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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保羅的感謝與喜樂的感謝與喜樂

一1‐2我們看到保羅的自稱、保羅問候的對象、

保羅祝福的內容，祝福的來源是什麼。

我 在要來看 是 這 節當中我們現在要來看的是：從這兩節當中，

可以學習到的屬靈功課是什麼？

第一、在新約當中僕人的稱呼，並不是專屬於保羅跟提摩太，第一、在新約當中僕人的稱呼，並不是專屬於保羅跟提摩太，

基督徒信主之後的第一個要務，就是服事主，

如同帖前一9b你們是怎樣離棄偶像，歸向神，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

在這一層的意義底下，服事神的就被稱為是神的僕人，

或者說服事耶穌的就是耶穌的僕人。

所謂的神的僕人 或者是耶穌的僕人 或者稱是基督的僕人所謂的神的僕人，或者是耶穌的僕人，或者稱是基督的僕人，

不是僅限於少數的人，每一個基督徒都是神的僕人，是聖經當中清楚的教訓

如此一來，所謂的神的僕人不是一個職業、不是個階級也不是個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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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所謂的神的僕 不是 職業 不是 階 不是 頭銜

乃是一個人信主之後，所伴隨的屬靈身分以及所必然有的屬靈身分

彼得勸勉信徒，彼前二16總要作神的僕人。對所有的信徒，叫他們要作神的僕人。

在啟示錄更是把所有的聖徒，稱之為神的僕人；這就是為什麼保羅在西一7、四7在啟示錄更是把所有的聖徒，稱之為神的僕人；這就是為什麼保羅在西 7、四7
分別稱以巴弗和推基古，是一同作僕人以及一同作主的僕人的緣故。

腓立比書當中，耶穌自己就成為一個謙卑的僕人，二7 耶穌是「取了奴僕的形像」，

就成為信徒效法的對象，這就表示信徒被期待成為僕人。

但是很弔詭的是，在聖經裏面其實僕人就是自由的人，因為他是從罪、

從懼怕和律法當中得到釋放 信徒得釋放 是因為 穌付上代價的結果從懼怕和律法當中得到釋放。信徒得釋放，是因為耶穌付上代價的結果，

林前七23你們是重價買來的，不要作人的奴僕。既然信徒是被買來，

自己就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屬於主，並且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自己就不是自己的主人 而是屬於主 並且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

每個神的兒女如果沒有這樣的認知，就不會把事奉神看作是自已的責任。

在教會當中，很多人以為受薪的傳道人才是神的僕人、領薪水的傳道人，

才是基督耶穌的僕人；於是大部分的事奉工作，都落在他們的頭上，

自己有沒有事奉並不在意，長久下來教會的衰退，常常是由錯誤的觀念所造成的。

如果信徒 直都抱持這樣的觀念 教會的福音的工作自然就無法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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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信徒一直都抱持這樣的觀念，教會的福音的工作自然就無法推展，

當我們面對聖經的真理的時候，我們怎能夠再沈睡呢？

第二，我們能夠學習到的屬靈功課就是，

保羅在所談到的恩惠跟平安，具有信仰的獨特意義；保羅在所談到的恩惠跟平安，具有信仰的獨特意義；

也就是只有一個人先接受上帝的特別恩惠—

就是指耶穌基督的救贖恩典

當一個人接受上帝的特別恩惠之後，

才能夠經歷人跟神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平安

而恩惠跟平安既然都是來自於神 而且是立足於個人跟神的關係上面而恩惠跟平安既然都是來自於神，而且是立足於個人跟神的關係上面，

因此，如果人拒絕福音或者說拒絕神的恩惠，

是不可能獲得神的平安。是不可能獲得神的平安

神的平安是人跟神建立生命的關係之後，所領受到的禮物，

更重要的是，我們如果沒有積極地向人傳恩惠的福音，

別人就不可能有機會得到神的平安。

這是在一章1‐2我們所要講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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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是一3‐8，所談到的主要是保羅為信徒的感謝。

可以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 3 6，可以分成兩個部分，第 個部分是 3‐6，
這個部分是提到保羅感謝的原因。

第 3節一開始，就向神發出感謝，他說：「我感謝我的神」，

他稱神是「我的神」，

是表示他意識到他跟神之間的一種親密的關係，

因此「我的 所要表達的是關係因此「我的」，所要表達的是關係，

而不是對某一種事物的擁有，就像我的手錶、我的衣服。

保羅在他的書信當中，多次也有同樣的用法，譬如在腓四19、羅一8等等，保羅在他的書信當中 多次 有同樣的用法 譬如在腓 羅 等等

大衛在詩三7也是有這樣的用法。

保羅在這個地方指出來，他感謝神的時候是「我每逢想念你們」，

表示保羅時常想到腓立比教會的弟兄姊妹，

當保羅一想到腓立比教會的信徒的時候，就為他們感謝神，

保羅不只是為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感謝，他也經常為他們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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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不只是為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感謝，他也經常為他們感謝。

我們怎麼知道保羅常常為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感謝呢？

第 4節一開始有一個副詞就是「常常」，和合本把「常常」這個字，第 4節 開始有 個副詞就是 常常」，和合本把 常常」這個字，

放在第 4節的最後一句，它應該是修飾 第 3節的動詞，就是我感謝；

所以合起來就是我常常感謝，而不是修飾第 4節末了的歡歡喜喜的祈求，

就變成了「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這是和合本的翻譯。

在保羅的書信當中，是經常把常常還有感謝放在一起使用，譬如：

凡事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弗五20凡事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常常感謝父神。

帖前一2 我們為你們眾人常常感謝神。

因此從這個角度看這一節就應該作我常常感謝神。因此從這個角度看這 節就應該作我常常感謝神

保羅的感謝是他例行性的禱告的一個部分，第 4節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

每一次保羅為他們眾人祈求的時候，他也為他們感謝。

這就顯示，保羅不只是一個祈求的人、不只是一個禱告的人，

他也是一個以感謝的心來祈求的人、以感謝的心來禱告的人。

第 4節的祈求這個字 在原文跟 9禱告這個字是不 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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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節的祈求這個字，在原文跟一9禱告這個字是不一樣的，

可是這兩個字基本上它的含義是相同的。

保羅為腓立比信徒的禱告，絕對不是一件苦差事，他乃是歡歡喜喜的祈求；

歡歡喜喜在希臘文，直譯是帶著喜樂歡歡喜喜在希臘文，直譯是帶著喜樂

這一節的喜樂，是第一次出現在腓立比書中，它是腓立比書所強調的主題。

喜樂不全然是一種情緒，它也包括理性的認知和信仰上的態度

以腓立比書的用法為例，保羅可以在捆鎖當中喜樂，一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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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如此，保羅就是殉道而死也是喜樂，二17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不但如此，保羅就是殉道而死也是喜樂，二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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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喜樂的原因，是由於保羅認識到上帝在一切的事情上掌權、工作，保羅喜樂的原因 是由於保羅認識到上帝在 切的事情上掌權 工作

以致於他可以在主裏感到安穩跟滿足。

喜樂是跟信心有關的，因為信心的眼睛，可以穿越任何事物背後的障礙，

看到上帝的同在跟保守。

所以即使保羅在監獄當中，也能夠靠主喜樂。

他也同樣地勸勉腓立比教會的信徒要靠主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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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同樣地勸勉腓立比教會的信徒要靠主喜樂，

或者是靠主常常喜樂，這些表現都是跟信心有關的。

對保羅而言，他感謝、他喜樂地祈求的原因

是腓立比信徒跟他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是腓立比信徒跟他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

同心合意在原文是一個字，意思是指相交、團契、分享，或者是有分於。

從文脈來看，這是指腓立比教會的信徒，在各樣的福音工作上有分，

這些事工的參與，包括對保羅金錢上的資助、為福音的進展來禱告、

為實際的參與福音的傳布，甚至跟保羅一同受苦。

腓立比的信徒跟保羅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 是從頭 天起的腓立比的信徒跟保羅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是從頭一天起的，

從頭一天，是指保羅最初傳福音給腓立比信徒的時候。

然而腓立比信徒跟保羅在福音工作上的配搭，不只是有從頭一天起之後的然而腓立比信徒跟保羅在福音 作上的配搭 不只是有從頭 天起之後的

那一小段時間而已，而是直到如今。這段時間有多長呢？

當保羅初次傳福音給腓立比教會的信徒的時候，大約是 AD49，
當到他寫這封信給他們的時候，大約是 AD60‐62，

所以這段時間至少經過了十年以上；

但是他們對福音的熱誠以及事奉的投入，一點都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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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對福音的熱誠以及事奉的投入， 點都沒有改變，

並且保羅在羅馬被囚禁的時候，腓立比教會的信徒仍然以金錢來幫助保羅。



保羅接著提出他感謝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在第 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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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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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所深信的是他對上帝在腓立比信徒生命當中所做的工作，有堅定的信念。

第6節「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這句話的原文，有「開始」這一個字，

被和合本省略，呂振中譯本把它翻譯出來：「我深信那在你們身上開始了善工的」，

就表示他們能夠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的事上，是由上帝首先在他們心中發動

而不是由他們自己主動起意；保羅雖然設立了腓立比教會，而不是由他們自己主動起意；保羅雖然設立了腓立比教會，

但是「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那一位，不是他而是上帝

善工，原文的意思就是美好的工作，它是指什麼工作呢？善工 原文的意思就是美好的工作 它是指什麼工作呢？

有不少的學者主張，善工的意思就是，當腓立比人接受保羅所傳的福音之後，

上帝在他們的生命當中開始的恩典之工，而他們隨後對福音事工的積極參與，

是這個內在的恩典之工的外在證明。

理由之一，就是這個工作它的原文在七十士譯本，可以是指神的創造工作，

譬如說在創二3「神歇了祂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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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說在創二3 神歇了祂 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

因此就可以把本節的善工，看作是屬靈上的新創造。

可是這樣的解釋就忽略了上一節跟第6節之間的關係，

因為從上下文來看，第5節的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其實是跟第6節的善工平行因為從上下文來看，第5節的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其實是跟第6節的善工平行

此外創二3在重點跟用字上面，跟我們這一節並沒有對等，

因此就沒有辦法用創世記的經文，來說明這一節的含義

所以，善工不是指上帝在腓立比的信徒生命當中

開始的救恩和更新的工作，它是指他們跟保羅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

上帝一旦在腓立比信徒身上開始了這個工作，上帝一旦在腓立比信徒身上開始了這個工作，

是不會半途而廢的，祂乃是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這一句話的「必成全這工」，在原文是一個字，這 句話的 必成全這工」 在原文是 個字

它的意思有完成或者是完成正在進行之事的意思；

「直到」這個字，是作在什麼時候、在什麼之時，

意思就是說，保羅所深信的是腓立比教會的信徒

將不會停止在福音工作上的參與，

他們在福音工作上的參與，也包括對保羅的慷慨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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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福音工作上的參與，也包括對保羅的慷慨解囊，

他們的參與就使得這個工作在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可以完成它。

這段經文的第二個部分，是一7‐8，是提到保羅對信徒的思念和愛。

保羅在第7節就解釋，他對腓立比信徒有以上的正面想法，保羅在第7節就解釋，他對腓立比信徒有以上的正面想法，

這個正面的想法就是在第3節跟第6節當中所描述的，

而保羅對信徒有這一種正面的想法是合宜的。

他說：「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意念，原是應當的」。「意念」是保羅特有的用字，

它的意思相當廣泛，包括一個人的態度、意志、感情、想法、意見等等；

「應當的 它的意思就是指恰當的，「應當的」它的意思就是指恰當的，

保羅認為他為他們來感謝、為他們喜樂、有信心等等這些意念是恰當的。

因此它並不是一句客套話，意念這個字可以充分地顯示，因此它並不是 句客套話 意念這個字可以充分地顯示

保羅跟腓立比信徒之間的關係，是何等的親密還有美好。

為什麼保羅對他們存有這樣的意念呢？他接下來就說明了原因，說：

「因你們常在我心裡」，這裏的心裡或者心，是指一個人內在的生命部分，

包括思想、感情、意志的層面，

這一句話是表示，保羅對他們誠摯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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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句話是表示，保羅對他們誠摯的感情，

換句通俗的話來說，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是保羅所愛的心上人。

保羅用兩個片語說明同一個情況，就是「捆鎖之中」、「辯明證實福音的時候」，

這兩個片語其實所講的是同一件事情，這兩個片語其實所講的是同一件事情，

只是辯明證實福音的時候，是捆鎖之中這個片語的擴大說明。

捆鎖之中，是指保羅現在被囚的這件事情，

而辯明證實福音的時候的「辯明」還有「證實」，這兩個是同義字，

它們在這裏一起來修飾福音，這個時候就具有為福音辯護證明的意思

這兩個字就是表示 保羅在法庭受審的時候 他所做的事情就是為福音作見證這兩個字就是表示，保羅在法庭受審的時候，他所做的事情就是為福音作見證

換句話說，當保羅在法庭上的時候，就是他傳福音的新管道：

保羅把他在法庭上的場合，看作是見證神的機會。

「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這一句話的原文，可以作你們都與我分享神的恩典，

是要說明腓立比教會的信徒與他之間有共同的經驗。

一同得恩的「一同得」，在原文只是一個字，有參與者或者是夥伴的意思

這裏的恩，前面有一個定冠詞，表示這個恩是一種特別的恩典，

這個恩典是指神目前所賜給保羅的環境。這個環境就是他剛剛說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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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恩典是指神目前所賜給保羅的環境。這個環境就是他剛剛說過的，

就是無論在捆鎖之中，是辯明證實福音的時候。



腓立比的信徒是如何在保羅的處境上面成為參與者呢？

成為一同得者呢？就是藉著以財物來支持保羅成為一同得者呢？就是藉著以財物來支持保羅

以及經歷跟保羅同樣地受苦跟爭戰，

如此一來，這一句話的情形就跟一5所說的

「你們是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的部分意思是互相呼應的。

一8就用因為來解釋為什麼腓立比的信徒常常在他的心裏。

和合本並沒有把因為翻譯出來，他說：

「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地想念你們眾人」，

這一句話的「我切切地想念」，在原文其實是一個字，這 句話的 我切切地想念」，在原文其實是 個字，

它是一個正面的字眼，用來表示渴望、切慕等等意思；

保羅的切切地想念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是表示對他們的關心。

「心腸」這個字，原文是指人的內在的部分，

在象徵性的含義上面，它是指人的情感中心，

簡單 心腸 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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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說，心腸就是指愛心。

這個地方的體會，在原文其實是一個介系詞，

它具有模範以及驅動者的雙重含義，意思就是說：它具有模範以及驅動者的雙重含義，意思就是說：

保羅對他們的思念跟愛，是如同基督耶穌對他們的愛，

並且是由基督耶穌的愛所驅動的

由於基督在保羅裏面活著，因此保羅是受感於

基督的愛使保羅愛他們如同基督耶穌愛他們一樣

並且基督耶穌是透過保羅愛他們 保羅的愛絕對不是虛假的並且基督耶穌是透過保羅愛他們，保羅的愛絕對不是虛假的，

他以發誓來說明他對腓立比教會信徒的愛是真實的，

他說：「這是神可以為我作見證的。」他說： 這是神可以為我作見證的 」

這一句話的原文是，神是我的見證人。

這樣的發誓，其實保羅在其他的書信當中也可以看到，

表示他是何等的嚴肅地說出這句話。

耶穌教導我們不可以起誓，是因為一般人太容易把神拉進來，為自己的話語背書，

這樣的做法既不負責任也不尊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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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做法既不負責任也不尊重神。

保羅在這裏的發誓，是表示他所說的是真心話，甚至他的神可以成為他的見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