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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一1~2
1 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凡住腓立比、
在基督耶穌裡的眾聖徒，和諸位監督，諸位執事。
2 願恩惠、平安從 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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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從神的僕人的用法裡面，整理到一件事情：
舊約中神的僕人常常是代替神說話，
並且負有拯救以色列人的使命，他們被神賦予一種權柄，
因此在舊約當中的耶和華的僕人，或者是神的僕人，
常常是跟尊榮還有權柄有關的。

保羅在書信一開始，就跟提摩太自稱他是「基督耶穌的僕人」。
當一講到僕人，我們就會立刻想到舊約，
有許多的人被稱為是「神的僕人」或是「耶和華的僕人」，比如：
 亞伯拉罕，詩一零五42 這都因祂記念祂的聖言和祂的僕人亞伯拉罕。
在這個地方稱祂的僕人亞伯拉罕
 摩西也被稱為是神的僕人，
民十二7 我的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家盡忠的。
我的僕人摩西不是這樣；他是在我全家盡忠的
 約書亞也被稱為神的僕人，
書廿四29 這些事以後
書廿
這些事以後，耶和華的僕人嫩的兒子約書亞…
耶和華的僕人嫩的兒子約書亞
 大衛也被稱為是神的僕人，詩八九3 我向我的僕人大衛起了誓。
 約拿也被稱為神的僕人，王下十四25 神藉祂僕人⋯先知約拿。
 甚至舊約所有的先知，也被稱為是神的僕人，
甚至舊約所有的先知 也被稱為是神的僕人
耶廿五4 耶和華也從早起來，差遣祂的僕人眾先知到你們這裡來。

但是在新約當中僕人的背景，卻是跟舊約的完全不一樣—
為「
「
因為「僕人」這個字就是「奴隸」的意思，
僕人或是奴隸，在當時的社會當中是最低的階級，
他們沒有權利或者是自由，而且是當作財產被買賣的
他們沒有權利或者是自由，而且是當作財產被買賣的。
保羅在 腓立比書 當中的自稱，他跟提摩太自稱是基督耶穌的僕人，
 比較有可能是取自於希臘跟羅馬的背景
 這種的自稱的意思，是要表示他還有提摩太，是被基督所擁有，
並且是全然委身於基督，以致於順服基督耶穌要他們做的事情

從以上的這些措辭，不管是稱為我的僕人、祂的僕人、耶和華的僕人，
這些的人物都被稱為是「神的僕人」 。

當保羅跟提摩太在書信的一開頭，就以基督耶穌的僕人自稱，
當保羅跟提摩太在書信的
開頭 就以基督耶穌的僕人自稱
這個稱呼就定義了他們的身分以及他們生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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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卷書的收信者就是住在腓立比城，
並且他們是在基督耶穌裡的眾聖徒 諸位監督 諸位執事
並且他們是在基督耶穌裡的眾聖徒、諸位監督、諸位執事。
這裡的「在基督耶穌裡」用詞，
 不可以從神祕主義的角度來了解，不是指在基督耶穌裡
經歷何等的神秘或屬靈的經歷
 是要顯示一個連結的觀念：信徒是在耶穌的死和復活上與耶穌連結，
以致於就跟耶穌一同有分於祂復活的生命
因此一個人之所以能夠成為基督徒，
是因為基督耶穌在救贖工作上，為他們做了一切。

一1 提到「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穌裡的眾聖徒」，

此外，在基督耶穌裡，這個用詞也描述基督徒生活的範圍，
也就是信徒他們的屬靈生命、靈性，在基督之外是不能夠生存的，
基督徒必須不斷地，而且是全然地活在基督的屬靈供應當中。
就像鳥活在空氣中，魚活在水中，樹的根種在土壤上，
不管是鳥、魚或者是樹，他們都需要有空氣、水還有土壤，才能夠生存下去，
同樣的基督徒的靈性，也必須要靠基督才能夠維持。

在新約也是承繼這樣的涵義，當基督徒被稱為聖徒，
 是因為他們是被上帝所拯救，
所以他們就被上帝從世界當中分別出來，就跟世人有別
 而基督徒既然蒙恩，那麼他們的責任，就是要事奉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其中的「凡」還有「眾聖徒」，這兩個在原文是合在一起的，
其中的
凡」還有 眾聖徒」，這兩個在原文是合在 起的，
所以應該作「凡眾聖徒」，而凡是所有的意思，
所以這句話應該叫作「所有的眾聖徒」，整句就是對教會的弟兄姊妹的總稱。
信徒被稱為聖徒，是出自於舊約的背景，
在舊約裡面把一切由神分別出來，並且歸給神的物或者是人，稱為是聖的。
 因此「聖」的意思，不是這個物或者是這個人在本質上、
「聖
意
是這個物或者是這個 在本質
或者是道德上的完美無瑕疵
 而是因為他們是歸給神
而是因為他們是歸給神，並且是被神所使用的
並且是被神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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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就是諸位監督和諸位執事，這兩個職分是教會內兩個事奉的角色，
諸位監督就是教會的領袖，
諸位執事是教會領袖的同工或是助手。
保羅在 提前三 也分別提到兩者的資格。

由此看來聖徒這一詞，就表明信徒的蒙救贖的地位，
並且也連帶界定了他們事奉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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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的責任之一，就是有牧養的責任，比如說：
徒二十28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
牧養神的教會，就是祂用自己血所買來的。
在這個地方提到，這些監督需要牧養神的教會。
彼前五2 也指出來那些作長老的人，說：
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
不是出於勉強 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 乃是出於樂意
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
可見長老在早期教會當中，他們的工作也是牧養神的羊群。

監督一詞，在早期的教會中，
是跟長老以及牧師是可以互換的稱呼，比如說：
 徒二十17
徒 十 保羅從米利都打發人往以弗所去，請教會的長老來。
保羅從米利都打發人往以弗所去 請教會的長老來
保羅所請的是教會的長老，可是到了
徒二十28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
這時候稱呼就從長老變成了監督，
可見長老跟監督的稱呼是可以互用的
 保羅在 提多書 也有這樣的做法，
多一5 吩咐提多「在各城設立長老」。
可是在 7 之後，保羅所列出來的那些資格或者是條件，
卻是監督的，顯然保羅認為長老就是監督

我們可以看到監督是牧養神的羊群，長老也是如此，
我們可以看到監督是牧養神的羊群
長老也是如此
這樣的一個情況，他們的功能，就跟牧師在教會當中的功能是一樣的，
牧師就是牧養神的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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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長老、監督或者是牧師這三個稱呼，
在早期的教會是可以互換的，他們可以說是同一種人，只是稱呼上的不同而已。
但是我們知道在聖經當中的長老 跟現在許多教會當中的長老
但是我們知道在聖經當中的長老，跟現在許多教會當中的長老，
在功能跟職分上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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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這個字在希臘文當中，本來是指那些低下服事的僕人，
在保羅的書信當中，有時候是指服事主的人。
比如說執事這個字，如果用在保羅自己身上的時候，就有不同的稱呼：
林後三6 保羅就自稱他是「新約的執事」，
林後六4 他自稱是「神的用人」，
林後十一23 他就稱自己是「基督的僕人」，
弗三7 他稱他自己是「福音的執事」，
他稱他自己是「福音的執事 ，
西一25 他稱自己是「教會的執事」。
在這些不同的稱呼裡面，不管是執事、用人、僕人等等，
在原文都是同一個字，而且都是用在保羅自己的身上。

和合本對「執事」這個字，
有的時候就是翻成僕人，有的時候是翻成執事。
不過當執事這個字，用在指教會當中特定的職務的時候，
就跟剛才上述的涵義有所區別，
而且必須要跟監督的職分分開；
 執事這些人很可能就是監督、或是長老的助手
 主要所負責的工作，比較是服務性的工作，
主要所負責的工作 比較是服務性的工作
像是照顧那些貧窮生病的人、探視那些下監的人等等
在 第 1 節 所提到的執事，就是屬於這個意思，
他是跟監督一起，被通稱為是腓立比教會的領袖。
於是眾聖徒、諸位監督、諸位執事，
在本書當中，就成為保羅問候的對象。

「執事」這一個字，也可以用來稱呼保羅的同工，比如說
帖前三2 保羅就稱提摩太是「神的執事」，
提前四6 保羅就稱提摩太是「基督耶穌的執事」，
西四7 保羅稱推基古是
保羅稱推基古是「主的僕人」，
主的僕人」，
而稱以巴弗是「基督的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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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 對腓立比教會信徒的祝福是

10

雅一17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恩惠就是恩典的意思，
在一般希臘人的書信當中，常常是用來問安的話
 平安是希伯來人、猶太人，
在見面的時候或者是離別的時候的問候語，比如說：
撒上廿五6 大衛打發十個僕人去見拿八並且吩咐他們說，
當他們見到拿八的時候，要說：「願你平安，願你平安。」
平安也是書信當中的問安語，比如說：
拉四17 亞達薛西王回覆省長的信當中，
在信一開始就說：「願你們平安。」

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
這一節經文，可以為恩惠這個字的一般性的涵義，作最好的說明，
在神學上，我們會稱為一般性的恩惠，或者是恩典，
以及特殊的恩惠，或者是特殊的恩典。
在一般性的恩惠上面，所有的世人都經歷了上帝的恩惠，
可是上帝的恩惠或者是恩典 最明顯的以及最重要的證據
可是上帝的恩惠或者是恩典，最明顯的以及最重要的證據，
就是耶穌基督的救贖工作，
羅三24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因基督耶穌的救贖 就白白的稱義
這一節的恩典就是恩惠，而恩惠所指的就是耶穌基督的救贖，
以致於人能夠白白的稱義。
弗一7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祂豐富的恩典。
這一節的恩典，也照樣是提到神的特別恩典，就是耶穌基督救贖的恩典。

可是保羅使用恩惠跟平安這兩個字，把它合併在一起，
並且常常是使用在他的書信的開頭的問候語當中，他特別加上基督教的涵義：
在保羅的神學裡面，恩惠的意思就是指神對不配的罪人一種白白的賞賜，
因此恩惠就跟工價或者是善行的意思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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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保羅所傳的信息，就可以說是神恩惠的福音，
如此
來保羅所傳的信息 就可以說是神恩惠的福音
因此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恩惠可以說是保羅對救贖事件最清楚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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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的觀念也是來自於舊約，
這個字可以指人跟人之間的和諧關係，也可以指彌賽亞的救恩。
當平安這個字用在人的身上的時候，保羅所說的平安，
 不只是一種建全的狀態，
包括身體上的、感情上的、心靈上的以及屬靈上的
 而且是指著屬靈上的寧靜、和諧還有滿足
一個人之所以有平安，是因為他跟上帝復和或者是和好的結果，
個人之所以有平安 是因為他跟上帝復和或者是和好的結果
一個人有平安，是從上帝那個地方賞賜下來的。
我們特別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特別要注意到
件事情就是
恩惠跟平安有神學上的因果關係。
如果我們把耶穌的救贖恩典，看作是上帝的特別恩惠，
那麼它就是一個基礎，那平安就是結果。
罪人是先蒙恩惠，也就是罪人是先被耶穌基督所拯救，
然後他就可以跟他人的關係，以及他自己的身、心、靈得著和諧跟整全，
這個部分就是平安。

所以如果一個人拒絕神的恩惠，他必然無法享受神所賜的平安，
而恩惠的得著，只有藉著信靠耶穌這個途徑，
守律法或者是行善是全無用處的。
保羅就進一步地指出，
一2 願恩惠、平安從 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恩惠跟平安的來源，是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
 保羅稱神是我們的父，是把他自己跟讀者站在相同的地位上，
保羅稱神是我們的父 是把他自己跟讀者站在相同的地位上
來看待人跟神的關係，也就是說，
羅
讀者
使徒保羅跟所有的讀者都是神的兒女，
一起在同一個屬靈的家庭當中稱神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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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對腓立比教會的問安當中，是以耶穌基督的僕人自居，
由於他跟腓立比教會的信徒，過去所建立的默契跟情誼，
就使得他不像在別的書信，他常常稱自己是使徒。
保羅先問候所有的教會弟兄姊妹，然後才向特定的教會領袖，
也就是監督跟執事問安，當然教會的領袖，是包括在眾聖徒的範圍之內。
由問候的稱謂來看，可以知道這個教會已經達到了相當的人數跟組織，
因此就有監督跟執事來負責教會當中不同的事工。
因此就有監督跟執事來負責教會當中不同的事工
如同保羅大部分的書信一樣，是以神和耶穌基督賞賜信徒恩惠、平安作為祝福的話。
對保羅而言 恩惠 平安不是書信開頭的公式性的措辭而已
對保羅而言，恩惠、平安不是書信開頭的公式性的措辭而已，
它乃是蘊含著深刻的屬靈真理，神對人的愛、神透過耶穌基督所做出的
救贖的工作、神與人之間的復和關係，全部都是透過恩惠、平安表達出來。
在保羅的問候語當中，也可以看到他跟腓立比信徒之間的特殊關係。
他是以僕人自居，但是腓立比信徒也是服事主的僕人，
因為他們曾經跟保羅 起在福音上有分
因為他們曾經跟保羅一起在福音上有分，
甚至差遣同工以巴弗提把餽贈帶給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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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羅在這裡，把神跟耶穌基督並列，
他的目的是要表示那位高深的耶穌，是跟父神同等的，
並且一起作為恩惠、平安的賞賜者。
在保羅的神學裡面，耶穌基督就是神，
耶穌基督跟父神以及聖靈，一起在救恩的工作上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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