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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的感谢与喜乐保罗的感谢与喜乐

一1‐2我们看到保罗的自称、保罗问候的对象、
保罗祝福的内容，祝福的来源是什么。

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 从这两节当中我们现在要来看的是：从这两节当中，

可以学习到的属灵功课是什么？

第一 在新约当中仆人的称呼 并不是专属于保罗跟提摩太第 、在新约当中仆人的称呼，并不是专属于保罗跟提摩太，
基督徒信主之后的第一个要务，就是服事主，

如同帖前一9b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
在这一层的意义底下，服事神的就被称为是神的仆人，

或者说服事耶稣的就是耶稣的仆人。
所谓的神的仆人 或者是耶稣的仆人 或者称是基督的仆人所谓的神的仆人，或者是耶稣的仆人，或者称是基督的仆人，

不是仅限于少数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是圣经当中清楚的教训

如此一来，所谓的神的仆人不是一个职业、不是个阶级也不是个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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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神 阶 ，
乃是一个人信主之后，所伴随的属灵身分以及所必然有的属灵身分

彼得劝勉信徒，彼前二16总要作神的仆人。对所有的信徒，叫他们要作神的仆人。

在启示录更是把所有的圣徒 称之为神的仆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 西一7 四7在启示录更是把所有的圣徒，称之为神的仆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 西 7、四7
分别称以巴弗和推基古，是一同作仆人以及一同作主的仆人的缘故。

腓立比书当中，耶稣自己就成为一个谦卑的仆人，二7 耶稣是「取了奴仆的形像」，
就成为信徒效法的对象，这就表示信徒被期待成为仆人。

但是很吊诡的是，在圣经里面其实仆人就是自由的人，因为他是从罪、
从惧怕和律法当中得到释放 信徒得释放 是因为耶稣付上代价的结果从惧怕和律法当中得到释放。信徒得释放，是因为耶稣付上代价的结果，
林前七23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作人的奴仆。既然信徒是被买来，

自己就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属于主，并且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自己就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属于主，并且要服事那又真又活的神。

每个神的儿女如果没有这样的认知，就不会把事奉神看作是自已的责任。
在教会当中，很多人以为受薪的传道人才是神的仆人、领薪水的传道人，

才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于是大部分的事奉工作，都落在他们的头上，

自己有没有事奉并不在意，长久下来教会的衰退，常常是由错误的观念所造成的。
如果信徒 直都抱持这样的观念 教会的福音的工作自然就无法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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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信徒一直都抱持这样的观念，教会的福音的工作自然就无法推展，

当我们面对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怎能够再沈睡呢？

第二，我们能够学习到的属灵功课就是，
保罗在所谈到的恩惠跟平安 具有信仰的独特意义；保罗在所谈到的恩惠跟平安，具有信仰的独特意义；
也就是只有一个人先接受上帝的特别恩惠—

就是指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
当一个人接受上帝的特别恩惠之后，

才能够经历人跟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平安

而恩惠跟平安既然都是来自于神 而且是立足于个人跟神的关系上面而恩惠跟平安既然都是来自于神，而且是立足于个人跟神的关系上面，
因此，如果人拒绝福音或者说拒绝神的恩惠，

是不可能获得神的平安。是不可能获得神的平安。

神的平安是人跟神建立生命的关系之后，所领受到的礼物，
更重要的是，我们如果没有积极地向人传恩惠的福音，

别人就不可能有机会得到神的平安。

这是在一章1‐2我们所要讲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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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是一3‐8，所谈到的主要是保罗为信徒的感谢。
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3 6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 个部分是 3‐6，

这个部分是提到保罗感谢的原因。
第 3节 一开始，就向神发出感谢，他说：「我感谢我的神」，

他称神是「我的神」，

是表示他意识到他跟神之间的一种亲密的关系，

因此「我的」 所要表达的是关系因此「我的」，所要表达的是关系，
而不是对某一种事物的拥有，就像我的手表、我的衣服。

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多次也有同样的用法，譬如在腓四19、罗一8等等，， ， ，
大卫在诗三7也是有这样的用法。

保罗在这个地方指出来，他感谢神的时候是「我每逢想念你们」，

表示保罗时常想到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

当保罗一想到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时候，就为他们感谢神，
保罗不只是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感谢 他也经常为他们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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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不只是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感谢，他也经常为他们感谢。

我们怎么知道保罗常常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感谢呢？
第 4节一开始有一个副词就是「常常」 和合本把「常常」这个字第 4节 开始有 个副词就是「常常」，和合本把「常常」这个字，

放在第4节的最后一句，它应该是修饰 第3节的动词，就是我感谢；
所以合起来就是我常常感谢，而不是修饰第 4节末了的欢欢喜喜的祈求，

就变成了「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这是和合本的翻译。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是经常把常常还有感谢放在一起使用，譬如：
弗 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弗五20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
帖前一2 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这一节就应该作我常常感谢神。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这 节就应该作我常常感谢神。

保罗的感谢是他例行性的祷告的一个部分，第4节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
每一次保罗为他们众人祈求的时候，他也为他们感谢。
这就显示，保罗不只是一个祈求的人、不只是一个祷告的人，

他也是一个以感谢的心来祈求的人、以感谢的心来祷告的人。

第4节的祈求这个字 在原文跟 9祷告这个字是不 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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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的祈求这个字，在原文跟一9祷告这个字是不一样的，
可是这两个字基本上它的含义是相同的。

保罗为腓立比信徒的祷告，绝对不是一件苦差事，他乃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欢欢喜喜在希腊文 直译是带着喜乐欢欢喜喜在希腊文，直译是带着喜乐
这一节的喜乐，是第一次出现在腓立比书中，它是腓立比书所强调的主题。

喜乐不全然是一种情绪，它也包括理性的认知和信仰上的态度
以腓立比书的用法为例，保罗可以在捆锁当中喜乐，一18这有何妨呢？

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
不但如此 保罗就是殉道而死也是喜乐 二17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献的祭物不但如此，保罗就是殉道而死也是喜乐，二17我以你们的信心为供献的祭物，

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保罗喜乐的原因，是由于保罗认识到上帝在一切的事情上掌权、工作，保罗喜乐的原因，是由于保罗认识到上帝在 切的事情上掌权、工作，
以致于他可以在主里感到安稳跟满足。

喜乐是跟信心有关的，因为信心的眼睛，可以穿越任何事物背后的障碍，
看到上帝的同在跟保守。

所以即使保罗在监狱当中，也能够靠主喜乐。
他也同样地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靠主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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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同样地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靠主喜乐，

或者是靠主常常喜乐，这些表现都是跟信心有关的。

对保罗而言，他感谢、他喜乐地祈求的原因
是腓立比信徒跟他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是腓立比信徒跟他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

同心合意在原文是一个字，意思是指相交、团契、分享，或者是有分于。

从文脉来看，这是指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各样的福音工作上有分，
这些事工的参与，包括对保罗金钱上的资助、为福音的进展来祷告、

为实际的参与福音的传布，甚至跟保罗一同受苦。

腓立比的信徒跟保罗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 是从头 天起的腓立比的信徒跟保罗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是从头一天起的，
从头一天，是指保罗最初传福音给腓立比信徒的时候。

然而腓立比信徒跟保罗在福音工作上的配搭，不只是有从头一天起之后的然 腓 信徒跟保罗在福音 作 的配搭，不只是有 头 天起之后的

那一小段时间而已，而是直到如今。这段时间有多长呢？
当保罗初次传福音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时候，大约是 AD49，
当到他写这封信给他们的时候，大约是 AD60‐62，

所以这段时间至少经过了十年以上；
但是他们对福音的热诚以及事奉的投入 一点都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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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对福音的热诚以及事奉的投入， 点都没有改变，

并且保罗在罗马被囚禁的时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仍然以金钱来帮助保罗。



保罗接着提出他感谢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在第 6节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 必成全这工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保罗所深信的是他对上帝在腓立比信徒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有坚定的信念。
第6节「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这句话的原文，有「开始」这一个字，

被和合本省略，吕振中译本把它翻译出来：「我深信那在你们身上开始了善工的」，
就表示他们能够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的事上，是由上帝首先在他们心中发动

而不是由他们自己主动起意 保罗虽然设立了腓立比教会而不是由他们自己主动起意；保罗虽然设立了腓立比教会，

但是「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那一位，不是他而是上帝

善工，原文的意思就是美好的工作，它是指什么工作呢？善工，原文的意思就是美好的工作，它是指什么工作呢？
有不少的学者主张，善工的意思就是，当腓立比人接受保罗所传的福音之后，

上帝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开始的恩典之工，而他们随后对福音事工的积极参与，

是这个内在的恩典之工的外在证明。

理由之一，就是这个工作它的原文在七十士译本，可以是指神的创造工作，
譬如说在创二3「神歇了祂一切创造的工 就安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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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说在创二3「神歇了祂 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
因此就可以把本节的善工，看作是属灵上的新创造。

可是这样的解释就忽略了上一节跟第6节之间的关系，
因为从上下文来看 第5节的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 其实是跟第 6节的善工平行因为从上下文来看，第5节的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其实是跟第 6节的善工平行

此外 创二3 在重点跟用字上面，跟我们这一节并没有对等，

因此就没有办法用创世记的经文，来说明这一节的含义

所以，善工不是指上帝在腓立比的信徒生命当中
开始的救恩和更新的工作，它是指他们跟保罗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

上帝一旦在腓立比信徒身上开始了这个工作上帝 旦在腓立比信徒身上开始了这个工作，
是不会半途而废的，祂乃是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这一句话的「必成全这工」，在原文是一个字，这 句话的「必成全这工」，在原文是 个字，
它的意思有完成或者是完成正在进行之事的意思；

「直到」这个字，是作在什么时候、在什么之时，
意思就是说，保罗所深信的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将不会停止在福音工作上的参与，

他们在福音工作上的参与 也包括对保罗的慷慨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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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福音工作上的参与，也包括对保罗的慷慨解囊，
他们的参与就使得这个工作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可以完成它。

这段经文的第二个部分，是一7‐8，是提到保罗对信徒的思念和爱。
保罗在第 7节就解释，他对腓立比信徒有以上的正面想法，保罗在第 7节就解释，他对腓立比信徒有以上的正面想法，

这个正面的想法就是在第 3节跟 第 6节当中所描述的，

而保罗对信徒有这一种正面的想法是合宜的。

他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意念」是保罗特有的用字，
它的意思相当广泛，包括一个人的态度、意志、感情、想法、意见等等；

「应当的」它的意思就是指恰当的「应当的」它的意思就是指恰当的，

保罗认为他为他们来感谢、为他们喜乐、有信心等等这些意念是恰当的。

因此它并不是一句客套话，意念这个字可以充分地显示，因此它并不是 句客套话，意念这个字可以充分地显示，
保罗跟腓立比信徒之间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还有美好。

为什么保罗对他们存有这样的意念呢？他接下来就说明了原因，说：
你们常在我心「因你们常在我心里」，这里的心里或者心，是指一个人内在的生命部分，
包括思想、感情、意志的层面，

这一句话是表示 保罗对他们诚挚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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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句话是表示，保罗对他们诚挚的感情，

换句通俗的话来说，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是保罗所爱的心上人。

保罗用两个片语说明同一个情况，就是「捆锁之中」、「辩明证实福音的时候」，
这两个片语其实所讲的是同一件事情这两个片语其实所讲的是同 件事情，

只是辩明证实福音的时候，是捆锁之中这个片语的扩大说明。

捆锁之中，是指保罗现在被囚的这件事情，
而辩明证实福音的时候的「辩明」还有「证实」，这两个是同义字，
它们在这里一起来修饰福音，这个时候就具有为福音辩护证明的意思

这两个字就是表示 保罗在法庭受审的时候 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为福音作见证这两个字就是表示，保罗在法庭受审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为福音作见证
换句话说，当保罗在法庭上的时候，就是他传福音的新管道：

保罗把他在法庭上的场合，看作是见证神的机会。

「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这一句话的原文，可以作你们都与我分享神的恩典，
是要说明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与他之间有共同的经验。

一同得恩的「一同得」，在原文只是一个字，有参与者或者是伙伴的意思

这里的恩，前面有一个定冠词，表示这个恩是一种特别的恩典，

这个恩典是指神目前所赐给保罗的环境 这个环境就是他刚刚说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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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恩典是指神目前所赐给保罗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他刚刚说过的，

就是无论在捆锁之中，是辩明证实福音的时候。



腓立比的信徒是如何在保罗的处境上面成为参与者呢？
成为 同得者呢？就是借着以财物来支持保罗成为一同得者呢？就是借着以财物来支持保罗

以及经历跟保罗同样地受苦跟争战，

如此一来，这一句话的情形就跟一5所说的
「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的部分意思是互相呼应的。

一8就用因为来解释为什么腓立比的信徒常常在他的心里。
和合本并没有把因为翻译出来，他说：

「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
这一句话的「我切切地想念」 在原文其实是一个字这 句话的「我切切地想念」，在原文其实是 个字，

它是一个正面的字眼，用来表示渴望、切慕等等意思；
保罗的切切地想念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是表示对他们的关心。

「心肠」这个字，原文是指人的内在的部分，

在象征性的含义上面，它是指人的情感中心，

简单地说 心肠就是指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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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心肠就是指爱心。

这个地方的体会，在原文其实是一个介系词，
它具有模范以及驱动者的双重含义 意思就是说：它具有模范以及驱动者的双重含义，意思就是说：
保罗对他们的思念跟爱，是如同基督耶稣对他们的爱，

并且是由基督耶稣的爱所驱动的

由于基督在保罗里面活着，因此保罗是受感于

基督的爱使保罗爱他们如同基督耶稣爱他们一样

并且基督耶稣是透过保罗爱他们 保罗的爱绝对不是虚假的并且基督耶稣是透过保罗爱他们，保罗的爱绝对不是虚假的，
他以发誓来说明他对腓立比教会信徒的爱是真实的，

他说：「这是神可以为我作见证的。」他说：「这是神可以为我作见证的。」
这一句话的原文是，神是我的见证人。

这样的发誓，其实保罗在其他的书信当中也可以看到，
表示他是何等的严肃地说出这句话。

耶稣教导我们不可以起誓，是因为一般人太容易把神拉进来，为自己的话语背书，

这样的做法既不负责任也不尊重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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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做法既不负责任也不尊重神。

保罗在这里的发誓，是表示他所说的是真心话，甚至他的神可以成为他的见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