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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兩大部分，第一個部分是 四1 是一個轉接經文：
既要導入上面所說那個段落的結論，也是要把重心轉接到下一個段落，
而上文指 三17‐21，論到信徒對保羅的效法、警告信徒不要效法壞榜樣、
身分是天上的國民、等候耶穌從天降臨、改變他們的身體。
保羅在這一節，對腓立比教會信徒的稱呼是「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們，
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第一句話…是跟第二句…成同位的關係，
換句話說，腓立比教會的信徒對保羅來說是「我所親愛、我所想念的弟兄們 ，
換句話說，腓立比教會的信徒對保羅來說是「我所親愛、我所想念的弟兄們」，
但是他們同時也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

腓四 1‐9
19
1 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
我親愛的弟兄 你們應當靠主站 得穩
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
2 我勸友阿蝶和循都基，要在主裡同心。
3 我也求你這真實同負一軛的，幫助這兩個女人，因為她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
還有革利免，並其餘和我一同做工的，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
4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5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
主已經近了
6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
7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8 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
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9 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
這些事你們都要去行，賜平安的 神就必與你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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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腓立比的信徒也是他所想念的，
所想念的」這個字是要說明保羅對他們的思念；
「所想念的」這個字是要說明保羅對他們的思念；
保羅也稱信徒是「我的喜樂」，雖然腓立比的教會並不完美，
他們還有許多要改進的地方，但是保羅一想到他們，
仍然心裏充滿喜樂，而稱他們是「我的喜樂」。
保羅在 腓立比書 當中，多次地提到喜樂這個字，所造成的喜樂的原因各自不同，
但是在這個地方保羅卻認為，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是他喜樂的來源。
但是在這個地方保羅卻認為，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是他喜樂的來源
保羅也稱他們是「我的冠冕」，「冠冕」這個字在競賽當中，
是指在競賽當中所贏得的桂冠，在新約常常用來指末世神賜給忠實信徒的獎賞。
但是在這個地方，卻是用來指保羅以他們為榮。
我們要特別注意，這裏的喜樂和冠冕，是指現在的事實；
也就是不必等到主再來 這些信徒已經是保羅的喜樂和冠冕了
也就是不必等到主再來，這些信徒已經是保羅的喜樂和冠冕了。

保羅在這一封信，常常稱呼腓立比的信徒是「弟兄們」，
保羅在這
封信 常常稱呼腓立比的信徒是 弟兄們」
但是比這個稱呼更進一步的是，「我的弟兄們」，
這個用法是要顯示，保羅與他們有親密的關係；
而「我所親愛的」，或者說「所親愛的」，
這個字是「我愛你們」的含蓄表達，
也就是說「所親愛的」其實是要含蓄地說我愛你們，
也就是說
所親愛的」其實是要含蓄地說我愛你們，
所以他所表達的含義，是跟我愛你們是一樣的強烈的。

1b「我所親愛的弟兄，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
保羅在同一節，連續使用兩次「親愛的」，
保羅在同一節，連續使用兩次
親愛的」，
就顯示保羅想要讓信徒知道，他是何等地愛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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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部分 四2‐9，主要的是五種不同的勸勉…
1 四2‐3
1.
四2 3 保羅勸教會的兩位姊妹停止爭吵，
這兩位姊妹分別是友阿爹和循都基，
我們不知道這兩位姊妹的確實身分，
或是她們之間到底為什麼事情爭吵，
但是保羅會在書信當中，明確而且公開的提到這兩位姊妹的名字，
 一方面是因為她們在教會當中可能是相當活躍
方面是因為她們在教會當中可能是相當活躍
 另一方面則是，她們之間的關係，確實造成整個教會的困擾

「站立得穩」原文是一個字，希臘文直譯是「站住」。
一27 已經提醒信徒要站立得穩，這個字在這裏又出現一次，
它是指對神有強烈的委身，以致於在信仰上堅持到底，
不論是來自於外在的逼迫，或者是侵入教會的錯誤教義，
腓立比信徒都要堅守信仰而不動搖。
保羅這個時候以「在主裏」來修飾站立得穩，
這樣的目的是要顯示信徒能夠站立得穩，
 是因為與主聯結的關係，也就是在主裏的意思
 離開主或者說離開與主的聯結，沒有
離開主或者說離開與主的聯結，沒有一個信徒是剛強的
個信徒是剛強的
同樣的，沒有信靠順服主，沒有一個基督徒能夠在信仰上堅持到底，
我們要有足夠的自知之明，就是除了緊緊地抓住主耶穌的手，
求祂賜力量，並且順服祂的命令，
沒有一個人的生命是禁得起考驗的，
彼得是如此，保羅是如此，我們也是如此，
過去是如此，現在是如此，未來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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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還委託「你這真實同負一軛的」來幫助這兩個女人。「同負一軛」
如由舊約所使用的 不可並用牛驢耕地」的背景來看，它就是指同工，
如由舊約所使用的「不可並用牛驢耕地」的背景來看，它就是指同工，
只是我們對這個人的身分不詳，但是這個人一定也知道，保羅是對他說話。
保羅會委託這個人處理這兩個女人的事，他一定為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所認識，
而且很可能是相當有影響力以及有智慧的人。保羅求這位同工來幫助她們，
這邊的「幫助」有協助的意思。從這裏可以看到保羅辦事的智慧跟謹慎，
他把勸架的事只委託給 個人 而不是 群人
他把勸架的事只委託給一個人、而不是一群人，
因為一群人勸架，會人多口雜、意見紛紜，最後是愈勸愈糟，
而且問題愈來愈大，甚至不可收拾。

保羅勸這兩個婦女「要在主裏同心」，
保羅勸這兩個婦女
要在主裏同心」
「同心」這個片語，在 腓立比書 本身就出現了六次，
它在這個地方所指的意思就是和諧相處或者是達成和解。
保羅並沒有說出誰對、誰錯，他沒有站在任何一方立場說話，
他也沒有提出她們兩個人不合的原因，
只有指出她們需要在主裏化解她們的衝突；
這一節的「在主裏」是指在主的主權底下，或者是服在主的權柄底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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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還有革利免，並其餘和我一同作工的，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

革利免在當時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名字，我們沒有辦法確定他的身分，
革利免在當時是
個非常普遍的名字，我們沒有辦法確定他的身分，
 他應該就是腓立比教會的信徒之一，保羅就沒有需要特別地介紹他
 保羅也稱呼他是和我一同作工的，表示他曾經參與在保羅的福音工作上
還有「其餘和我一同作工的」，保羅並沒有說出這些人的名字，
這些其餘的人，或許他們的人數太多，他們應該也是腓立比教會的信徒，
並且也都是在保羅的福音工作上跟保羅 同作工
並且也都是在保羅的福音工作上跟保羅一同作工，
可見腓立比教會有不少人，都是保羅的同工，這是相當難得的一件事情。
雖然保羅沒有提到一些同工的名字，但是他們的名字，
雖然保羅沒有提到
些同工的名字 但是他們的名字
都列在神的生命冊上。「生命冊」—
 在舊約就已經使用過，它可以指活人世界的冊子，
也可以是指末世進入永生的冊子
 新約，是指天國公民的名冊，意味著這些人有永生
就意思上來說，這裡的「生命冊」，
就意思上來說，這裡的
生命冊」，
可以說是跟 三20「天上的國民」的意思互相呼應。

雖然這兩個女人有爭吵的問題，但是保羅對她們卻有正面的描述，
保羅說：「因為她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
「一同勞苦」的原文是一個字，這個字如果與「福音」一起使用的時候，
就表示友阿爹跟循都基，曾經參與在保羅的福音工作上與他一同奮鬥，
因此這兩位姊妹對保羅的工作而言，是極為重要的，
以致於使這兩位姊妹和好，就成為一件相當緊急的事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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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5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
所講的內容是要喜樂。
4a 所發出的勸勉是「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並且在說完這句話之後又加上一句：
4b「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這兩次重複地出現是為了要強調用
 這兩次的「你們要喜樂」，都是用命令語氣來表達，
表示信徒不是可以隨意的選擇是不是要喜樂，
而是一個一定要遵守的命令
此外保羅勸勉信徒，喜樂有一個重要的關鍵就是靠主，
這邊的「靠」所要表達的是指他們喜樂的根據，
或者是說他們喜樂的基礎是在主的身上。
由此看來，信徒的喜樂不在於環境上的改變，
而是立足於不改變的主的身上。

5a「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

保羅要腓立比教會的信徒表現出謙讓的時候，
很可能是跟他們受到惡待有關，特別是他們謙讓的心是要叫眾人知道的，
表示所說的不是指教會內信徒之間的彼此對待，而是和教會外的關係；
因此這就意味著，這時候信徒面對外來的逼迫和反對的時候，
他們就要顯出寬容大量，以致於能夠對異教的鄰舍造成正面的影響力。
5b「主已經近了」。
「主已經近了

「近了」可以指空間也可以指時間上的關係，因此這句話有兩個可能的意思：
 如果是指時間
如果是指時間，就表示耶穌快再來，要拯救神受欺壓的子民
就表示耶穌快再來 要拯救神受欺壓的子民
 如果是指空間的時候，就是表示耶穌將要接近，
將要出現在他們那裡，垂聽他們的禱告
保羅使用這個字，可能刻意要使它保持模糊，用以保留兩者的意思。
所以「主已經近了」就可以了解成：他們要讓眾人知道他們謙讓的心，
 因為主耶穌已經近了，祂會為上帝的子民伸冤
 同時耶穌也是一位將要靠近教會的主，因此他們可以向上帝禱告
9

3. 6‐7「要禱告」的主題。
保羅在這兩節提出兩個命令：第一個就是
保羅在這兩節提出兩個命令：第
個就是 6a「應當一無掛慮」，
應當 無掛慮」，
「掛慮」顯示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正陷入在憂慮之中，由於他們正遭受逼迫，
他們會憂慮是一個非常自然的反應，保羅能夠有這樣的了解，
也跟他現在被監禁的經驗有關，他太了解這類情況的危險，
以致於他能夠在這樣的感受上有所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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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節 的禱告、祈求還有感謝，這三者的關係是這樣的：
 感謝是用來修飾禱告跟祈求；

因此合起來的意思就是，帶著感謝的心禱告跟祈求
 如此一來，感謝是禱告的態度，

而禱告跟祈求，就是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的途徑
於是整句話的重點，就落在「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這句話上，
它的原文直譯是「使你們所要的讓神知道」 。
它的原文直譯是「使你們所要的讓神知道

跟掛慮相反的，就是向神禱告，
跟掛慮相反的
就是向神禱告
6b「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凡事」是指在任何情況下 表示保羅要腓立比信徒
「凡事」是指在任何情況下，表示保羅要腓立比信徒，
一遇到憂慮的情況底下，就向神舉起禱告的手。
這一節出現三個有關禱告的字眼，就是「禱告」「祈求」以及「所要的」，
 這三個字都是名詞，並且可以說都是同義字，
都是意味著人向神祈求某些他所需要的東西
 這三個字在這一節當中連續出現，目的就是要強調在基督徒的生活當中
持續禱告的重要性，並且要對禱告的結果有熱切的期待
11

讓神知道是一個奇怪的說法，因為似乎暗示：神不知道信徒的需要、
神不知道信徒所處的景況 所以要讓神知道
神不知道信徒所處的景況，所以要讓神知道。
太六32「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
因此對照這兩節的說法，保羅這樣子說，
是要表示信徒的謙卑以及對神的依靠。
當信徒把他們的祈求讓神知道的時候，
信徒可以肯定一個確切的結果，就是
不論神是否應允他們的禱告，將會有平安保守他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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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節 開始就有一個字「並且」，和合本並沒有把它翻譯出來，

在腓立比信徒交託跟禱告的情況底下，神的平安所作的事情，
就是 7b「必在耶穌基督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必在耶穌基督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保守」這個字是一個軍事用語，
 原本是指軍人駐守在一個城市當中來保護這個城市的安全。
當時的腓立比城，就是羅馬軍隊的駐防城，並且受到羅馬駐軍的保護，
因此當保羅使用這個字的時候，教會的信徒便能夠立刻掌握它的意思
 神的平安要「保守」他們的，就是他們的心懷意念，是包括整個人的內在生命
神的平安要「保守 他們的 就是他們的心懷意念 是包括整個人的內在生命

它是導入前一節所說的結果，就是當腓立比教會的信徒，
它是導入前
節所說的結果，就是當腓立比教會的信徒，
凡事藉著感謝的心來禱告、祈求的時候，
將他們所要的告訴神時，不論神有沒有應允，
結果就是神的平安將會保守他們的心。
在這節出現的神所賜的平安，這個平安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原文「神所賜的平安 ，就是「神的平安 ，
原文「神所賜的平安」，就是「神的平安」，
它是指神所賜給人的平安，
然而人要得著神的平安，就是要先接受神在耶穌基督裡所成就的救恩。

人的內在生命在面對這個世界的時候，
這個世界不管來自於罪 撒但 敗壞的價值觀… 常常使信徒受到攻擊跟影響
這個世界不管來自於罪、撒但、敗壞的價值觀…，常常使信徒受到攻擊跟影響，
但是神的平安，卻能夠奇妙地保守信徒的心，使他們免於不安跟憂慮。
保羅最後加上「在基督耶穌裡」這個片語，來說明神保守信徒的範圍，
「在基督耶穌裡」這個片語，有與耶穌基督連結的意思，
因此一個人的心懷意念，能夠蒙神的平安所保守，
是由於他跟耶穌在生命上有連結，就是因為有這等關係，
才能夠使神的平安，在信徒的生命當中發生效用。

保羅對這個平安稱之為「出人意外的」，出…之外，是指超過的意思。
出人意外的「意」，就是指一切的了解，或者說一切的理解，
因此整個片語的意思就是，超出人的理解，
或者說超出人的理解能力之外的。
這句話是要表明，神的平安能夠除去人的憂慮，
這時候人所享有的平安，是超過人的思想跟期待的。
13

4. 第 8 節 勸勉信徒思念一些的美德…
這些的美德，不一定是基督教特有的德行，它們是當時社會上所認同的美德，
這些的美德，不
定是基督教特有的德行，它們是當時社會上所認同的美德，
並且這些美德，是沿用當時道德哲學的一些倫理的名詞。
在許多方面，基督教的教導跟異教文化是極為不同的，
然而保羅在這個地方，是用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所耳熟能詳的語言，
透過對他們出身的異教文化背景，腓立比他們能夠明白熟悉的詞彙，
為他們提供 個跨文化的信仰的勸勉。
為他們提供一個跨文化的信仰的勸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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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美德共有六項，分別是由六個形容詞來表達…
1) 真實的」，指內外一致真實可靠的意思，只要是合乎
1)「真實的」，指內外一致真實可靠的意思，只要是合乎
真實的言語、思想，或是行為，都是它所包括的對象。
2)「可敬的」，指人的高貴端莊，
包括可敬重的、莊嚴高貴的、高尚的意思。
3)「公義的」，公義的意思就是正義的或者是公正的；
4)「清潔的 ，清潔的是指道德上的純潔；
4)「清潔的」，清潔的是指道德上的純潔；
5)「可愛的」，可愛的是指令人喜愛的、令人愉悅的、討人喜歡的；
」
6)「有美名的」，有美名的意味著本身是有價值的。

保羅之所以有這樣的勸勉，可能是由於腓立比教會的信徒，
受到社會的排擠跟逼迫 他們傾向於把教會之外的 切事情嚴拒在外
受到社會的排擠跟逼迫，他們傾向於把教會之外的一切事情嚴拒在外，
然而保羅要提醒他們，世界上一切的真理都是出自於神，
就是不信主的人也能夠多少意會出神所啟示的道德觀念，
而這些美德，也應當被信徒所留意。
換句話說，世界的某些道德標準，是跟基督教的倫理相通的，
這種觀念對宣教，有極大的啟發作用，
因為這樣就可以為福音在異教文化中找到接觸點。

保羅最後以「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加以整理涵蓋前面六項美德，
德行就是指美德，稱讚就是指值得嘉許、值得稱讚的事；
也就是說，以上的六個項目既是美德，也是值得嘉許、值得稱讚的事，
因此就值得信徒去思念。思念是保羅常用的字眼，
他在這個地方使用這個字，是要表示腓立比教會的信徒，
要審慎地考慮這些事，並且讓這些引導他們，以致於能夠產生好的行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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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 要效法保羅，他們在保羅身上所學習、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
前兩個，是指保羅的教訓；後兩個，是指保羅個人的榜樣；
因此前兩個是言教，後兩個是身教，這兩者就構成完整以及有效的教導。
對於這些事—就是那四樣事情，保羅的叮嚀是「你們都要去行」，
行就是指實行，他在這個地方是用命令語氣，
表示保羅的言教跟身教，不是僅供信徒參考，
也不是任由他們選擇是否要執行 乃是必須遵守的命令。
也不是任由他們選擇是否要執行，乃是必須遵守的命令。

屬靈功課…
第一、在新約當中，一個人名列生命冊當中，是和永生的意思相通的，
第一、在新約當中，
個人名列生命冊當中，是和永生的意思相通的，
它也是永生神在基督耶穌裡，賜給一切憑信心接受耶穌的人。
在人的一生當中，如果他的名字能夠記載在生命冊上，就遠勝過任何的成就。
保羅在 四3 論述生命冊的時候，跟 四4「靠主常常喜樂」有密切的關係：
這個關係就是，由於信徒的名字被記在生命冊上，
因此就引起保羅勸勉他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因此就引起保羅勸勉他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從這兩節就可以看到，喜樂跟救恩是有關的。

當信徒能夠實行上半節的勸勉的時候，結果就有神的同在，
9b「賜平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表示神把平安賜給屬祂的人。
賜平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 」表示神把平安賜給屬祂的人
這個措詞若是跟 四7「神的平安」比較的時候，
神學意義上是非常相似的，只是強調點不同：
四9「賜平安的神」與人同在，四7「神的平安」保守人的心懷意念，
 只有信徒才能夠得享神的同在，並且唯獨神能夠賜人平安
 另外一方面，平安又沒有辦法離開神單獨存在
因此這兩個用詞在意義上是彼此關聯，兩者是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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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的喜樂，若是建立在救恩的基礎上面，
基督徒的喜樂
若是建立在救恩的基礎上面
那麼喜樂應該是他生命當中重要的記號，一個沒有喜樂的基督徒，
會使他的主顏面盡失，也會使自己的見證失去了說服力。
如果耶穌基督的救恩，不能夠引起信徒的喜樂，
並且也不能夠以喜樂來影響、感染不信的人，
那麼他的信仰一定是在哪裡出了問題，若是如此，恢復喜樂之道，
就是再次地檢驗自己與耶穌的關係，並且大幅調整、重新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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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信徒有時候會處在逼迫跟反對的環境當中，對於處在異教環境的信徒，
保羅的提醒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面對逼迫，不報復而且寬容的態度，
保羅的提醒「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面對逼迫，不報復而且寬容的態度，
不是基督徒懦弱的表現，更不是認同對方的做法，而是以好見證贏得人心。

第二、聖經在許多的地方勉勵我們不要憂慮，
 耶穌就鼓勵門徒不要憂慮衣食，因為天父會供應他們的需要
 彼得也勸勉信徒，要把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神會顧念他們
或許對一般人來說，憂慮對於那些無法掌握的事情，所發出來的自然的反應，
然而從信仰的角度來看，憂慮是對神的看顧缺乏信心。

寬
態度 對待逼 者 不 易
在這件事情 需
靠
以寬宏大量的態度，對待逼迫者並不容易，因此信徒在這件事情上需要信靠主，
並且需要有以下的認知：
1. 我們的主耶穌也受過逼迫，因此我們受逼迫是無可避免的。
解 家亨利 馬太有 確的 解
解經家亨利・馬太有正確的了解：
「基督的跟隨者在這世上，是不能夠期待得到比他們的主有更好的待遇。」
2. 我們要相信神是公義的神
我們要相信神是公義的神，也是為其子民伸冤的神。
也是為其子民伸冤的神
 保羅在 羅馬書 勸勉信徒說：「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 聽憑主怒」
 並且引用舊約聖經：「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神為祂的子民的伸冤是必然的事，當這個日子臨到的時候，
必定能夠使神的子民清楚體認神公義的作為，進而向祂獻上敬拜跟讚美。
既然有這樣的認知，信徒面對逼迫者的時候，更能夠忍耐、心生憐憫，
向他們展現寬容的態度，甚至為他們禱告。

保羅在這裡所說的掛慮，跟醫學上的憂鬱症是無關的，
他是指對神缺乏信心所產生的擔心跟不安。
是 對神
產
擔
安
勝過憂慮的良方，就是來到神的面前向祂傾心吐意，
並且是帶著喜樂 因為存著喜樂的心禱告 是信心的表現 有 位牧者說：
並且是帶著喜樂，因為存著喜樂的心禱告，是信心的表現。有一位牧者說：
「花在膝蓋上的禱告，遠比任何事情更能醫治心靈的緊張、精神的焦慮。」
信心的禱告，不只是把我們的需要交給神，
更是將我們自己交給神，使神來背負我們的重擔。
醫治憂慮的良方，既然保羅已經開出來了，
信徒就應當常常來到施恩的寶座面前，尋求主的憐憫跟恩惠，
並且在禱告當中體驗上帝的平安，對他們心懷意念的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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