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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处境与信徒传福音的动机保罗处境与信徒传福音的动机
12 18一12~18a

12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
13 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14 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 神的道，无所惧怕。
15 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
16 这一等是出于爱心 知道我是为辩明福音设立的；16 这 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辩明福音设立的；
17 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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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部分是 12‐14，这一段所谈到的内容是保罗所处的景况。
在这个段落当中，一开始保罗就称呼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是弟兄们，

弟兄们这个用词，是来自于犹太人的传统，因为犹太人也是用弟兄们来互相称呼，

来表示他们是神的子民。但是保罗使用这个称呼的用意，
是要表示基督徒在神家中的关系 这个关系不是由血缘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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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表示基督徒在神家中的关系，这个关系不是由血缘所产生的，
而是透过信耶稣以及遵守神的命令所建立。

所以弟兄们，不是一个挂在口里的客气称呼，而是属灵生命的认同与相爱的对象；
而爱的极致 就是约壹三16「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而爱的极致，就是约壹三16「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保罗愿意腓立比的信徒知道是：「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
「我所遭遇的事」，原文的意思就是有关我的事，或者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13、14可以知道，这个事情就是指保罗被囚的事情。「兴旺」的意思就是指进展，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保罗失去自由必定会使福音的工作大受限制，

但是保罗的看法却是完全相反 他不认为身在狱中会叫福音的传播受阻但是保罗的看法却是完全相反。他不认为身在狱中会叫福音的传播受阻，

或者是撒但暂时得胜，而是更是叫福音兴旺。

这边的「更是」的意思是「反而」，这边的「更是」的意思是「反而」，
它是说明保罗的被囚，可能令人想到福音的传播必定受到阻碍，

但是实际上的情形却是相反，就是福音得以进展。
换句话说保罗虽然被捆绑，可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保罗没有借着自身的遭遇，来引起腓立比信徒的同情，

相反的 他不要信徒过度为他目前的处境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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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他不要信徒过度为他目前的处境担心，

反而指出他身在狱中是有助于福音的进展。

保罗就在以下的几节就解释福音是如何进展的…
福音的进展是由两种人受他的影响来看出福音的进展是由两种人受他的影响来看出，

一13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第一种人，是对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是御营全军还有其余的人这两类：

首先是「御营全军」，御营这个字，就是指着那些保护罗马皇帝的御林军，
他们就是驻守在罗马城里面，这些御林军在当时约有九千到一万人之众。

而保罗提到御林军的原因 是由于他要上告该撒而保罗提到御林军的原因，是由于他要上告该撒，

所以他就是该撒的囚犯，理当被御林军所看守。

当保罗在这个地方指出御营全军，意思就是全部的御林军，
全部的御林军都知道保罗的案件的时候，实在令人有点吃惊，全军如何都知道呢？
有可能保罗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夸张的用法

但是更可能是 由于每 天看守保罗的御林军但是更可能是，由于每一天看守保罗的御林军，
换班回到营区时，将保罗的事情说给其他的同袍听，

于是就在保罗坐监的两年当中口耳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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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在保罗 监的 年 中口耳相传，

以致于御营全军都知道保罗是为基督的缘故而身系囹圄



至于其他的人到底是指哪些人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并没有明确的说出，
但是这些人一定是跟御营全军有所分别 他们是包括曾经跟保罗接触过的人但是这些人一定是跟御营全军有所分别，他们是包括曾经跟保罗接触过的人，

这些人应该是住在罗马城当中。

总而言之，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要指出来福音是因着他有何等的进展，
虽然保罗并没有指出这些人因保罗的缘故而信主，

但是这一句话至少可以说明，就是他们都知道
保罗的被囚是为基督的缘故而下狱的保罗的被囚是为基督的缘故而下狱的。

换句话说他们知道保罗的被囚，不是因为作奸犯科，乃是由于他是个基督徒。

「为基督的缘故」这个片语直译的意思，就是在基督里，「为基督的缘故」这个片语直译的意思，就是在基督里，
保罗使用它有特别的用意，在这个地方它不单是表示他的下监是为了基督，

更是要说明他跟基督之间有亲密的连结，

所以他的被囚，就是为基督一同受苦的一个部分。

因此第13节我受的捆锁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就可以按照意思把它翻译成：
我受的捆锁既可以显明 我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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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的捆锁既可以显明，我是 个在基督里的人，
也可以显示我是基督的门徒，以致于就与基督一同受苦。

除了不信主的人之外，保罗的入狱所影响的第二方面的人物，就是大多数的弟兄，
和合本把它翻成「弟兄多半 」 其实它应该是作「大多数的弟兄」和合本把它翻成「弟兄多半...」，其实它应该是作「大多数的弟兄」

这里的弟兄不是指腓立比教会的弟兄，而是在罗马教会的弟兄，

因为保罗是被囚于罗马，他们亲自见证了保罗的信心跟主的保守

罗马教会的弟兄们，因着保罗的受捆锁，就有两方面的反应：
第一方面是「笃信不疑」在原文是一个字，在这个地方有信赖或者是依靠的意思，

在这里的「在主里的笃信不疑」在这里的「在主里的笃信不疑」，
当中的「在主里」它的文法地位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不是跟弟兄一起使用，以致于就成为在主里的弟兄它不是跟弟兄 起使用，以致于就成为在主里的弟兄

而是跟笃信不疑一起来使用，因此就会变成大多数的弟兄在主里笃信不疑；

用来表示他们对主的信心是在主里的，在主里的主就是指耶稣

这里的在主里所要强调的是罗马教会的弟兄们之所以能够笃信不疑，
终极而言不是建立在保罗被监禁的事情上面，
而是出于对耶稣先前对他们的生命所做的工作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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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出于对耶稣先前对他们的生命所做的工作上面。
因此这里的在主里所指的就是他们信心的根基是主。

罗马教会的弟兄们第二方面的反应就是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越发」在这个地方是用来比较两种情况 就是罗马教会的信徒「越发」在这个地方是用来比较两种情况，就是罗马教会的信徒

目前的情况跟先前的状况，两相比较之下，现在是更加放胆传神的道；

但是这个含义并不暗示他们过去是胆小畏缩的，只是强调，现在比过去更加勇敢。

「放胆」是有勇敢的意思，但是这个勇敢，是预设人是处在危险的情况底下，
明确地说，罗马教会的弟兄们所表现的勇敢，不是在一帆风顺的情形底下，

而是在敌人逼迫的景况底下有的而是在敌人逼迫的景况底下有的。

「神的道」原文只是「道」，它所指的就是福音，这个福音是跟基督有关，

所以在第14节所讲的是传神的道，到了下一节就变成传基督。所以在第14节所讲的是传神的道，到了下 节就变成传基督。

「无所惧怕」在原文是一个字，由于罗马教会的信徒越发放胆，
就导致他们传神的道的时候能够无所惧怕。

按人的常情，在当时的环境下，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可能会畏惧当局
会找上自己的头上，甚至会试着撇清他们跟保罗之间的关系，

但是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不但没有任何的退缩 反而是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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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不但没有任何的退缩，反而是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

因为他们对着主的信靠跟委身所呈现出来的勇气，实在是令人激赏。

这个段落的第二个部分是 15‐18节，所谈的内容，
就是罗马教会的信徒宣讲福音的动机就是罗马教会的信徒宣讲福音的动机…

在一14就提到弟兄们，到了第 15节开始，保罗就把这些弟兄们
以传福音的动机来分类，他们可以分成两类的人：

一类是出于嫉妒纷争，另外一类是出于好意。

保罗怎么知道他们传福音的动机呢？他并没有说明，
但是他自信地指出第 类的人传福音的动机是「嫉妒纷争」但是他自信地指出第一类的人传福音的动机是「嫉妒纷争」。
嫉妒是未重生之人的特色，是属情欲的，

犹太人的祭司长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原因就是出于嫉妒，犹太人的祭司长把耶稣交给比拉多的原因就是出于嫉妒，

因此信徒得救之后就应该弃绝它。

不过就保罗的观察里面，有一些罗马教会的信徒身上仍然存着嫉妒。
纷争这个字不是因为意见不合所发生的争执，它应该翻译成争竞或者是竞争
所以这些人传福音是为了跟保罗分庭抗礼一较高下，

这些人传福音并不是关心福音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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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传福音并不是关心福音的传播，

传福音其实是假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增加保罗捆锁的苦楚。



至于传福音的第二种人，他们的动机就是「出于好意」，
这里的好意 如果跟嫉妒纷争或者说出于嫉妒 来相对照的时候这里的好意，如果跟嫉妒纷争或者说出于嫉妒，来相对照的时候，

可以知道他们的对象不是指神而是人，所以出于好意，就是对保罗的好意。

一16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辩明福音设立的。
这一类的人的动机之一是爱心，如果跟加添保罗捆锁苦楚的人作为对比的话，

这里所说的「爱心」就是指对保罗的爱心。

接下来保罗更是以「知道」 来说明这些罗马教会的信徒出于爱心传福音的原因接下来保罗更是以「知道」，来说明这些罗马教会的信徒出于爱心传福音的原因，
他说：「知道我是为辩明福音设立的」，意思是这些信徒的传福音的工作，

不仅仅是出于对保罗的善意跟爱心，更是知道并且尊重保罗福音使者的身分。不仅仅是出于对保罗的善意跟爱心，更是知道并且尊重保罗福音使者的身分。
罗马教会的一部分信徒对保罗身分的尊重，就暗示对神的尊重跟敬畏，

因为保罗既然是神所设立的，那么尊重受差的人也同时表示尊重差他的神。

「设立」是表示被指派的意思或者是被指定，
表示保罗辩明福音的事奉是神所交付的使命，

而罗马教会的 部分信徒也能够认同保罗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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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罗马教会的一部分信徒也能够认同保罗的事奉，

以致于出于爱心的来传基督。

保罗在第17节，又回到对第一类信徒的描述，他说：
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 并不诚实 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
所谓的「那一等」，所指的就是第15节前半节的人，

在那个地方讲到「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

「结党」这个字比较合适作自私，
显示这一类的人的问题并不是教义上的而是怀着私心，

借着机会来壮大自己势力的信徒 他们的动机可议借着机会来壮大自己势力的信徒，他们的动机可议。

因此就包括「并不诚实」的描述，这里的诚实所指的就是诚意，
如果从动机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明他们的动机并不纯正，如果从动机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明他们的动机并不纯正，

如此就可以呼应上文所说的结党，结党的意思就是自私，
这些怀有敌意的信徒所想的或者说他们的意思，乃是要加增保罗捆锁的苦楚。

不过「加增」这个字的使用并不合适，
因为从经文鉴别学的角度来看，

作「挑起」经文的抄本的证据是强过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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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挑起」经文的抄本的证据是强过加增，

所以应该是作挑起保罗捆锁的苦楚。

「捆锁」，不是因为受逼迫所带来的，也不是坐监而有的，更不是疾病所产生的，
而是由于他们试图挑起他内在的痛苦还有忧愁而是由于他们试图挑起他内在的痛苦还有忧愁。

他们是如何挑起保罗捆锁的苦楚呢？保罗在这里并没有明说，

无论如何，那些心存错误动机的人，以为他们心里的算计必定能够得逞，
可是事实却是相反，因为保罗的反应是「这又何妨呢」？意思是那又怎么样呢？

这个反应就显示保罗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他所在意的不是别人如何对待他，
而是下面所说的 「无论怎么样 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而是下面所说的：「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在无论怎么样之前，有两个字是和合本所没有翻译出来的，就是「只要」。

表示保罗对那一些存着不良传福音动机的人并不介意，但是有一点表示保罗对那 些存着不良传福音动机的人并不介意，但是有 点
他是真正的介意的，就是「只要」所要表达的，就是基督被传开的事实。

无论怎样是描述传基督的方式，他在下一句当中就是：
「或是假意，或是真心」，就得以进一步地扩大，

「假意」这个字，有出于虚假的动机的意思，

这 节所指的 就是指那 些人以传福音作为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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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所指的，就是指那一些人以传福音作为掩饰，
实际上是进行自私的目的。

一18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里面有一个字「真心」 可以说明第15节的「好意」 第16节的「爱心」里面有 个字「真心」，可以说明第15节的「好意」、第16节的「爱心」，

这种的动机跟前一种人的假意，刚刚好是相反

他们传基督以及彰显基督的荣耀，是福音行动唯一的目标
不过无论动机如何，真正使保罗喜乐的是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虽然保罗并没有提到基督是如何被传开的果效，或者是范围如何，

但是被传开的这个事实 就足以使他能够喜乐但是被传开的这个事实，就足以使他能够喜乐。

「基督究竟被传开了」，这一句话的希腊文并没有「究竟」这两个字，
保罗在这个地方一连串地叙述当中就隐含着一个想法：保罗在这个地方 连串地叙述当中就隐含着 个想法：

基督被传开的这个事实，
其中的一部分的因素，是归因于那一些存着不正确动机的人所做的努力

但是，这并不是表示信徒在服事神的时候，可以忽略自己的动机是否纯正

不过，由保罗的体认可以显示出来：
福音是可以藉由人的不正确的动机而传播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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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是可以藉由人的不正确的动机而传播出去。
由此看来福音的大能，不会由传福音的人的动机所限制的。



一18b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所指的就是
「基督究竟被传开了」这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就成为保罗喜乐的原因之一「基督究竟被传开了」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就成为保罗喜乐的原因之 。

保罗不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人，但是他的感觉在基督里找到了一个新的参考点，

并且这个参考点就重新定义了他的伤害跟喜乐，

当基督被传开的时候，在保罗的心中找不到伤害只有喜乐。

接着我们要来作一个总结，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个部分是提到保罗的处境 虽然他的捆锁不是自找的第一个部分是提到保罗的处境，虽然他的捆锁不是自找的，
然而他不把个人困难的处境视为是福音受到拦阻的征兆，

或者是存有任何丝毫的自怜，他却认为自己的被捆锁或者是存有任何丝毫的自怜，他却认为自己的被捆锁

对福音是有帮助的，而且对信徒的信心都有正面的影响。

第二个部分是论到在罗马教会的弟兄们，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存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动机跟心态：

一种是出于嫉妒纷争或者是自私，另外一种人是出于好意还有爱心。

保罗并不急于对伤害他的人作出严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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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并不急于对伤害他的人作出严厉的批判，
他把焦点是放在基督被传开的结果上面，并且以此作为喜乐的原因。

最后我们要看的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学习到的属灵功课…
一 对一般人来说，保罗的下狱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是他却指出来就是、对 般人来说，保罗的下狱是 件不幸的事情，但是他却指出来就是

「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学到几方面的功课：
1. 保罗没有把自己入狱这件事情归咎于撒但的拦阻，甚至怀疑自己

是不是仍然可以继续地被神所使用。可是他却认为他的被囚更是叫福音兴旺，
他没有任由他的处境来影响他的情绪，或者是因为看不到更远的未来，

以致于限制了他的信心；他反而以一个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以致于限制了他的信心；他反而以 个积极的态度来面对，
并且用属天的眼光来看待负面的事情。他所得出来的结论是：

他可以把一切的事放心地交给神，并且为美好的结果来感谢神。

2.从保罗的例子可以看到，就是环境的好坏并不是福音传播顺利与否的首要条件。
许多人担心，基督教在受逼迫的地方容易被消灭，但是事实上却刚好相反。
许多的信徒在经过火一般的试炼之后，反而更加地茁壮、成长；

反观在自由环境底下的许多的教会，信徒的灵命常常是在原地踏步，

而教会的发展也一直停滞不前 我们从古代到现代的实例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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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教会的发展也 直停滞不前。我们从古代到现代的实例可以知道，
那真正拦阻福音的，常常不是外在的敌对势力，而是信徒的无知跟傲慢。

二、在监狱当中的保罗，他的生命对外是一个见证，对内则是一个激励。
保罗只要一息尚存 即使在不如意 不自由的情况底下保罗只要 息尚存，即使在不如意、不自由的情况底下，

他的生命没有一刻也没有一处不能够被神使用。一般人以为，最能够被神使用时

是他有学位、有地位，并且是在一切事情顺利、处在人所羡慕的景况当中，

但是人的看法常常跟神的做法不同。那些最能够被神使用的，

常常是最不起眼、被人所忽略的小人物，但是他们却是神宝贵的器皿，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岂不是如此呢？历世历代没没无闻的信徒 岂不也是如此呢？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岂不是如此呢？历世历代没没无闻的信徒，岂不也是如此呢？

相反的，我们期待许多在政治上、在社会上、经济上拥有优越的地位的基督徒
能够被主大大地使用，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表现，往往不如我们的期望。能够被主大大地使用，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表现，往往不如我们的期望。
如果以知名的人物来传福音，这个方法如果可行，那么耶稣或者是保罗

早就有这样教导了。一个人能够为主工作不在于他拥有什么样傲人的条件，
而是在于内在的生命是处在怎样的状况底下，

除非我们的生命被神得着、洁净，我们是不可能靠着

自己的地位还有条件 来影响别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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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地位还有条件，来影响别人的生命，

因为只有生命才能够得着生命，只有生命才能够感染生命。

三、保罗在这一段落再一次提到喜乐，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面对充满敌意的环境下、
以及他自己受监禁的情况底下说的 保罗要他们在考虑一切外在的可能性之后以及他自己受监禁的情况底下说的。保罗要他们在考虑一切外在的可能性之后，

有一个正面的人生态度，是能够认识到神的大能可以在这些环境，

并且是透过这些环境来成就祂自己的美意。

许多人总是期待顺利的环境，并且把这样的环境以及物质上的丰富看作是神的祝福，
并且认为这些利于自己的事情发生才会喜乐。
但是圣经的观点完全不是这样 保罗的例子就可以知道 有人出于不正确的但是圣经的观点完全不是这样。保罗的例子就可以知道：有人出于不正确的

传福音的动机来传福音的时候，但是只要福音传开了他就喜乐。

保罗喜乐的理由就可以说明一件事情，基督徒的喜乐是和神旨意的成就有密切的关系，保罗喜乐的理由就可以说明 件事情，基督徒的喜乐是和神旨意的成就有密切的关系，
而不是立足在自己得到什么样好处上面。
每一个人都有千百种原因可以使自己喜乐或者是快乐

但是保罗喜乐的原因不是自己得着什么好处，而是基督被传开了
这一点值得我们再三地反省跟思想我们喜乐的基础是建立在哪里呢？

到底什么事情最能够牵动我们的神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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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么事情最能够牵动我们的神经呢？
看到保罗的榜样，可能我们的生活态度需要作一些调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