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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的问安保罗的问安

1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

腓立比书：一1‾2

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

2愿恩惠、平安从 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2

保罗在书信一 始，就跟提摩太自称他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当一讲到仆人 我们就会立刻想到旧约当 讲到仆人，我们就会立刻想到旧约，

有许多的人被称为是「神的仆人」或是「耶和华的仆人」，比如：
亚伯拉罕，诗一零五42这都因祂记念祂的圣言和祂的仆人亚伯拉罕。

在这个地方称祂的仆人亚伯拉罕
摩西也被称为是神的仆人，

民十二7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 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民十二7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约书亚也被称为神的仆人，

书廿四29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
大卫也被称为是神的仆人，诗八九3我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
约拿也被称为神的仆人，王下十四25神藉祂仆人…先知约拿。
甚至旧约所有的先知 也被称为是神的仆人甚至旧约所有的先知，也被称为是神的仆人，
耶廿五4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祂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

从以上的这些措辞 不管是称为我的仆人 祂的仆人 耶和华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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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这些措辞，不管是称为我的仆人、祂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

这些的人物都被称为是「神的仆人」 。

我们可以从神的仆人的用法里面，整理到一件事情：
旧约中神的仆人常常是代替神说话旧约中神的仆人常常是代替神说话，

并且负有拯救以色列人的使命，他们被神赋予一种权柄，

因此在旧约当中的耶和华的仆人，或者是神的仆人，
常常是跟尊荣还有权柄有关的。

但是在新约当中仆人的背景，却是跟旧约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仆人」这个字就是「奴隶」的意思因为「仆人」这个字就是「奴隶」的意思，

仆人或是奴隶，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是 低的阶级，

他们没有权利或者是自由 而且是当作财产被买卖的。他们没有权利或者是自由，而且是当作财产被买卖的。

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的自称，他跟提摩太自称是基督耶稣的仆人，
比较有可能是取自于希腊跟罗马的背景

这种的自称的意思，是要表示他还有提摩太，是被基督所拥有，

并且是全然委身于基督，以致于顺服基督耶稣要他们做的事情

当保罗跟提摩太在书信的 头 就以基督耶稣的仆人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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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保罗跟提摩太在书信的一 头，就以基督耶稣的仆人自称，
这个称呼就定义了他们的身分以及他们生活的目标。



这一卷书的收信者就是住在腓立比城，
并且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 诸位监督 诸位执事。并且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

这里的「在基督耶稣里」用词，
不可以从神秘主义的角度来了解，不是指在基督耶稣里

经历何等的神秘或属灵的经历

是要显示一个连结的观念：信徒是在耶稣的死和复活上与耶稣连结，

以致于就跟耶稣一同有分于祂复活的生命以致于就跟耶稣一同有分于祂复活的生命
因此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

是因为基督耶稣在救赎工作上，为他们做了一切。

此外，在基督耶稣里，这个用词也描述基督徒生活的范围，
也就是信徒他们的属灵生命、灵性，在基督之外是不能够生存的，

基督徒必须不断地，而且是全然地活在基督的属灵供应当中。
就像鸟活在空气中，鱼活在水中，树的根种在土壤上，

不管是鸟 鱼或者是树 他们都需要有空气 水还有土壤 才能够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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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鸟、鱼或者是树，他们都需要有空气、水还有土壤，才能够生存下去，

同样的基督徒的灵性，也必须要靠基督才能够维持。

一1提到「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
其中的「凡」还有「众圣徒」 这两个在原文是合在一起的其中的「凡」还有「众圣徒」，这两个在原文是合在 起的，

所以应该作「凡众圣徒」，而凡是所有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应该叫作「所有的众圣徒」，整句就是对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总称。

信徒被称为圣徒，是出自于旧约的背景，
在旧约里面把一切由神分别出来，并且归给神的物或者是人，称为是圣的。

因此「圣」的意思 是这个物或者是这个人在本质上因此「圣」的意思，不是这个物或者是这个人在本质上、

或者是道德上的完美无瑕疵

而是因为他们是归给神，并且是被神所使用的而是因为他们是归给神，并且是被神所使用的

在新约也是承继这样的涵义，当基督徒被称为圣徒，
是因为他们是被上帝所拯救，

所以他们就被上帝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就跟世人有别

而基督徒既然蒙恩，那么他们的责任，就是要事奉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蒙救赎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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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圣徒这一词，就表明信徒的蒙救赎的地位，
并且也连带界定了他们事奉的责任。

接下来就是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这两个职分是教会内两个事奉的角色，
诸位监督就是教会的领袖诸位监督就是教会的领袖，

诸位执事是教会领袖的同工或是助手。

保罗在提前三也分别提到两者的资格。

监督一词，在早期的教会中，
是跟长老以及牧师是可以互换的称呼，比如说：

徒 十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 请教会的长老来徒二十17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
保罗所请的是教会的长老，可是到了

徒二十28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徒二十28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
这时候称呼就从长老变成了监督，

可见长老跟监督的称呼是可以互用的

保罗在提多书也有这样的做法，
多一5吩咐提多「在各城设立长老」。

可是在 7 之后 保罗所列出来的那些资格或者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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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 7 之后，保罗所列出来的那些资格或者是条件，

却是监督的，显然保罗认为长老就是监督

监督的责任之一，就是有牧养的责任，比如说：
徒二十28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徒二十28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就是祂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在这个地方提到，这些监督需要牧养神的教会。

彼前五2也指出来那些作长老的人，说：
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 乃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
可见长老在早期教会当中，他们的工作也是牧养神的羊群。

我们可以看到监督是牧养神的羊群，长老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监督是牧养神的羊群，长老也是如此，
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的功能，就跟牧师在教会当中的功能是一样的，

牧师就是牧养神的羊群。

总而言之，长老、监督或者是牧师这三个称呼，
在早期的教会是可以互换的，他们可以说是同一种人，只是称呼上的不同而已。
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的长老 跟现在许多教会当中的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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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的长老，跟现在许多教会当中的长老，

在功能跟职分上是不一样的。



「执事」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本来是指那些低下服事的仆人，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 有时候是指服事主的人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有时候是指服事主的人。

比如说执事这个字，如果用在保罗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有不同的称呼：
林后三6保罗就自称他是「新约的执事」，
林后六4他自称是「神的用人」，
林后十一23他就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
弗三7他称他自己是「福音的执事」弗三7他称他自己是「福音的执事」，
西一25他称自己是「教会的执事」。

在这些不同的称呼里面，不管是执事、用人、仆人等等，
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而且都是用在保罗自己的身上。

「执事」这一个字，也可以用来称呼保罗的同工，比如说
帖前三2保罗就称提摩太是「神的执事」，
提前四6保罗就称提摩太是「基督耶稣的执事」，
西四7保罗称推基古是「主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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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四7保罗称推基古是「主的仆人」，
而称以巴弗是「基督的执事」。

和合本对「执事」这个字，
有的时候就是翻成仆人 有的时候是翻成执事有的时候就是翻成仆人，有的时候是翻成执事。

不过当执事这个字，用在指教会当中特定的职务的时候，
就跟刚才上述的涵义有所区别，

而且必须要跟监督的职分分 ；
执事这些人很可能就是监督、或是长老的助手
主要所负责的工作 比较是服务性的工作主要所负责的工作，比较是服务性的工作，

像是照顾那些贫穷生病的人、探视那些下监的人等等

在第 1节所提到的执事，就是属于这个意思，
他是跟监督一起，被通称为是腓立比教会的领袖。

于是众圣徒、诸位监督、诸位执事，

在本书当中，就成为保罗问候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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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对腓立比教会信徒的祝福是
「愿恩惠 平安 从神我们的父 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恩惠就是恩典的意思，

在一般希腊人的书信当中，常常是用来问安的话

平安是希伯来人、犹太人，

在见面的时候或者是离别的时候的问候语，比如说：
撒上廿五6大卫打发十个仆人去见拿八并且吩咐他们说撒上廿五6大卫打发十个仆人去见拿八并且吩咐他们说，

当他们见到拿八的时候，要说：「愿你平安，愿你平安。」
平安也是书信当中的问安语，比如说：

拉四17亚达薛西王回复省长的信当中，
在信一开始就说：「愿你们平安。」

可是保罗使用恩惠跟平安这两个字，把它合并在一起，
并且常常是使用在他的书信的 头的问候语当中，他特别加上基督教的涵义：

在保罗的神学里面 恩惠的意思就是指神对不配的罪人一种白白的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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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罗的神学里面，恩惠的意思就是指神对不配的罪人 种白白的赏赐，

因此恩惠就跟工价或者是善行的意思相反。

雅一17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这一节经文，可以为恩惠这个字的一般性的涵义，作最好的说明，
在神学上，我们会称为一般性的恩惠，或者是恩典，

以及特殊的恩惠，或者是特殊的恩典。

在一般性的恩惠上面，所有的世人都经历了上帝的恩惠，
可是上帝的恩惠或者是恩典 最明显的以及最重要的证据可是上帝的恩惠或者是恩典，最明显的以及最重要的证据，

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
罗三24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罗三24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这一节的恩典就是恩惠，而恩惠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以致于人能够白白的称义。

弗一7我们藉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祂丰富的恩典。
这一节的恩典，也照样是提到神的特别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

如此 来保罗所传的信息 就可以说是神恩惠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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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保罗所传的信息，就可以说是神恩惠的福音，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恩惠可以说是保罗对救赎事件 清楚的表达。



平安的观念也是来自于旧约，
这个字可以指人跟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也可以指弥赛亚的救恩这个字可以指人跟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也可以指弥赛亚的救恩。

当平安这个字用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保罗所说的平安，
不只是一种建全的状态，

包括身体上的、感情上的、心灵上的以及属灵上的

而且是指着属灵上的宁静、和谐还有满足
个人之所以有平安 是因为他跟上帝复和或者是和好的结果一个人之所以有平安，是因为他跟上帝复和或者是和好的结果，
一个人有平安，是从上帝那个地方赏赐下来的。

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 件事情就是
恩惠跟平安有神学上的因果关系。

如果我们把耶稣的救赎恩典，看作是上帝的特别恩惠，

那么它就是一个基础，那平安就是结果。

罪人是先蒙恩惠，也就是罪人是先被耶稣基督所拯救，
然后他就可以跟他人的关系 以及他自己的身 心 灵得着和谐跟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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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就可以跟他人的关系，以及他自己的身、心、灵得着和谐跟整全，

这个部分就是平安。

所以如果一个人拒绝神的恩惠，他必然无法享受神所赐的平安，
而恩惠的得着 只有借着信靠耶稣这个途径而恩惠的得着，只有借着信靠耶稣这个途径，

守律法或者是行善是全无用处的。
保罗就进一步地指出，

一2愿恩惠、平安从 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恩惠跟平安的来源，是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
保罗称神是我们的父 是把他自己跟读者站在相同的地位上保罗称神是我们的父，是把他自己跟读者站在相同的地位上，

来看待人跟神的关系，也就是说，

使徒保罗跟所有的读者都是神的儿女，

一起在同一个属灵的家庭当中称神为父

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在这里，把神跟耶稣基督并列，
他的目的是要表示那位高深的耶稣，是跟父神同等的，

并且一起作为恩惠、平安的赏赐者。
在保罗的神学里面 耶稣基督就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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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罗的神学里面，耶稣基督就是神，

耶稣基督跟父神以及圣灵，一起在救恩的工作上同工。

保罗在对腓立比教会的问安当中，是以耶稣基督的仆人自居，
由于他跟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过去所建立的默契跟情谊由于他跟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过去所建立的默契跟情谊，

就使得他不像在别的书信，他常常称自己是使徒。

保罗先问候所有的教会弟兄姊妹，然后才向特定的教会领袖，
也就是监督跟执事问安，当然教会的领袖，是包括在众圣徒的范围之内。

由问候的称谓来看，可以知道这个教会已经达到了相当的人数跟组织，

因此就有监督跟执事来负责教会当中不同的事工因此就有监督跟执事来负责教会当中不同的事工。

如同保罗大部分的书信一样，是以神和耶稣基督赏赐信徒恩惠、平安作为祝福的话。
对保罗而言，恩惠、平安不是书信 头的公式性的措辞而已，对保罗而言，恩惠、平安不是书信 头的公式性的措辞而已，
它乃是蕴含着深刻的属灵真理，神对人的爱、神透过耶稣基督所做出的

救赎的工作、神与人之间的复和关系，全部都是透过恩惠、平安表达出来。

在保罗的问候语当中，也可以看到他跟腓立比信徒之间的特殊关系。
他是以仆人自居，但是腓立比信徒也是服事主的仆人，

因为他们曾经跟保罗 起在福音上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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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曾经跟保罗一起在福音上有分，

甚至差遣同工以巴弗提把馈赠带给保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