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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順服的提醒服的提醒

腓二12‐1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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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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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14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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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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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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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喜樂。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

18 你們也要照樣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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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段落可以分成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二12‐13，所談到的是順服的命令。

二12最前面有一個連接詞「這樣看來」，是有「因此」的意思，二12最前面有 個連接詞 這樣看來」，是有 因此」的意思，

表示保羅在這個段落的勸勉是立足於前面那個段落，就是耶穌的榜樣上面。

保羅稱腓立比的信徒是「我親愛的弟兄」，原文是「我親愛的」，

由這樣的稱呼可以看得出來，保羅跟腓立比教會信徒之間有著親密的關係。

可是這樣的稱呼不只是用在跟保羅有良好關係的腓立比教會的信徒上面，

就是常常帶給保羅麻煩的哥林多教會，保羅仍然稱他們是我親愛的。就是常常帶給保羅麻煩的哥林多教會，保羅仍然稱他們是我親愛的。

這種基督徒之間的彼此相愛，反映了神對基督徒的愛，並且這個愛的源頭就是神。

顯然維繫保羅跟信徒之間的關係的，不是律法或者是權威，而是愛；顯然維繫保羅跟信徒之間的關係的 不是律法或者是權威 而是愛；

而這正是保羅具有影響力的地方，因為一個人若是要對別人產生正面的影響，

對方就要知道你有多愛他。

保羅接著就指出來，腓立比教會的信徒在順服的生活上有極美好的見證：

他說「你們既是常順服的」，腓立比信徒的順服，並沒有因著時間的消逝而減少，

事實上當保羅寫這封書信的時候，離他第一次在腓立比傳福音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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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當保羅寫這封書信的時候，離他第一次在腓立比傳福音的時候，

大約已經經過了十二年，這也是保羅在這個地方提到他們是常順服的原因。

12「作成得救的工夫」這個片語，應該把它翻譯成「達成自己的救恩」。

最合適的做法就是把這句話當作是指一個人要作好基督徒的角色，最合適的做法就是把這句話當作是指 個人要作好基督徒的角色，

「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是跟上文所說的順服是有關的，

意思就是信徒要過一個討神喜悅的生活，

把自己得救的事實、結果表現出來。

這樣的解釋，可以從 13得到支持。

保羅提到神已經在信徒的心裡作工之後 接著就在 關心他們在生活上的表現保羅提到神已經在信徒的心裡作工之後，接著就在 14‐16關心他們在生活上的表現，

言下之意就是信徒要過一個成聖的生活，也就是在這個段落當中所特別要強調的，

就是腓立比書當中的幾個重要的倫理議題，包括 ：就是腓立比書當中的幾個重要的倫理議題 包括

一27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二2‐4合一、二15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保羅接下來說「不但我在你們那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分別是指

保羅過去與腓立比信徒在一起的時候，就是「我在你們那裡」

他現在身處監獄當中跟他們兩地相隔，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

不管保羅在或者是不在腓立比信徒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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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保羅在或者是不在腓立比信徒當中，

保羅都希望他們能夠好好地把信仰在生活當中表現出來。



接下來就是 12b「就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恐懼戰兢 是指在審判台前的懼怕「恐懼戰兢」不是指在審判台前的懼怕，

就好像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樣

「恐懼戰兢」這個用詞是取自於舊約七十士譯本，恐懼戰兢」這個用詞是取自於舊約七十士譯本

是指對上帝的敬畏、倚靠還有委身

保羅在這邊的意思，是要信徒以敬畏上帝的心、活出基督教的信仰。

對於「做成得救的工夫」這件事情，

可能有些人會懷疑，我怎麼知道我的努力是可以達成目標的呢？

13以「因為 作為開始 就作了這樣的解釋：13以「因為」作為開始，就作了這樣的解釋：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因為」這個字所要導入的意思就是，既然神在他們心裡幫助他們，因為」這個字所要導入的意思就是 既然神在他們心裡幫助他們

他們就能夠恐懼戰兢地把救恩表現出來。

所以這個「因為」所帶出來的，就是鼓勵跟保證，

換句 說 信徒 能夠活出信仰 是完全靠賴上帝恩惠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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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信徒之所以能夠活出信仰，是完全靠賴上帝恩惠的工作。

13b「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的「運行」，原文的意思就是工作。

在新約當中，當這個字用在神身上的時候，是指大能或者是有效的工作，在新約當中，當這個字用在神身上的時候，是指大能或者是有效的工作，

而神工作的地方就是在信徒的心裡。

神在信徒心裡的工作之一就是使他們立志行事，

「立志」的意思就是指決心或者是有目的的決定

「行事」則是指人的活動

這就是表示上帝的工作的果效是雙重的，這就是表示上帝的工作的果效是雙重的，

因為上帝的工作會激發人的意志還有行動。

換句話說，神在人心裡的工作會鼓勵人從事某些事的意願，

而且也有能力去執行它們，這也是重生的真義，因為聖靈在人的生命當中工作，

所影響的部分不只是人的意願，也使人產生新的行為。

13b「為要成就祂的美意」，其中的「美意」是指神的美意，

12神的美意就是指祂要人把自己得救的事實表現出來，

13意思就是指神大能而且有效的工作，在信徒的心裡使他們能夠立志行事，

6

13意思就是指神大能而且有效的工作，在信徒的心裡使他們能夠立志行事，

而這種立志行事的最終目標，就是使他們能夠活出美好的信仰生活。

綜合來看，12、13這兩節的關係非常的密切，

在救恩的生活上面，人的努力跟神的工作是並行的，在救恩的生活上面，人的努力跟神的工作是並行的，

 12講到人的努力，

是信徒要在生活上把信仰努力地活出來

 13講到神的工作，

是神對這個目標的保證跟鼓勵

它們是基督徒在信仰生活當中的兩條的安全帶它們是基督徒在信仰生活當中的兩條的安全帶，

二者缺一不可。

這兩者不等同卻不互相衝突，這兩者不等同卻不互相衝突，

也不會因著一方的存在而取消另外一方，

它們乃是相輔相成，而且是有先後的次序，

也就是救恩先是神發動而且在人的心裡工作，

然後才有信徒的立志行事，

而最終的目標就是在生活當中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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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終的目標就是在生活當中成聖。

第二個部分 14‐16，所談的內容是順服的應用，就把順服的原則應用在生活當中。

14「凡所行的」，希臘文直譯是「你們做一切的事」；14 凡所行的」，希臘文直譯是 你們做 切的事」；

「一切的事」是泛指整個基督徒生活當中所做的一切的事。

在這個文脈當中特別是指在教會生活當中所做的事，

更明確的說，如果從整個大段的角度來看，

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所做的一切的事是包括

27同有 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來作成得救的工夫一27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來作成得救的工夫。

保羅在 14從負面的角度所做的勸勉是「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

保羅使用「發怨言」這個用詞的時候，保羅使用 發怨言」這個用詞的時候

很可能在他的腦海當中浮現出舊約以色列人在曠野向神發怨言的圖畫

不過如果我們從它的上下文來看的話，

保羅在這個地方所指的，比較是指弟兄姊妹之間的發怨言，

而不是指腓立比信徒對神的發怨言

同樣的「起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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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 起爭論」，

是指著爭議或者爭吵，所針對的對象也是人



保羅要腓立比信徒不要發怨言、起爭論的目的，就是要信徒成為

15a無可指摘，誠實無偽。15a無可指摘，誠實無偽。

這裡的「無可指摘」，在原文是一個字，

它不是指一個人在道德上的完美無缺，

而是指在未信者的面前沒有可遭控告的理由。

這個意思並不是說，信徒要在別人面前裝作聖人，

而是在未信者的面前 信徒的行為不當有遭人詬病的把柄而是在未信者的面前，信徒的行為不當有遭人詬病的把柄，

像發怨言、起爭論等等就容易遭人控告。

「誠實無偽」原文也是一個字，在希臘文它有純淨、純潔、天真無邪的意思。誠實無偽」原文也是 個字 在希臘文它有純淨 純潔 天真無邪的意思

在保羅的時代這個字是用來形容，沒有加水的酒或是沒有含其他混合物的金屬，

當這個字用在人的身上的時候，

就是指一個人的單純的個性以及純真無邪。所以這個地方

就是表示一個人的內心，沒有懷著邪惡或者是詭詐。

總而言之 「無可指摘 所講的是 個人外在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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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無可指摘」所講的是一個人外在的行為，

「誠實無偽」便是指一個人的內心的部分。

保羅接下來用一個句子來說明，他希望信徒能夠成為何等樣的人，就是

15b「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15b 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基督徒被稱為「神無瑕疵的兒女」，是因為這樣的生命才能夠反映神的本性。

在新約「無瑕疵」，具有道德跟屬靈的含義，

是用來描述信徒在神的眼中應該有的樣子

它在這個地方是從整體的角度來看一個信徒的表現，

因此就包括「無可指摘 以及「誠實無偽因此就包括「無可指摘」以及「誠實無偽」

然而信徒能夠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信徒所處的環境是在這個彎曲悖謬的世代。

「彎曲」是指著道德上的敗壞，而「悖謬」的意思，就是扭曲、墮落。

當保羅使用「彎曲」、「悖謬」這兩個字的時候，

正是對前面出現的「無可指摘」、「誠實無偽」相對應，

同樣的是分別論到人的外在行為以及內在的情況。

腓立比的信徒就是活在這個彎曲悖謬的世代 他們的責任不是跟這個世界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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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的信徒就是活在這個彎曲悖謬的世代，他們的責任不是跟這個世界認同，

乃是跟世界有別，進而能夠成為一群有力的見證人，來顯明他們是神的兒女。

保羅接下來用兩個句子來描述，腓立比教會的信徒在異教的環境當中的行為…
15b「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顯在」它的意思就是發光，15b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 顯在」它的意思就是發光，

「這世代中」就是在他們當中，指當時的異教的環境，包括那世代的人

「明光」是指天上的發光的光體，保羅是透過「明光照耀」這個象徵性的語言，

他是要表示天上是光體所發光的地方，

而當時的異教的世代，就是腓立比教會的信徒發光的地方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生命的道 所指的就是福音16「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生命的道」所指的就是福音；

如此一來生命就不是指屬物質的生命，而是屬靈的生命或者是永遠的生命，

這邊的道所指的意思就是基督教的信息。這邊的道所指的意思就是基督教的信息

「表明」應該說堅守，而不是表明或者是顯揚，

因為在這個地方主要的重點，不是論到傳福音，而是在說明合適的行為。

所以「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所指的就是堅守生命的道。

如果跟上一句一起了解的話，保羅的重點就清楚了：

信徒在異教的環境當中 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堅守福音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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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在異教的環境當中，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堅守福音的信仰，

如此在他們當中就是作明光的見證。

在對腓立比信徒作出勸勉之後，保羅接著提出一個個人性的因素來解釋為什麼

他對信徒有以上的勸勉：16「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他對信徒有以上的勸勉：16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

保羅在這個地方所提到的「基督的日子」，就是指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

那也是向主交帳的日子，在這個日子裡面，每一個基督徒都要在基督的台前，

按照他在世上的行為跟工作受到神的獎賞或是責備。

腓立比信徒若是能夠堅守真理，他就能夠在基督的日子誇口，誇口什麼呢？

就是沒有空跑 也沒有徒勞就是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

「空」跟「徒」，這兩個字在原文都是一樣的，都是指白費或者是浪費的意思

「跑」跟「勞」，分別是指著奔跑跟勞苦，保羅使用這兩個字是要來說明，」 」 著奔 勞 羅 來

他的使徒的工作是像賽跑一樣的努力，這是奔跑，也是極為辛勞的，這是勞苦

保羅在這邊的意思是，如果腓立比教會的信徒能夠堅守信仰，

那麼他在末日可以把工作的成果—就是腓立比教會的信徒，

把他們呈現在神的面前的時候，他就有誇口的根據。

這也顯示他的使徒工作是一個金銀寶石的工作，換句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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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顯示他的使徒工作是一個金銀寶石的工作，換句話說，

保羅未來在基督面前的榮辱，是跟腓立比信徒現在的狀況有密切的關係。



第三個部分二17‐18保羅的榜樣。在 17就說出保羅的喜樂的另外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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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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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所說的重點是：

腓立比信徒所獻上的信心是主祭，因此獻祭者是腓立比信徒而不是保羅

奠祭或陪祭，就是保羅自己，保羅願意讓自己如同奠祭一般的陪著主祭被澆奠

因此 17的意思就是保羅若是因著殉道而死，那就成為奠祭，

就得以伴隨著信徒所獻的主祭，如果情況真是如此的話，保羅也會感到喜樂。就得以伴隨著信徒所獻的主祭，如果情況真是如此的話，保羅也會感到喜樂。

最後再加上「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

是要表明腓立比信徒用信心獻給上帝的祭品，是懷著喜樂的，

於是保羅就在他們的喜樂上，也分享他們的喜樂。

18「你們也要照常喜樂，並且與我一同喜樂。」

是要勸勉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有進一步的喜樂，透過「照常」可以知道，

保羅不但因著自己被澆奠而喜樂

進一步地要求腓立比的信徒，同樣的要因保羅自己作奠祭被獻上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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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步地要求腓立比的信徒，同樣的要因保羅自己作奠祭被獻上而喜樂

如此一來，保羅跟腓立比信徒雙方就分享了彼此的喜樂。

總結…
首先提醒腓立比的信徒，過去是常順服的，就利用這一點作為勸勉他們的基礎，首先提醒腓立比的信徒，過去是常順服的，就利用這一點作為勸勉他們的基礎，

要求他們不論自己是否在他們那裡，都要恐懼戰兢作成得救的工夫。

就實際的層面來說，「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14在生活上就是要表現出不發怨言、起爭論

 15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這樣的生活 也是 27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這樣的生活，也是一27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只有當腓立比的信徒有這樣的表現的時候，

才能夠使保羅在耶穌再來的時候不辱使命，而且有蒙悅納的歡樂。才能夠使保羅在耶穌再來的時候不辱使命 有蒙悅納的歡樂

接著保羅話鋒一轉，提到自己殉道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若是當作是奠祭，

就可以作為信徒主祭旁的陪祭，這一點就成為他喜樂的另外一個原因；

然而保羅跟他們的喜樂，其實是可以互相影響以及彼此分享的。

從整個大段的意思來看，順服是保羅最主要的訴求點，他有耶穌的榜樣在先，

繼 是把它化成 作成得救的 夫的明確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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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而是把它化成、作成得救的工夫的明確指示，

最後保羅才能夠因他們的表現良好，以致於在耶穌再來的時候，享有安慰與歡樂。

屬靈功課…
第一方面：這段經文的重點是落在順服這個主題上面，第一方面：這段經文的重點是落在順服這個主題上面，

其他的部分，就是從這個主題發展出來的。

我們知道人類最初在伊甸園墮落的時候，就是因為出於不順服，

可是人一旦被神拯救之後，

順服就成為基督徒生命當中最重要的特徵。

因此我們如果以順服這個詞 來概括基督徒的生活的時候因此我們如果以順服這個詞，來概括基督徒的生活的時候，

我們可以這麼說，基督教就是順服。

順服不是與上帝建立關係的要素，而是這種關係存在的證據，順服不是與上帝建立關係的要素，而是這種關係存在的證據，

信耶穌的證據不在於你相信多少，而在於你生活上順服多少。

耶穌的羊，是在耳朵跟腳上有明顯的記號，

因為他們聽從祂的聲音並且是跟隨祂，

順服神是基督徒唯一的選擇，也是生命上不可或缺的必要。

因此順服是基督徒靈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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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順服是基督徒靈命的根基，

因為順服不會停止我們肉體的朽壞，但是能夠終止我們靈性的敗壞。

第二方面：基督徒有時候並不完全明白神在他們身上的恩典有多豐富，

也不甚了解神為他們的信仰生活做了什麼樣的工作。也不甚了解神為他們的信仰生活做了什麼樣的工作。

二13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知道，

基督徒能夠活出一個合神心意的生活是跟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大有關係

換句話說，是神在他們心裡工作，使他們願意而且也能夠行出神的旨意

信徒有時候由於無知或者是軟弱信徒有時候由於無知或者是軟弱，

甚至是試探的關係，而沒有意願來行當行的事情，

有時候則是願意為善，可是無奈卻沒有能力行出來。有 則 奈 沒 行 來

許多人以為，成為一個基督徒就是憑著自己的力量活出信仰，

但是他們同時又發現，自己無力勝過本身的軟弱，

以致於信仰的道路就充滿了掙扎跟挫折。

雖然這樣的經驗在人生當中的不同階段是真實的，可是卻不是最理想的，

保羅在這裡對信徒的提醒是至關重要，因為只有體認神與人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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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這裡對信徒的提醒是至關重要，因為只有體認神與人同工

以及神在人的心裡工作，才能夠在信仰的生活當中成就祂的美意。



第三方面：在勸勉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活出一個美好的生活的時候，

保羅特別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們的生活與保羅在耶穌再來的時候，保羅特別提到 件事情，就是他們的生活與保羅在耶穌再來的時候，

他的交帳有密切的關係。

基督徒在末日的交帳，跟不信者在末世受到的審判是不一樣的，

信徒因為信耶穌得以免去神在審判之日的憤怒，但是他們自己卻要

按照自己的生活以及所做的工作受審判，這個審判的意思就是交帳

這樣的交帳不在於定罪跟審判 而是看基督徒 生是否過得有價值 有意義這樣的交帳不在於定罪跟審判，而是看基督徒一生是否過得有價值、有意義，

因而按照他們的生活領受賞賜或者是蒙受虧損

一個基督徒所過的一生若是沒有價值，他的工程就如同草木禾稭，個基督徒所過的 生若是沒有價值 他的工程就如同草木禾稭

一樣的被審判的火所燒毀，他的結果便是沒有存留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也就失去了耶穌在太廿五21「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的賞賜。

相反的，如果一個信徒一生的生活跟工作經得起考驗，

他就會從主那裡得著賞賜。

保羅在這個地方引出基督臺前交帳的觀念 就指出 項重要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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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這個地方引出基督臺前交帳的觀念，就指出一項重要的真理—
每一個基督徒都要為自己的一生的生活來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