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的心願與對未來的展望
腓立比書 第六課…

一18b~26
18b 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
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
終必叫我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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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
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我在肉身 著 若成 我 夫 果子 我
道該挑選甚麼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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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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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然而，我在肉身活著，為你們更是要緊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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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歡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裡去，就越發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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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大約可分成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 一18b‐20，是談到保羅的目標，
這個目標就是基督被榮耀。18b 提到
提到「為此，我就歡喜」之後，
為此，我就歡喜」之後，
繼續就說「並且還要歡喜」，「並且」是一個進展性的說法，
就是表示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原因之外，前面歡喜的原因是「基督究竟被傳開了。」
還有加上另外一個喜樂的原因，是什麼呢？可由 18 最後一次出現的歡喜知道。
「歡喜」這個字是一個未來時態，表示保羅所談到的不是現在的事，
而是未來發生的事，換句話說，他的歡喜除了基督被傳開之外，他的喜樂
就在下面兩節提出了新的理由，特別是 19a 的「因為」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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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b 這事終必叫我得救，乃是逐字地引自於七十士譯本的約伯記。
約十三16 「這要成為我的拯救」，提到神要為他的聖徒來平反。
這要成為我的拯救」，提到神要為他的聖徒來平反。

當保羅引用約伯記的用意，很可能不是指保羅即將要獲得釋放，
而是指他目前的景況將來可以在天上獲得平反，
那也是他至終得救的時候。
由於保羅被捆鎖，那些在羅馬的弟兄姊妹們就敵視他，
也懷疑保羅的使徒的職分以及他的信息 但是保羅所期望的
也懷疑保羅的使徒的職分以及他的信息，但是保羅所期望的
就是不論他在該撒面前受審判的結果如何，他將來有一天會如同約伯一樣，
在天上獲得救恩的時候 也同時能夠獲得平反
在天上獲得救恩的時候，也同時能夠獲得平反。

保羅未來之所以能夠喜樂，他的原因是立足在他所知道的事情上面，
保羅未來之所以能夠喜樂
他的原因是立足在他所知道的事情上面
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終必叫我得救。
 這事就是對他目前處境的通稱，可以回溯到 一12「我所遭遇的事」。
 這一節比較需要討論的地方就是「得救」這個字，
「得救」在希臘文有救恩的意思，在保羅的用法裏面，
大部分救恩或者得救是限定在神的子民跟神的關係上，
所指的就是在末日審判的時候信徒最終的得救。
3

保羅相信他的被平反以及他最終的得救，主要的是基於信徒的代禱，
在這個地方所說的就是，你們的祈禱還有聖靈的幫助就是耶穌之靈的幫助，
這兩者的關係密切，這就顯示保羅相信聖靈的幫助，
會因信徒的代禱而臨到他身上。所以保羅在 一18b 提到喜樂的原因，
就是他目前雖然受到誤解跟攻擊 他相信藉著腓立比信徒的禱告以及聖靈的幫助
就是他目前雖然受到誤解跟攻擊，他相信藉著腓立比信徒的禱告以及聖靈的幫助，
他最終必定能夠在上帝的面前獲得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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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是放膽。放膽在古典的希臘文，原來是用來指勇氣或者是說話坦白，
後來就逐漸地使用在政治的層面上面，是指 個市民有民主的權利，
後來就逐漸地使用在政治的層面上面，是指一個市民有民主的權利，
能夠在公開的場合當中自由的表達意見。這個字在這裏，
是有公開而大膽的意思，特別是當保羅放膽為福音辯護的時候，
基督就被公開的被顯為大或者是被榮耀。
第二個是照常，它的希臘文直譯就是現今和從前一樣。這個片語是要說明，
保羅過去不論是透過他的受苦，或者是任何形式的事奉，甚至是現在的下監，
他的行為都是一貫的；就是藉著他使基督繼續地被顯大。
第三個是在我身上，在我身上所指的就是保羅的身體，
保羅既然把全人獻給神，就透過自己的身體來服事神，
他當然也是持續的以他的身體來榮耀神。
最後 個片語就是無論是生是死 這邊的生是指保羅的無罪獲釋
最後一個片語就是無論是生是死，這邊的生是指保羅的無罪獲釋，
死就是指保羅的殉道，整句的意思就是不論保羅獲釋以致於可以進一步的事奉神，
或者是不幸被判死刑，保羅所最介意的，並不是他受審的結果，
或者是不幸被判死刑
保羅所最介意的 並不是他受審的結果
而是基督被顯為大，這件事情是他目前最熱切的盼望。

20 論到兩個期待，第一個期待：「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

這一句是從負面的角度來看待他的期待。保羅所期待的是「沒有一事叫我羞愧」，
這
句是從負面的角度來看待他的期待。保羅所期待的是 沒有 事叫我羞愧」，
這裏的羞愧有受辱、蒙羞或者是丟臉的意思。保羅身為耶穌基督的僕人，
現在正在等待審判的結果，有一天如果他站在羅馬皇帝面前的審判台的時候，
他盼望不要因為失去見證福音的勇氣，以致於使他感到羞愧。
第二個期待：「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是從正面的角度來說明他的期待，
「顯大
「顯大」這個字在這裏是作象徵性的含義，它有頌揚、榮耀或者是稱讚的意思，
裏
象
義
有
讚 意
按照希臘文的用法，基督被顯大，這個地方的顯大，其實是一個被動語態，
因此應該翻成 被顯大」 這個字作被動語態 其實是故意的
因此應該翻成「被顯大」。這個字作被動語態，其實是故意的，
意味著在基督被顯大、被榮耀的事情上面有神的工作，
而神是使用保羅作為榮耀基督的工具。
在希臘文這個基督被顯大，是由四個修飾語來修飾它，
這四個修飾語就是說明達成這個目標的媒介，
也就是說，基督是如何被顯大的呢？它是透過以下四個字或者是片語來達成的：
它們分別是：放膽、照常、在我身上、無論是生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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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說，保羅為了基督被傳開這件事情而喜樂，也為了基督會藉著他得著榮耀，
而進 步的喜樂，基督就成了保羅的生命中心，以及喜樂的測試點。
而進一步的喜樂，基督就成了保羅的生命中心，以及喜樂的測試點。
 一切能夠使保羅感到基督被顯大的事情，保羅就全力以赴
 所有使基督蒙羞的事情，他絕對不會去嘗試
保羅的生命沒有顯出，一般人為自己精打細算的跡象，不論在何等的景況底下，
也不管他將來的遭遇如何，基督就是他一生委身跟榮耀的對象。
這段經文的第二個部分 21‐24，所談到的就是保羅對生死的抉擇。
21 就以「因為」這個字，來解釋上一節「所切慕、所盼望的」，
保羅所切慕、所盼望的就是基督在他身上照常顯大，來解釋這個的原因。
保羅的信念有兩方面，一方面就是「活著就是基督」，
另一方面是「死了就有益處」。這裏的活著就是基督，
所要表達的觀念是保羅完全是以基督為中心，
他的生命完全被基督所占滿，
以致於他所做的是受到基督所啟發
以致於他所做的是受到基督所啟發，
並且也是為基督而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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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如果離了基督，生命就沒有意義，對他而言，基督是保羅的生命的目標，
是他的動機，是他的靈感。因此他能夠說： 我死了就有益處。」
是他的動機，是他的靈感。因此他能夠說：「我死了就有益處。」
但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從下文的敘述裏面，我們就可以瞭解保羅所說的意思。
他所說的益處，跟 23 「離世與基督同在」有關的，
 由於他的生命跟基督緊密地連結，因此即使死亡，也不能夠使他跟基督隔絕。
 總而言之，他確信即使是死亡，也可以使他與基督有更深的相交，
死亡不能夠損害他跟基督的關係 只能夠增加並且是加強
死亡不能夠損害他跟基督的關係，只能夠增加並且是加強，
在這點上正是他夢寐以求的事情，以致於保羅能夠把死亡看作是有益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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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於耶穌基督的關係來說，活著還有死了，對保羅並沒有分別，
就在於耶穌基督的關係來說
活著還有死了 對保羅並沒有分別
但是要保羅有所選擇的話，保羅卻面對了難以抉擇的情況，
22 「但我在肉身活著，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什麼。」
在生跟死的可能性當中，保羅面對一個兩難，
就是在肉身活著以及離世與基督同在的選擇。
保羅在 第22節，是先提到在肉身活著的好處，就是可以成就他工夫的果子，
那麼在肉身活著，整個片語就是指他在世上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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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句就是「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
這 句話的原文直譯是 這對我是工作的果子」，
這一句話的原文直譯是「這對我是工作的果子」，
 其中的「這」這一個字，就是指上一句的「但我在肉身活著」
「工夫的果子」這個片語當中的「工夫」，原文的意思就是工作，
這個工作就是指保羅的使徒工作。
「果子」在這個地方，有成果或者是結果的意思，
所以「工夫的果子 就是意謂著保羅使徒工作所得到的成果
所以「工夫的果子」就是意謂著保羅使徒工作所得到的成果，
當代聖經就把這句話翻譯成帶領更多的人歸主。

23a 保羅就用「我在兩難之間」作為開始，
 和合本
和合本「在」這個字，它的意思就是處在困難的情況底下，
在」這個字，它的意思就是處在困難的情況底下，

這個字就顯示保羅承受兩方面的壓力，
這兩股力量的力道均等，就像老虎鉗緊緊地夾住他，
使他動彈不得，保羅情感上的作難可想而知。
「兩難之間」所指的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保羅所面對的選擇，一方面是「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
保羅所面對的選擇
方面是「情願離世與基督 在
其中的離世就是指死亡，保羅並不是緊緊切望死亡臨到他，
所渴望的不是死亡本身 而是死亡之後能夠與基督同在
所渴望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之後能夠與基督同在。
因為如果死亡不能夠與基督同在的時候，那不是解脫，
也不是福氣，而是更深的痛苦。

對於這些正面的結果，保羅就以「我就不知道該挑選甚麼」，來表示他內心的交戰，
對於這些正面的結果
保羅就以 我就不知道該挑選甚麼」 來表示他內心的交戰
保羅的不知道該挑選甚麼，就在 23、24 當中，更完整地說出他困難的決定。
他的兩難乃是在於與基督同在，以及在肉身活著之間的拉扯，
也是他個人的意願，以及基督徒的責任之間的掙扎。
「挑選」這個字在這裡的意思，不是指保羅有權利來選擇他的命運，
而是指他在與基督同在，以及在肉身活著的選擇當中，
他不曉得應該是偏向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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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都會怕死，想盡一切的方法來躲避死亡，可是保羅卻有完全不同的態度。
不過，保羅不怕死，並不是表示他有厭世的想法以致於他想尋求死亡，
或者是像世人的尋死是為了要結束痛苦 或者是逃避責任
或者是像世人的尋死是為了要結束痛苦，或者是逃避責任，
他乃是看到死亡的背後，有神為他所預備那不可言喻的祝福，就是與基督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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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另外一個選擇是「在肉身活著」，意思就是在世上活著，
這 點就可以使腓立比教會的信徒在屬靈上獲得好處，
這一點就可以使腓立比教會的信徒在屬靈上獲得好處，
從保羅的眼光來看，是「更是要緊的」。
「更是要緊的」，在希臘文是一個字，它是一個複合字，而且是一個比較級
 這個字可以作必須的或者是需要的，
有一些的中文譯本把這個字翻譯成「更是需要的」
似乎顯示保羅在這個地方，他自己與主同在的願望，
以及信徒屬靈上的福氣或者好處的需要放在天平上量了一下，
結果他把腓立比信徒的需要，放在比較重的一方。

如果與基督同在是好得無比，那麼「與基督同在」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片語是保羅特有的用詞 他的意思就是與基督團契
這個片語是保羅特有的用詞，他的意思就是與基督團契。
 在保羅的觀念裡面，死亡不能夠奪去信徒跟基督的團契
 相反的
相反的，死亡卻能夠使他們與基督的團契增進到前所未有的境界
死亡卻能夠使他們與基督的團契增進到前所未有的境界
離世與基督同在既然是這麼美好，而且是活著的時候所不能夠有的，
就使得保羅指出這是好得無比。
這一句話「好得無比」，原文沒有「這是」這兩個字，
好得無比」這一句話的希臘文直譯是，比更好還要好得多，
「好得無比」這一句話的希臘文直譯是，比更好還要好得多，
它是把好幾個比較級集合在一起，
用來表示最高級，可以翻成再好不過了。
保羅沒有指出這種經歷到底有多好，
但是這個片語稍稍的可以點出
與基督同在的福分是無可比擬的
與基督同在的福分是無可比擬的。

但是就比較級的用法上來看，
第23節「好得無比」，第24節「更是要緊的」，
已經作了平衡，況且保羅已經在 22 指出他不知道該挑選甚麼，
因此就不適合把 第24節 的「更是要緊的」，看作是保羅已經作了選擇；
也就是說，保羅選擇是活在世上來幫助信徒，在這個情形下「更是要緊的」，
也就是說，保羅選擇是活在世上來幫助信徒，在這個情形下
更是要緊的」，
因此就應該作很重要的或者是十分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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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的第三個段落就是 25‐26，是談到保羅對未來的期待，
就是與腓立比的信徒能夠重逢，使信徒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
25「我這樣深信」作為開始，其中「這樣」
所指的就是上一節「我在肉身活著，為你們更是要緊的。」
保羅所深信的，不是他能夠被無罪釋放，而是如果他被釋放，
那麼他身處在腓立比教會的信徒當中，一定會帶給他們屬靈上的好處。
既然他有這等的深信，就使得保羅知道他活在世間，
會使腓立比教會的信徒「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

保羅在 第26節 就指出「與你們眾人同住」的終極目的是
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歡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裡去，就越發加增。」
「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歡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裡去，就越發加增。」
這一節可以翻譯成： 「以致藉著我，當我再到你們那裡去，
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歡樂就可以加增。」
這裡的歡樂特別是指歡樂的根據或者是理由，而「在基督耶穌裡」這個片語
是要表示腓立比教會信徒的歡樂的基礎跟範圍是在基督耶穌裡的。
換句話說 由於他們與基督聯合並且與基督相交 歡樂就從生命當中湧出來。
換句話說，由於他們與基督聯合並且與基督相交，歡樂就從生命當中湧出來。
腓立比教會的信徒的歡樂，還受到另外一個因素的影響，就是保羅來到他們當中。
這句話就是 因我再到你們那裡去」 明確指出腓立比信徒的歡樂是如何增加的
這句話就是「因我再到你們那裡去」，明確指出腓立比信徒的歡樂是如何增加的，
就是透過保羅無罪獲釋再次來到他們當中獲得的。
從「再」這個字就可以知道，保羅以前曾經來過腓立比的教會，
那也是他初次把福音帶給腓立比這個地方的時候，
是在 使徒行傳十六章 所記載的。
但是保羅下次前往腓立比教會，跟前一次的目標稍稍是不同的，
但是保羅下次前往腓立比教會，跟前
次的目標稍稍是不同的，
那就是造就重於撒種，而使他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

所信的道」 原文僅僅是信心 而 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
「所信的道」，原文僅僅是信心，而「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在信心上長進和喜樂，
明確地說就是使他們在信心上長進，以及在信心上喜樂。
在屬靈上，信心是會增長的，喜樂也會增加或者是滿足，
並且信心跟喜樂有密切的關係，信靠神就會產生喜樂，兩者是互相影響的。
 當一個人的信心愈增長，喜樂就會加增
 當一個人愈缺少喜樂的時候，就表示他的信心愈加地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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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經文我們可以學到什麼樣的功課…
第一、保羅在生跟死之間並沒有堅持，但是卻堅持讓基督的榮耀從他身上彰顯出來。
第
、保羅在生跟死之間並沒有堅持，但是卻堅持讓基督的榮耀從他身上彰顯出來。
保羅生命的美，不是由於他的恩賜或者是他的成就，而是他的謙卑跟順服，
並且他矢志從他身上彰顯基督的榮耀，這種生命所流露的正是基督馨香之氣。
一般人常想盡辦法來追求功名利祿，進而彰顯他自己的卓越，
但是保羅所關注的焦點，卻是耶穌是否得著榮耀，
並且彰顯耶穌榮耀的地方，就是自己的生命。

我們要對這段經文作一個總結…
當保羅展望未來的時候，不論是他要榮耀基督的目標
或者是他在生死的抉擇上面，
還是期待未來跟腓立比教會信徒的重逢，
都有一致的脈絡可循，就是基督在他身上得著榮耀，
就是與基督同在，就是幫助信徒的信心長進跟喜樂。
保羅一生的目標設定在三個方面：
保羅
生的目標設定在 個方面
就是榮神、益人、得享與基督同在的福分。
當保羅下在監裡 在他眼前所看到的既不是 片令人悲觀的灰色前景
當保羅下在監裡，在他眼前所看到的既不是一片令人悲觀的灰色前景，
或者是他作作白日夢，為自己打造一片虛構的烏托邦，
他有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
他對未來的展望也不會因為環境的順利與否，而改變他的想法，
甚至他的生、死都沒有辦法影響他的目標，
因為神得著保羅，就使他確立了一生的目標，
這個目標是從未在他有生之年做過調整或者是更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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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困難的環境當中堅持下去是不容易的，保羅比我們更瞭解這一點，
但是他更瞭解信徒代禱的功效以及倚靠聖靈的重要 在他被平反的事情上面
但是他更瞭解信徒代禱的功效以及倚靠聖靈的重要。在他被平反的事情上面，
保羅就明確地指出來，那是靠著信徒的禱告以及聖靈的幫助來達成的。
一般人或許會覺得保羅既有能力又屬靈，靠他一個人的禱告就足以使他所求的成就，
但是這不是正確的看法。他跟所有的信徒一樣都需要其他肢體的代求跟扶持，
沒有一個基督徒能夠獨立於基督的肢體之外，
也沒有一個人屬靈到不需要別人的代禱。
信徒彼此代禱，就使他們連結在一起並且使他們一起經驗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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