14) 

我必須坦白，我在這一獨特的指令常常失敗。我發現我在

做某些事發怨言，“不知道 Romaine弟兄到底哪兒去了，

這裡雜亂不勘，我得清理。Romaine在哪兒？他不在，沒

法清理，我有比打掃更好的事要做。”我常常無法以“優

秀”在這指令上過關。我發現自己有時因一些壓力，一些

事情埋怨。神正在這方面改變我。因為我做事埋怨時，他

常對我說，“你做這事為的是什麼？”我得回答，“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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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你做的。”他便說，“那你要麼停止埋怨，要麼停止做

這件事。” 

你知道上帝不在乎有怨言的服務。你們無論做什麼，或說

話或行事，都要為榮燿上帝而行。都不要發怨言、起爭

論。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 

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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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16) 

保羅在勸戒他們該如何事奉主。保羅的心因他們對主的事

奉的果效而喜樂，意識到自己把他們帶入基督的態度，基

督的心，那就是保羅自己的事奉的果效。基督寧願從他的

榮耀下到這被罪詛咒的世界，並被釘在十字架上。你們當

以基督的心為心。事奉時，當你看到上帝作工的果效在人

們的心裡彰顯，會帶來滿心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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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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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為上帝在你們當中所成就的而高興，我死了也喜樂，

因為我知道神通過我的事奉在你們當中動了工。 

你們也要照樣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2:18) 

要是他們取了我的命，不要悲嘆，與我一同喜樂。 

我靠主耶穌指望快打發提摩太去見你們、叫我知道你們的

事、心裡就得著安慰。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實在掛

念你們的事。(2:19-20) 

保羅的值得關注的一番話，他要打發提摩太,因為提摩太與

他同心，有同樣的負擔。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同樣的向

著你們，向著事工的心。 

要找與保羅同心的人實在很難。一個像他那樣願意無私奉

獻自己的人，一個不顧自己卻總是關心他人幸福的人。很

難找到那一類的執事，那對主的事如此細心，周到。保羅

說，“除了提摩太以外，我實在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實在

掛念你們的事。 

別人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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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對那些與保羅同工，伴隨他的執事們的多麼令人悲哀

的控告。我打發提摩太到你們那裡去，因為他與我同心、

掛念你們的事。其他多數的都顧著他們自己多過你們。他

們尋求他們自己的幸福，而不是你們的幸福。基督的心不

在他們裡面。 

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他興旺福音與我同勞、待我像

兒子待父親一樣。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樣了結、就盼

望立刻打發他去．(2:22-23) 

我一旦能夠讓他走，便會馬上打發他到你們那裡去。 

但我靠著主自信我也必快去。(2:24) 

你們知道倘若該撒從這裡放了我，我希望也可以來。 

然而我想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裡去．他是我的兄

弟、與我一同作工、一同當兵、是你們所差遣的、也是供

給我需用的。(2:25) 

換句話說，他帶來了你們的餽送，滿足了我的需求。 

他很想念你們眾人、並且極其難過、因為你們聽見他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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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實在是病了、幾乎要死．然而 神憐恤他、不但憐

恤他、也憐恤我、免得我憂上加憂。(2:26-27) 

以巴弗幾乎死了，他病得利害，他們也聽說他病了，並為

他擔心。以巴弗關切他們，他們因那病為他擔心。 

有趣的是，保羅有極大的醫治事工。行過許多神跡，他卻

講述以巴弗幾乎病死。上帝為什麼不醫好每個人？他為什

麼醫好一些人，而其他的不醫好？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那問

題的答案。小心那些企圖回答關於醫治的問題，和神的事

工，關於神的為什麼的問題的人，神說， 

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以賽亞書 55:8) 

我們真的不知道，歸罪於生病的人是錯誤的。他們最不需

要的是你進來跟他說，“弟兄啊，你生病一定是你有過

錯，你生活中的罪過。你的信心不夠，要是你相信神，你

可以從床上起來行走。你的口頭承認錯了。不要說我不舒

服，說，‘我感覺良好。’那並不能醫好他。 

上帝的確醫治。我相信這點。我知道我曾多次被醫治。但

上帝並不醫治每個人，我承認這點。為什麼，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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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一些惡人被醫好，還有些極為屬靈的人沒有被醫

治，反倒死了。是否得醫治與一個人公義與否沒有關係。

與他的信心也沒有關係。醫治是上帝的工作，是在他權

內，在他的手中。歸罪於病人或你的親屬是錯誤的。那宣

稱上帝願意每個人都得醫治的教導，我認為完全是垃圾。 

保羅說， 

所以我越發急速打發他去、叫你們再見他、就可以喜樂、

我也可以少些憂愁。故此你們要在主裡歡歡樂樂的接待

他．而且要尊重這樣的人．因他為作基督的工夫、幾乎至

死、不顧性命、要補足你們供給我的不及之處。(2:28-

30) 

他冒者自己的生命之危給保羅帶去他們的餽送，保羅很感

激，並在信中為他的忠誠表揚他，打發他回去。 

在下來的這禮拜內，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

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每個人同在，藉著他的靈，叫你

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讓你們領受智慧和啟示的靈，以

致你們明白上帝有多麼愛你們，他對你們生命的計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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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為基督而活，並永遠與他同享天國。願神祝福你們，

王的子民。願你們在他的恩惠慈愛裡行事為人。奉耶穌的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