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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效法好榜樣的勸勉法好榜樣的勸勉

腓三17‐21
17 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17 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

也當留意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

18 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

我屢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地告訴你們：

19 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 專以地上的事為念。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20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21 他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

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2

可以再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三17，保羅說到要效法好榜樣…
保羅稱呼讀者「弟兄們」，這種表示親愛之情的稱呼，在前面已經出現過好幾次，保羅稱呼讀者 弟兄們」，這種表示親愛之情的稱呼，在前面已經出現過好幾次，

包括一12、三1、13，在這個稱呼的引導下，對腓立比的信徒作出新的勸勉：

不只要他們遵守他的教訓，也要作保羅所做的，就是「你們要一同效法我」。

這個勸勉其實可以在前一個段落三8‐14找到一些線索，

那個段落中一直出現「我」，總共出現了十二次，

於是就成為這 個段落 要求信徒效法他的勸勉來鋪路。於是就成為這一個段落，要求信徒效法他的勸勉來鋪路。

保羅要信徒效法的，主要的是指他一般性的行事為人，

其中也包括，他在下面的經文當中所暗示的，其中也包括 他在下面的經文當中所暗示的

就是跟天上的國民的身分相稱的人生的態度跟生活方式。

保羅不只是要信徒效法他，也要弟兄姊妹留意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

「留意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原文直譯是

「留意那些這樣行的人，正如你們在我們身上有榜樣 。 」

所要表達的意思就是：你們也要留意那些人，那些人是照我們榜樣而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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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表達的意思就是：你們也要留意那些人，那些人是照我們榜樣而行的人，

並且我們也為你們留下榜樣。

這句話裏面有三種人互相的效法，分別是：「你們」，就是腓立比教會的信徒；

「我們」，就是指保羅跟他的同工，「那些這樣行的人」這三種人。我們」，就是指保羅跟他的同工， 那些這樣行的人」這三種人。

這三種人的效法關係，就是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效法保羅跟保羅的同工、

而且腓立比信徒效法行事為人有好榜樣的人、

那些行事為人有好榜樣的人效法保羅以及他的同工。

這裏所指「那些這樣行的人」，並沒有明確地指出他們是誰，

保羅這樣作可能是故意的，表示任何一個效法保羅保羅這樣作可能是故意的，表示任何一個效法保羅

他們的行為的人，就屬於是那些這樣行的人。

這些人就跟下一節的「十字架的仇敵」，成為一個明顯的對比。

當保羅指出他們的榜樣之後，就藉以抗衡那一些十字架仇敵的不良的影響。

總而言之，這樣的效法並不限於保羅本身，不過卻是以保羅作為效法的起點，

但是最終所效法的還是耶穌基督祂自己。

在這裏所出現的榜樣，這個榜樣就是指倫理上的榜樣，

表示那些人就是照我們榜樣行的人，那些人在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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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那些人就是照我們榜樣行的人，那些人在看到

保羅、以及他的同工身上的生活之後，他們能夠對信仰作出委身。



第二個部分是 18‐19，提到不要效法壞榜樣…
這些人試圖對教會產生負面的影響，人數並不少，所以保羅稱他們是許多人。這些人試圖對教會產生負面的影響，人數並不少，所以保羅稱他們是許多人。

不過這些人雖然不是少數，但是他們並不是教會中的信徒，

至於他們是誰呢？我們就不容易確定了。

由於這是一個歷史的事件，

我們並沒有足夠的資料，來判定當時這些人的身分

不過能夠確定的是 雖然我們不知道他們的確切身分不過能夠確定的是，雖然我們不知道他們的確切身分，

但是保羅知道這些人、腓立比教會的信徒也知道

保羅稱那些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很可能他們是自稱基督徒的一群人，保羅稱那些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 很可能他們是自稱基督徒的 群人

因為這樣的用詞，是跟基督救贖性的死亡有關，

因此，這些人不像是外邦人、或者是猶太人。

但是為什麼稱他們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呢？

如果從這一節提到他們的「行事為人」這個用詞來看，

是他們的行為使他們成為基督十字架的仇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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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們的行為使他們成為基督十字架的仇敵，

這一點也可以從第19節，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19「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他們的生活方式顯示他們藐視基督的十字架，並且拒絕把十字架的救贖性含義他們的生活方式顯示他們藐視基督的十字架，並且拒絕把十字架的救贖性含義

應用在的生活上面。與基督的十字架為敵，可以用許多不同的方式來表現，

譬如：迦拉太教會有些人，想要把猶太人的律法強加在外邦的基督徒身上，

使耶穌基督救贖性的死亡變得沒有功效，

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也算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

但在本節 他們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使他們成為基督十字架的仇敵但在本節，他們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使他們成為基督十字架的仇敵，

特別注意，他們成為仇敵的對象是十字架，而不是基督的主權。

十字架所代表的意義，是耶穌為我們的罪死亡，十字架所代表的意義 是耶穌為我們的罪死亡

而那一些仇敵，是沒有把十字架的意義應用在實際的行為上面，

對於這樣的人，保羅曾經屢次警告你們，現在又流淚地告訴你們。

「流淚」這個字通常是以哭泣來表達深層的痛苦或者是憂傷。

因此保羅的流淚，是表示他想到這些人的時候極為悲痛，

因為他們名義上是基督徒，但是他們的行事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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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名義上是基督徒，但是他們的行事為人，

卻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

保羅對這些人有四重的描述...
1 「他們的結局就是沈淪」：1. 他們的結局就是沈淪」：

「結局」有最後的命運的意思，顯示的一幕是末世性審判的場景

「沈淪」在一28已經出現過，所指的就是滅亡，也是屬靈上的滅亡；

顯然這邊的沈淪，是指那一些人在末日審判的時候，判決的下場，

這個審判是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所施行的

「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希臘文並沒有「自己的 等等的字眼2.「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希臘文並沒有「自己的」等等的字眼，

「肚腹」就是肉體的轉喻，就是以肚腹來代表肉體

「以肚腹為神」，就是指他們以滿足肉體的慾望為生命當中最高的目標 以肚腹為神」 就是指他們以滿足肉體的慾望為生命當中最高的目標

這時候的肚腹的意思，就相當於保羅所慣用的肉體一詞，

換句話說，肚腹不是指某一種不當的行為，而是他們生活行事、生活行為，

跟隨從聖靈、順著聖靈、體貼聖靈，完全相反，乃是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顯然他們服事自己肉體的情慾，而肉體的情慾，正是神要拯救信徒脫離的地方，

他們被稱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就是因為他們的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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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被稱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就是因為他們的舊生命

沒有與基督一起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也沒有得著基督所賜的生命。

3.「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
「榮耀 意味著他們所樂於參與的事「榮耀」意味著他們所樂於參與的事

「羞辱」則是指他們應該對自己的行為所持的看法

因此這一句話帶有反諷的意味，因 這 句 帶有反 的 味

意思就是由於他們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

他們所引以為榮的事，實際上是他們的羞辱。

4.「專以地上的事為念」 …
「念」不只是指心智上的態度，也是指基本的目標跟內在的性情。

這個地方特別是表示，那一些人思考的傾向以及注意力是放在地上的事這個地方特別是表示，那一些人思考的傾向以及注意力是放在地上的事

「地上的事」中的「地上」是具有負面的意思，

所代表的是肉體與罪惡的範疇，與肉體形成一個同義詞

「專以地上的事為念」就等於以肉體的事為念，

就跟羅八5「體貼肉體的事」的意思相近。

就與基督徒應當以「天上的事為念 的教訓相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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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與基督徒應當以「天上的事為念」的教訓相衝突。

保羅這個時候所用的「地上」，就為下一節所要提到的「天上」來鋪路。



第三個部分三20‐21，所談到的主題或內容就是信徒將來的盼望…
這個時候保羅就把注意力，轉到腓立比教會的信徒身上，他說：這個時候保羅就把注意力，轉到腓立比教會的信徒身上，他說：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希臘文在句首有一個字「因為」，

和合本把「因為」翻成「卻是」，

是要跟前一種人就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形成對比

也是要導入，保羅要他們效法好榜樣的終極原因

保羅在這 節提到「國民 是要表示基督徒是屬於天上的國度保羅在這一節提到「國民」，是要表示基督徒是屬於天上的國度，

他們現今的地位與治理他們的權柄都是屬天的，

因為他們是由坐在神右邊的基督所治理的，因為他們是由坐在神右邊的基督所治理的

並且是由基督對信徒的治理，就決定他們現今存在的狀況。

因此，信徒雖然是住在現今的世代，他們早已經是天上的國民了。

我們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基督徒擁有雙重國籍，

或者說基督徒擁有雙重的身分，

一個是地上國度的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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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地上國度的國籍

另外一個是天上國度的國籍

對當時的人來說，最有價值的國籍就是羅馬的公民籍，

因為當時的人是以擁有羅馬的公民權為榮的；因為當時的人是以擁有羅馬的公民權為榮的；

但是對於基督徒來說，天國的國籍卻遠比地上的國籍更加的寶貴、

更有價值，因為地上的一切事情都會過去，

天國卻是可以存到永永遠遠，永遠不會滅亡。

在論到天上的國民的時候，保羅接著用下一句來補充這個思想，

「並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20b「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等候救主」的等候，不是一種枯等、無聊的等待，而是指熱切的等待。

保羅指出，信徒所等待的對象是救主，保羅指出 信徒所等待的對象是救主

「救主」原文的意思就是拯救者，我們和合本把它加上主這個字。

舊約，耶和華神是救恩的終極來源，耶和華神被稱為拯救者，或者說是救主，

並且這位神為祂的百姓伸冤，拯救以色列百姓脫離敵人的手中

新約，耶穌也被稱為拯救者，

因為耶穌把信徒從罪中拯救出來，使他們免於末日的審判所帶來的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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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耶穌把信徒從罪中拯救出來，使他們免於末日的審判所帶來的刑罰，

而這位救主，或者說這位拯救者，就是主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在末日拯救行動的特色之一，

21「祂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21 祂要按著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

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其中的「改變形狀」，有改變形式、轉變、變成的意思，

按照林前十五，信徒身體的改變，不只是外在的、形狀上的，

也是本質上的不同，它是不朽壞的、是榮耀的、是強壯的、是靈性的。

而「改變形狀 這個字 在本節是作未來時態而「改變形狀」這個字，在本節是作未來時態，

表示信徒身體的改變是未來的時候發生的，

也就顯示，神的救恩不只是使信徒的靈魂得救，

也包括使他們的身體得到改變。

而神改變信徒的地方是「我們這卑賤的身體」，

這個字也不是指與生俱來的邪惡的身體，它是指卑微的狀態。

身體之所以會處在卑微的狀態，是因為它會朽壞，它有軟弱 、它會死亡的意思，

並且這個身體也容易服在罪惡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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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這個身體也容易服在罪惡底下，

因此它的意思就跟林前十五44「血氣的身體」意思相同。

基督教對身體的看法，

並不是按著諾斯底主義的看法，諾斯底主義認為是「靈善物惡」，並不是按著諾斯底主義的看法，諾斯底主義認為是 靈善物惡」，

任何物質都是邪惡的

也不是佛教的看法，佛教認為這個身體是一個臭皮囊

就基督教信仰的看法，身體是神所創造的，

在最初創造的時候，神非常滿意祂的創造，就說：「甚好」

聖經也指出來 信徒的身體是神的殿或者是聖靈的殿聖經也指出來，信徒的身體是神的殿或者是聖靈的殿

更重要的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就是取了人的身體

就足以證明，神沒有把人的身體看作是低賤的，或者是不好的。

但是我們目前的身體在耶穌再來的時候，會有一個徹底的改變，

就是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特別注意的是「相似」這個字，

不是指「類似」，而是只有相同的形像，這個字所指的意思，

不僅是涉及外在形狀的改變，也是內在本質上完全的改變。

這就表示基督徒的身體在末日的時候的改變，會跟基督復活的身體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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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表示基督徒的身體在末日的時候的改變，會跟基督復活的身體 樣，

簡單的說「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就是指與基督復活的身體一樣。



信徒身體得到改變是跟耶穌基督復活有密切的關係，就如同

林前十五20‐21「基督從死裏復活，就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林前十五20‐21 基督從死裏復活，就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耶穌基督的復活，就保證所有屬祂的人也一定復活，並且耶穌復活的身體，

就成為所有神的兒女復活身體的標準—
耶穌有怎樣的身體，我們就有怎樣的身體。

信徒的身體能夠有這樣大的改變，

是立足在 個堅固的基礎上面 就是按著基督的大能是立足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上面，就是按著基督的大能。

「按著」有一致的意思，表示基督改變信徒身體的理由和標準，

是和基督的大能一致的，保羅稱這個大能是「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是和基督的大能 致的 保羅稱這個大能是 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

「大能」是指能力的意思。基督的大能不只是能使信徒的身體在末日得著改變，

還能夠使萬有歸服祂自己，「萬有」是指整個宇宙萬物

「歸服」是補充大能的意思，在這個地方有制伏、使屈服的意思

這個思想就跟腓二10‐11相互呼應：宇宙的每一個範疇，

都會臣服、承認耶穌基督是主，耶穌既然有能力使萬有歸服於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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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臣服、承認耶穌基督是主，耶穌既然有能力使萬有歸服於祂，

這個能力自然就能夠在末日的時候，使信徒的身體得著改變。

總結…
保羅在這個段落保羅在這個段落

 17勸勉信徒要效法好榜樣

 18‐19不要效法壞榜樣

有些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在那個地方他們所思所行的，

跟神的命令相違背，因此他們的結局就是沈淪。

但是信徒不但活在當下 也活在未來的盼望當中但是信徒不但活在當下，也活在未來的盼望當中，

他們是天上的國民，他們得拯救的最高峰，

就是被改變成復活的基督，有一樣榮耀的身體。就是被改變成復活的基督 有 樣榮耀的身體

當信徒往天路邁進的時候，心中滿有屬天的盼望和喜樂，

但是不要忘記自己的生活，要與所信的內容配合，但是不要忘記自己的生活，要與所信的內容配合，

其途徑之一就是要效法好榜樣，

而自己也要成為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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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功課…
1 在腓立比書當中，保羅會用一些實例來說明以及強化他的教導，包括：1.在腓立比書當中，保羅會用 些實例來說明以及強化他的教導，包括：

一12‐18 他自己；二5‐11 耶穌；二19‐30 提摩太和以巴弗提；

三17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以上的例子可以說是化為血與肉的真理，

而這些真理特別是放在興旺福音、謙卑、合一、忠心等等的勸勉上面。

聖經舉出一切有好的見證，與正確信仰態度的人，

是把他們視為教導的素材 使其他的信徒也能夠如此的生活是把他們視為教導的素材，使其他的信徒也能夠如此的生活，

而這些榜樣之多，就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

目的是要幫助信徒過一個與福音相稱的生活。幫 與 稱

我們或許會問，保羅在這個段落以及其他的地方，要信徒效法他，

是不是跟他在前面論到謙卑的教導有衝突呢？

其實不會，因為保羅二5‐11早已指出那最完美的榜樣就是耶穌基督，

同時保羅也坦承自己，還沒有完全，也沒有得著，保羅自己是效法耶穌；

因此效法保羅，追根究柢乃是效法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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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效法保羅，追根究柢乃是效法耶穌，

若是如此，保羅有這樣的勸勉就不是出於驕傲，也不是自義的表現。

2.指出信徒是天上的國民，因此他們就需要把盼望放在屬靈的領域上面，

並且等候救主耶穌基督將來從天降臨。並且等候救主耶穌基督將來從天降臨。

當時的人是以擁有羅馬的國籍為榮，但是從保羅的觀點來看，

一個人如果不是天上的國民，就難逃末世的審判，當末世來臨時，

萬民會站在神的面前，交代他一生對神的回應以及所作所為，

在那個時候任何的國籍，將如糞土一般一無所用。

我們知道被神治理的人是無比的福氣 信徒所擁有的 切屬靈的福氣我們知道被神治理的人是無比的福氣，信徒所擁有的一切屬靈的福氣，

在末日完全揭曉的時候，唯一合適的反應，就是在神面前獻上感謝、敬拜和讚美。

這等末世的盼望就提醒我們，我們的生活應該以神國為目標、以神國為中心，這等末世的盼望就提醒我們 我們的生活應該以神國為目標 以神國為中心

而不應該一昧地追求世界，這樣的表現不是基督徒應該有的。

一個人還沒有歸主的最好證明，就是由愛慕世界，把世界高懸在生命的目標當中，

看出一個緊抓住這個世界的人，是還沒有預備好進入神的國度，

想要腳踏兩條船的人，最後會發現兩頭都落空。

如果神的愛、那屬天的福氣，不能夠吸引那些自稱是基督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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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神的愛、那屬天的福氣，不能夠吸引那些自稱是基督徒的人，

並且造成他們生命的改變，我們怎能夠說他們是天上的國民呢？



3.保羅為我們描繪了信徒得救的終點與高峰，

就是有一天信徒的身體會被新的、靈性的身體所取代，就是有一天信徒的身體會被新的、靈性的身體所取代，

這個變化的過程是透過耶穌的大能造成的，並且是在一瞬間發生。

更令人讚嘆的是，那時候他們的身體，會和耶穌榮耀的身體一樣，

正符合羅六5「我們若在祂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

也要在祂復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

只有這樣的身體 才適合存在於神的國度當中；只有這樣的身體，才適合存在於神的國度當中；

會敗壞的、軟弱的、會死亡的身體，是無法承受神的國。

信徒既然有這莫大的福分與盼望，信徒既然有這莫大的福分與盼望

就應當堅固不可動搖，並且要常常竭力作主工。

如果是如此的話，蒙恩的信徒豈能夠對服事神的事情置之不理呢？

並且在信仰上怎能夠表現得搖擺不定，甚至充滿了怨尤跟不滿呢？

同時神的兒女在得知，他們將在末日進入神的國，

與神共享國度的福氣的時候，在屬靈上怎能夠表現得如同一貧如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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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神共享國度的福氣的時候，在屬靈上怎能夠表現得如同一貧如洗呢？

求神幫助我們在屬靈上能夠有正確的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