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穩在信仰上
腓立比書 第七課…

一27~3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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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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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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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他受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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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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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可以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 27‐28，所談的內容是堅忍…
一27 保羅就用「只要」作為開始，是要導入保羅在以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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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到他所看為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只要」這個字，
論到他所看為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們就可以把
只要」這個字，
翻譯成「這重要的事情是」，這也是新譯本聖經的做法。
這件重要的事情是關乎信徒的行事為人，
「行事為人」這個用詞，可以說是涵蓋整個信徒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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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為人」在原文是一個字，在古典的希臘文是具有政治上的含義，
是用來指對公民所期待的行為。當保羅把這個字用在腓立比信徒身上的時候，
就是暗示腓立比信徒是具有雙重的國籍：
 一方面他們是處在羅馬帝國的殖民地上面
 另一方面又是天國在地上的殖民地
因此保羅是把兩個平行的事物作了比較，也就是在新的土地上面，
他們應該過 個合乎天國子民身分的生活 就是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他們應該過一個合乎天國子民身分的生活，就是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相稱的意思就是相符或者是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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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保羅就表示，他勸勉信徒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的目的，
是 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裡，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
是「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裡，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
所指的不是分別指保羅被釋放，或者是仍然被關在監獄當中。
 他假設被釋放，他希望能夠來到腓立比去見見這些的信徒，就是「或來見你們」
 也有可能他被神帶領到別的地方去，就是「或不在你們那裡」
不論如何，保羅最大的盼望是能夠得知他的讀者，是處在最佳的狀況當中，
特別是他們在逼迫當中能夠站立得穩。
特別是他們在逼迫當中能夠站立得穩
此外這一句的「你們的景況」，原文的意思就是指有關你們的事，
這些事的內容可以由下 句來表達 就是 知道你們同有 個心志
這些事的內容可以由下一句來表達，就是「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
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其中，「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
原文是作你們在一個靈裡站立，「得穩」這兩個字是和合本所加上去的，
那這裡的靈，就是你們在一個靈裡站立的靈，我們的和合本是作「心志」，
靈是指人的靈，而不是聖靈。在一個靈裡的意思，就是指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既然是這樣的話，這個在一個靈裡的意思，
既然是這樣的話，這個在
個靈裡的意思，
就跟本節後面所出現的「齊心」的意思是相似的。

保羅在這個地方所說的，是要讀者的生活符合基督的福音所要求的，
保羅在這個地方所說的
是要讀者的生活符合基督的福音所要求的
這個福音就是與基督有關，他們因為相信福音就成為神國的子民；
因此就需要在行為上，符合福音所界定的行為標準。
從文脈來看，與基督的福音相稱的生活，特別是指在逼迫的環境當中，
過一個謙卑、相愛以及合一的生活，是在 一27‐二4 所說的。
這樣的生活，更進一步地會使我們尋求他人的利益，就是顧別人的事情，
這是 二3‐4 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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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也就是你們在一個靈裡站立，
指出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應該有共同的屬靈目標，這個共同的屬靈的目標，
就是見證基督的福音，以致於他們能夠站立得穩。
「站立得穩」在原文也是一個字，就是站立的意思，希臘文是源自於軍隊的術語，
表示一群的士兵不管狀況是何等的激烈，都不肯離開他的崗位。
保羅使用這個字特別是放在基督徒藉主所賜的能力，在信仰上堅持到底，
因此當保羅使用「站立得穩 來勸勉腓立比教會的信徒的時候
因此當保羅使用「站立得穩」來勸勉腓立比教會的信徒的時候，
就表示保羅要他們對神有強烈的委身，
以致沒有任何的逼迫、壓力可以改變對上帝的忠誠。

28 第一個句子「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

就是以負面的角度來解釋「站立得穩」的意思。
就是以負面的角度來解釋
站立得穩」的意思。
「敵人」原文是反對者，或者是敵對者的意思，
所指的主要是外邦人而不是猶太人，
因此就包括羅馬的官方。
當保羅初到腓立比這個地方傳福音的時候，當時的猶太人是很少的，
所以沒有會堂的建立，猶太人比較不可能成為保羅以及當地信徒的敵人。
所以沒有會堂的建立，猶太人比較不可能成為保羅以及當地信徒的敵人
此外，當腓立比城的羅馬籍居民，對於猶太人也不是很友善，
這些的外邦人，很可能時而在信仰上攻擊腓立比的信徒，
因此保羅才會勸勉他們，對這樣的攻擊的反應，是不怕敵人的驚嚇。

保羅接著以「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來擴大「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
「齊心」希臘文直譯是「一個魂」，跟上文「同有一個心志」的意思是相當的，
因此「齊心」就可以了解成一心一意或者是同心合意。
「努力」這個字在希臘文，原初是使用在運動的場合上面，
是用來描寫一群的運動員一起為同一個目標而努力，
因此這個字是要顯示，腓立比教會的信徒共同努力的目標，就是所信的福音。

「驚嚇」是形容信徒被敵人攻擊時所受到的影響，

就是被嚇倒以致於驚慌失措，
但是只要他們能夠同有一個心志、齊心，
就不會容讓敵人有機可乘
就不會容讓敵人有機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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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他受苦。
30 你們的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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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 現在所聽見的 樣

保羅接下來就用一個插句，來堅定讀者的信心。
他說： 這是證明他們沉淪，你們得救都是出於神。」
他說：「這是證明他們沉淪，你們得救都是出於神。」
希臘文直譯：這是他們沉淪，你們得救的證明，這是出於神。
這句話有兩個「這是」…
第一個「這是」所指的，就是上一節所說的情形—
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他們雖然處在敵人的逼迫底下，但是卻不會被驚嚇。
腓立比教會的信徒不被敵人驚嚇，是兩個事實的證明，就是他們沉淪 你們得救
腓立比教會的信徒不被敵人驚嚇，是兩個事實的證明，就是他們沉淪、你們得救。
沉淪跟得救，應該從末世性的角度來瞭解，分別指永遠的滅亡跟永遠的得救。
保羅使用「證明」，並不表示腓立比教會信徒的敵人知道自己的命運就是沉淪，
而是指信徒忍受逼迫這件事，就是神在未來拯救信徒、刑罰逼迫者的清楚證明。

保羅在 29 就以「因為」這個字，來點出這一節跟上一節末了，
這是出於神的邏輯關係，表示信徒的勇氣之所以是他們得救的證明，
這是基於或者是這是因為神使他們蒙恩，
以致於得以信服基督和為祂受苦的事實上面。
「得以蒙恩」，可以翻譯成被授予特權或者是被賜予，
 這個字是跟恩典這個字是同字根的，意思就是來自於神白白的賞賜
 保羅使用這個字的用意是要表示一件事情，就是腓立比教會的信徒
保羅使用這個字的用意是要表示 件事情 就是腓立比教會的信徒
被上帝所賞賜的兩件事情，分別是信服基督以及為祂受苦
這邊所謂的信服基督就是指信基督 而為祂受苦或者是為基督受苦
這邊所謂的信服基督就是指信基督，而為祂受苦或者是為基督受苦，
就跟信基督同屬於基督徒生活當中不可分離的部分，
因此信徒就無法選擇要或者是不要接受。換句話說，為基督受苦是信徒的命運，
這是在他們信基督的時候，同時從神那個地方所賜下的。

第二個「這是」所指的，就是指前面所提到的所有的事情，包括：
「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指信徒的受威嚇逼迫，還有「他們沉淪，你們得救」。
這邊的「出於神」，常常是指神所賜的恩典或是指所作的恩典之工，
比如 林前
林前一30
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
恩典的工作在這一節當中，就顯明在信徒所經歷的逼迫跟救恩的確據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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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所說的受苦，是強調為基督，不是因為自己的軟弱、錯誤所遭遇到的痛苦。
而為基督受苦，就是指因為與基督認同，
以致於在服事基督的時候，所承受的一切的苦難跟挫折。
許多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或許會對這一種的觀念難以接受，
但是保羅卻是挑戰他們的神學，使信徒們瞭解一件事情：
受苦不但是無可避免的，並且也是上帝恩典的彰顯。
在保羅的神學當中 信徒的受苦常常是進入神國的必經之路 受苦既然是命定的
在保羅的神學當中，信徒的受苦常常是進入神國的必經之路，受苦既然是命定的，
也是得榮耀的必要條件，如此看來信徒的受苦，有它正面以及積極性的意義。
保羅接下來在 30 以他自己作為例子
以他自己作為例子，來鼓勵他的讀者。
來鼓勵他的讀者
27「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就是他與讀者都有相同的爭戰，
而這兩者都是為著福音的緣故而受苦的。
這裡的「爭戰」這個字，在保羅的用法當中，
 是描述保羅為著福音或者是信仰而有的衝突
 當他特別在面對一股反對的力量之下，為福音而有的勞苦或者是努力
因此「爭戰」這個字，常常就包括受苦的成分。

這個爭戰是「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現在所聽見的一樣。」
「從前所看見」講的就是保羅過去在腓立比下監的事情，
從前所看見」講的就是保羅過去在腓立比下監的事情，
那時候保羅曾經被獄卒以棍棒來毆打，並且兩腳都上了木狗
「現在所聽見」則是指保羅現在在羅馬被監禁的這件事情
保羅沒有明確地指出來腓立比教會的信徒，
或者是其他教會領袖如何遭遇到爭戰，
當然他也無意要表示腓立比信徒 有人像保羅 樣的被監禁
當然他也無意要表示腓立比信徒，有人像保羅一樣的被監禁，
但是他們為福音的緣故而勞苦、而受苦、而受逼迫是無庸置疑的，
夠
羅
樣 爭
這一點就夠構成保羅認定他們，有一樣的爭戰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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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經文我們可以學到的屬靈的功課…
第一、保羅對腓立比信徒所說的
第
、保羅對腓立比信徒所說的
「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的這個勸勉裡面，
是聖經當中有關於基督徒行為的重要主題，也在其他的地方出現，比如說：
弗四1 提到行事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
西一10 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
帖前二12 要叫你們行事對得起那召你們的神，
這一類的勸勉是要強調基督徒的生活是跟信仰的內容是無法切割的。
這一種信仰跟生活合一的注重，
比強調各式各樣的事工的策略還要來得關鍵；
 如果信仰到頭來，只是注重外在的包裝以及行銷的手法，
那麼它就失去了最神聖的目標 就是改變人的生命跟行為
那麼它就失去了最神聖的目標，就是改變人的生命跟行為
 如果信仰不能夠改變生命，人數的增加就沒有什麼意義
 如果生命沒有改變
如果生命沒有改變，生活與福音不相稱，
生活與福音不相稱
那麼我們還有什麼立場，來說服別人信耶穌的呢？

我們對這段經文作一個總結…
 保羅非常關心腓立比信徒的屬靈狀況，因此就勸勉他們要在信仰上堅忍，

而且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
 保羅也堅固他們為主受苦的心志，

他們的受苦不但是他們得救的證明，也是來自於神所賜的恩賜
不過保羅的關心卻不僅僅是如此，
他對信徒的關心正是反映他對福音的看重，從這段經文當中所出現的
一27a「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一27b
27b 「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
同有 個心志 站立得穩」
「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一29 「為他受苦」
一30 「一樣的爭戰」 …
這些就可以說明一件事情，就是保羅明確地向讀者宣誓—
基督耶穌的福音是信徒生活的中心，
是他們一生努力的目標，也是他們安身立命的基礎。

保羅指出腓立比信徒的爭戰和他的親身經歷是一樣的時候，
就表示他們的受苦跟爭戰，其實是與保羅在福音事工上並肩作戰，
因此透過福音，就把保羅與腓立比信徒緊緊地連結在一起。
很明顯的，保羅在這個地方所說的話，是要透過他自己的榜樣，
使腓立比的信徒能夠效法他，保羅以自己的經歷來鼓勵他們，
以致於當他們面對爭戰的時候，不必被敵人所驚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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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信徒的得救上面，保羅不僅指出它是出於神的主權，也清楚地提到
信耶穌、以及為祂受苦這兩件事情上面，同時都是神所賜下的，
聖經在不同的地方，也出現了類似的觀念，比如：
約十五18「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
約十五20「『僕人不能大於主人。』他們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們…」
提後三12「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裡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保羅沒有把為基督受苦視為災禍 而是神的賞賜 如果神賜給信徒的特權之
保羅沒有把為基督受苦視為災禍，而是神的賞賜，如果神賜給信徒的特權之一
是為基督受苦，那麼對保羅生命當中所承受的苦難就不會從悲情的角度來瞭解，
來 考
反而是從福氣的面向來思考。因為為基督受苦，就等於是與基督一同受苦，
而與基督一同受苦的結果，就是與祂同享榮耀。
保羅不以為基督受苦為恥辱，這個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一個屬神的人所引以為榮的勳章或者是記號，乃是因著事奉所受的攻擊，
因著冠冕所受的損失，因著基督所受的羞辱，因著福音所受的逼迫，
因著真理所受的唾棄，而耶穌稱這等人是有福的，因為這樣的遭遇
就顯示這等人是屬神的，並且也承受神在天上所為我們預備的賞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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