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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的心愿与对未来的展望保罗的心愿与对未来的展望

一18b~26
18b 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19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19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

终必叫我得救。
20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21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22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甚么。我在肉身 着 若成 我 夫 果子 我 道该挑选甚

23 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24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25 我既然这样深信 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 且与你们众人同住25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
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26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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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文大约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18b‐20，是谈到保罗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基督被荣耀 18b提到「为此 我就欢喜」之后这个目标就是基督被荣耀。18b提到「为此，我就欢喜」之后，

继续就说「并且还要欢喜」，「并且」是一个进展性的说法，

就是表示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原因之外，前面欢喜的原因是「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还有加上另外一个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呢？可由 18最后一次出现的欢喜知道。
「欢喜」这个字是一个未来时态，表示保罗所谈到的不是现在的事，

而是未来发生的事 换句话说 他的欢喜除了基督被传开之外 他的喜乐而是未来发生的事，换句话说，他的欢喜除了基督被传开之外，他的喜乐

就在下面两节提出了新的理由，特别是 19a 的「因为」来表示。

保罗未来之所以能够喜乐，他的原因是立足在他所知道的事情上面，保罗未来之所以能够喜乐，他的原因是立足在他所知道的事情上面，
19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

这事就是对他目前处境的通称，可以回溯到一12「我所遭遇的事」。

这一节比较需要讨论的地方就是「得救」这个字，

「得救」在希腊文有救恩的意思，在保罗的用法里面，
大部分救恩或者得救是限定在神的子民跟神的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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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救恩或者得救是限定在神的子民跟神的关系上，
所指的就是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信徒最终的得救。

一19b这事终必叫我得救，乃是逐字地引自于七十士译本的约伯记。
约十三16「这要成为我的拯救」 提到神要为他的圣徒来平反约十三16「这要成为我的拯救」，提到神要为他的圣徒来平反。

当保罗引用约伯记的用意，很可能不是指保罗即将要获得释放，

而是指他目前的景况将来可以在天上获得平反，

那也是他至终得救的时候。

由于保罗被捆锁，那些在罗马的弟兄姊妹们就敌视他，
也怀疑保罗的使徒的职分以及他的信息 但是保罗所期望的也怀疑保罗的使徒的职分以及他的信息，但是保罗所期望的

就是不论他在该撒面前受审判的结果如何，他将来有一天会如同约伯一样，

在天上获得救恩的时候，也同时能够获得平反。在天上获得救恩的时候，也同时能够获得平反。

保罗相信他的被平反以及他最终的得救，主要的是基于信徒的代祷，
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就是，你们的祈祷还有圣灵的帮助就是耶稣之灵的帮助，

这两者的关系密切，这就显示保罗相信圣灵的帮助，
会因信徒的代祷而临到他身上。所以保罗在一18b提到喜乐的原因，

就是他目前虽然受到误解跟攻击 他相信借着腓立比信徒的祷告以及圣灵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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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目前虽然受到误解跟攻击，他相信借着腓立比信徒的祷告以及圣灵的帮助，

他最终必定能够在上帝的面前获得平反。



20论到两个期待，第一个期待：「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这一句是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待他的期待 保罗所期待的是「没有一事叫我羞愧」这 句是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待他的期待。保罗所期待的是「没有 事叫我羞愧」，

这里的羞愧有受辱、蒙羞或者是丢脸的意思。保罗身为耶稣基督的仆人，

现在正在等待审判的结果，有一天如果他站在罗马皇帝面前的审判台的时候，

他盼望不要因为失去见证福音的勇气，以致于使他感到羞愧。

第二个期待：「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说明他的期待，
「显大」这个字在这 是作象征性的含 它有 扬 荣耀或者是称赞的意思「显大」这个字在这里是作象征性的含义，它有颂扬、荣耀或者是称赞的意思，

按照希腊文的用法，基督被显大，这个地方的显大，其实是一个被动语态，

因此应该翻成「被显大」。这个字作被动语态，其实是故意的，因此应该翻成「被显大」。这个字作被动语态，其实是故意的，
意味着在基督被显大、被荣耀的事情上面有神的工作，

而神是使用保罗作为荣耀基督的工具。
在希腊文这个基督被显大，是由四个修饰语来修饰它，

这四个修饰语就是说明达成这个目标的媒介，
也就是说 基督是如何被显大的呢？它是透过以下四个字或者是片语来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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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基督是如何被显大的呢？它是透过以下四个字或者是片语来达成的：

它们分别是：放胆、照常、在我身上、无论是生是死。

第一个是放胆。放胆在古典的希腊文，原来是用来指勇气或者是说话坦白，
后来就逐渐地使用在政治的层面上面 是指一个市民有民主的权利后来就逐渐地使用在政治的层面上面，是指 个市民有民主的权利，

能够在公开的场合当中自由的表达意见。这个字在这里，
是有公开而大胆的意思，特别是当保罗放胆为福音辩护的时候，

基督就被公开的被显为大或者是被荣耀。
第二个是照常，它的希腊文直译就是现今和从前一样。这个片语是要说明，

保罗过去不论是透过他的受苦 或者是任何形式的事奉 甚至是现在的下监保罗过去不论是透过他的受苦，或者是任何形式的事奉，甚至是现在的下监，

他的行为都是一贯的；就是借着他使基督继续地被显大。

第三个是在我身上，在我身上所指的就是保罗的身体，
保罗既然把全人献给神，就透过自己的身体来服事神，

他当然也是持续的以他的身体来荣耀神。

最后 个片语就是无论是生是死 这边的生是指保罗的无罪获释最后一个片语就是无论是生是死，这边的生是指保罗的无罪获释，
死就是指保罗的殉道，整句的意思就是不论保罗获释以致于可以进一步的事奉神，

或者是不幸被判死刑，保罗所最介意的，并不是他受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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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 幸 判 ，保罗所最介意 ，并 是 受审 果，

而是基督被显为大，这件事情是他目前最热切的盼望。

总结来说，保罗为了基督被传开这件事情而喜乐，也为了基督会借着他得着荣耀，
而进一步的喜乐 基督就成了保罗的生命中心 以及喜乐的测试点而进 步的喜乐，基督就成了保罗的生命中心，以及喜乐的测试点。

一切能够使保罗感到基督被显大的事情，保罗就全力以赴

所有使基督蒙羞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去尝试

保罗的生命没有显出，一般人为自己精打细算的迹象，不论在何等的景况底下，
也不管他将来的遭遇如何，基督就是他一生委身跟荣耀的对象。

这段经文的第二个部分 21‐24，所谈到的就是保罗对生死的抉择。
21就以「因为」这个字，来解释上一节「所切慕、所盼望的」，

保罗所切慕 所盼望的就是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 来解释这个的原因保罗所切慕、所盼望的就是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来解释这个的原因。

保罗的信念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活着就是基督」，
另一方面是「死了就有益处」。这里的活着就是基督，

所要表达的观念是保罗完全是以基督为中心，

他的生命完全被基督所占满，

以致于他所做的是受到基督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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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于他所做的是受到基督所启发，

并且也是为基督而做的。

保罗如果离了基督，生命就没有意义，对他而言，基督是保罗的生命的目标，
是他的动机 是他的灵感 因此他能够说：「我死了就有益处 」是他的动机，是他的灵感。因此他能够说：「我死了就有益处。」

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从下文的叙述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保罗所说的意思。
他所说的益处，跟23「离世与基督同在」有关的，

由于他的生命跟基督紧密地连结，因此即使死亡，也不能够使他跟基督隔绝。

总而言之，他确信即使是死亡，也可以使他与基督有更深的相交，

死亡不能够损害他跟基督的关系 只能够增加并且是加强死亡不能够损害他跟基督的关系，只能够增加并且是加强，

在这点上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以致于保罗能够把死亡看作是有益处的。

就在于耶稣基督的关系来说，活着还有死了，对保罗并没有分别，就在于耶稣基督的关系来说，活着还有死了，对保罗并没有分别，
但是要保罗有所选择的话，保罗却面对了难以抉择的情况，

22「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在生跟死的可能性当中，保罗面对一个两难，

就是在肉身活着以及离世与基督同在的选择。
保罗在第22节 是先提到在肉身活着的好处 就是可以成就他工夫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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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在第22节，是先提到在肉身活着的好处，就是可以成就他工夫的果子，

那么在肉身活着，整个片语就是指他在世上活着。



下一句就是「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
这一句话的原文直译是「这对我是工作的果子」这 句话的原文直译是「这对我是工作的果子」，
其中的「这」这一个字，就是指上一句的「但我在肉身活着」

「工夫的果子」这个片语当中的「工夫」，原文的意思就是工作，

这个工作就是指保罗的使徒工作。
「果子」在这个地方，有成果或者是结果的意思，

所以「工夫的果子」就是意谓着保罗使徒工作所得到的成果所以「工夫的果子」就是意谓着保罗使徒工作所得到的成果，

当代圣经就把这句话翻译成带领更多的人归主。

对于这些正面的结果，保罗就以「我就不知道该挑选甚么」，来表示他内心的交战，对于这些正面的结果，保罗就以「我就不知道该挑选甚么」，来表示他内心的交战，
保罗的不知道该挑选甚么，就在 23、24当中，更完整地说出他困难的决定。

他的两难乃是在于与基督同在，以及在肉身活着之间的拉扯，

也是他个人的意愿，以及基督徒的责任之间的挣扎。

「挑选」这个字在这里的意思，不是指保罗有权利来选择他的命运，
而是指他在与基督同在 以及在肉身活着的选择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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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指他在与基督同在，以及在肉身活着的选择当中，
他不晓得应该是偏向哪一个。

23a保罗就用「我在两难之间」作为开始，
和合本「在」这个字 它的意思就是处在困难的情况底下和合本「在」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处在困难的情况底下，

这个字就显示保罗承受两方面的压力，
这两股力量的力道均等，就像老虎钳紧紧地夹住他，

使他动弹不得，保罗情感上的作难可想而知。

「两难之间」所指的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保罗所面对的选择 方面是「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保罗所面对的选择，一方面是「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其中的离世就是指死亡，保罗并不是紧紧切望死亡临到他，

所渴望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之后能够与基督同在。所渴望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之后能够与基督同在。

因为如果死亡不能够与基督同在的时候，那不是解脱，

也不是福气，而是更深的痛苦。

一般人都会怕死，想尽一切的方法来躲避死亡，可是保罗却有完全不同的态度。
不过，保罗不怕死，并不是表示他有厌世的想法以致于他想寻求死亡，

或者是像世人的寻死是为了要结束痛苦 或者是逃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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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像世人的寻死是为了要结束痛苦，或者是逃避责任，
他乃是看到死亡的背后，有神为他所预备那不可言喻的祝福，就是与基督同在。

如果与基督同在是好得无比，那么「与基督同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片语是保罗特有的用词 他的意思就是与基督团契这个片语是保罗特有的用词，他的意思就是与基督团契。

在保罗的观念里面，死亡不能够夺去信徒跟基督的团契

相反的，死亡却能够使他们与基督的团契增进到前所未有的境界相反的，死亡却能够使他们与基督的团契增进到前所未有的境界

离世与基督同在既然是这么美好，而且是活着的时候所不能够有的，
就使得保罗指出这是好得无比。

这一句话「好得无比」，原文没有「这是」这两个字，
「好得无比」这一句话的希腊文直译是 比更好还要好得多「好得无比」这 句话的希腊文直译是，比更好还要好得多，

它是把好几个比较级集合在一起，

用来表示最高级，可以翻成再好不过了。

保罗没有指出这种经历到底有多好，
但是这个片语稍稍的可以点出

与基督同在的福分是无可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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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督同在的福分是无可比拟的。

保罗的另外一个选择是「在肉身活着」，意思就是在世上活着，
这一点就可以使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属灵上获得好处这 点就可以使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属灵上获得好处，

从保罗的眼光来看，是「更是要紧的」。
「更是要紧的」，在希腊文是一个字，它是一个复合字，而且是一个比较级

 这个字可以作必须的或者是需要的，

有一些的中文译本把这个字翻译成「更是需要的」

似乎显示保罗在这个地方 他自己与主同在的愿望似乎显示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自己与主同在的愿望，
以及信徒属灵上的福气或者好处的需要放在天平上量了一下，

结果他把腓立比信徒的需要，放在比较重的一方。

但是就比较级的用法上来看，
第23节「好得无比」，第24节「更是要紧的」，

已经作了平衡，况且保罗已经在 22指出他不知道该挑选甚么，
因此就不适合把第24节的「更是要紧的」，看作是保罗已经作了选择；

也就是说 保罗选择是活在世上来帮助信徒 在这个情形下「更是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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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保罗选择是活在世上来帮助信徒，在这个情形下「更是要紧的」，

因此就应该作很重要的或者是十分需要的。



这段经文的第三个段落就是 25‐26，是谈到保罗对未来的期待，
就是与腓立比的信徒能够重逢 使信徒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就是与腓立比的信徒能够重逢，使信徒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25「我这样深信」作为开始，其中「这样」
所指的就是上一节「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保罗所深信的，不是他能够被无罪释放，而是如果他被释放，

那么他身处在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当中，一定会带给他们属灵上的好处。

既然他有这等的深信 就使得保罗知道他活在世间既然他有这等的深信，就使得保罗知道他活在世间，
会使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所信的道」，原文仅仅是信心，而「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信的道」，原文仅仅是信心，而「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信心上长进和喜乐，

明确地说就是使他们在信心上长进，以及在信心上喜乐。

在属灵上，信心是会增长的，喜乐也会增加或者是满足，
并且信心跟喜乐有密切的关系，信靠神就会产生喜乐，两者是互相影响的。
当一个人的信心愈增长 喜乐就会加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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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个人的信心愈增长，喜乐就会加增

当一个人愈缺少喜乐的时候，就表示他的信心愈加地萎缩

保罗在第26节就指出「与你们众人同住」的终极目的是
「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 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 就越发加增 」「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
这一节可以翻译成：「以致借着我，当我再到你们那里去，

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就可以加增。」
这里的欢乐特别是指欢乐的根据或者是理由，而「在基督耶稣里」这个片语

是要表示腓立比教会信徒的欢乐的基础跟范围是在基督耶稣里的。
换句话说 由于他们与基督联合并且与基督相交 欢乐就从生命当中涌出来换句话说，由于他们与基督联合并且与基督相交，欢乐就从生命当中涌出来。

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欢乐，还受到另外一个因素的影响，就是保罗来到他们当中。
这句话就是「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明确指出腓立比信徒的欢乐是如何增加的，这句话就是「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明确指出腓立比信徒的欢乐是如何增加的，

就是透过保罗无罪获释再次来到他们当中获得的。
从「再」这个字就可以知道，保罗以前曾经来过腓立比的教会，

那也是他初次把福音带给腓立比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所记载的。

但是保罗下次前往腓立比教会 跟前一次的目标稍稍是不同的

14

但是保罗下次前往腓立比教会，跟前 次的目标稍稍是不同的，
那就是造就重于撒种，而使他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我们要对这段经文作一个总结…
当保罗展望未来的时候 不论是他要荣耀基督的目标当保罗展望未来的时候，不论是他要荣耀基督的目标

或者是他在生死的抉择上面，
还是期待未来跟腓立比教会信徒的重逢，

都有一致的脉络可循，就是基督在他身上得着荣耀，

就是与基督同在，就是帮助信徒的信心长进跟喜乐。

保罗 生的目标设定在 个方面保罗一生的目标设定在三个方面：
就是荣神、益人、得享与基督同在的福分。

当保罗下在监里，在他眼前所看到的既不是一片令人悲观的灰色前景，当保罗下在监里，在他眼前所看到的既不是 片令人悲观的灰色前景，
或者是他作作白日梦，为自己打造一片虚构的乌托邦，

他有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
他对未来的展望也不会因为环境的顺利与否，而改变他的想法，

甚至他的生、死都没有办法影响他的目标，

因为神得着保罗 就使他确立了一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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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神得着保罗，就使他确立了一生的目标，

这个目标是从未在他有生之年做过调整或者是更改的。

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
第一 保罗在生跟死之间并没有坚持 但是却坚持让基督的荣耀从他身上彰显出来第 、保罗在生跟死之间并没有坚持，但是却坚持让基督的荣耀从他身上彰显出来。

保罗生命的美，不是由于他的恩赐或者是他的成就，而是他的谦卑跟顺服，

并且他矢志从他身上彰显基督的荣耀，这种生命所流露的正是基督馨香之气。

一般人常想尽办法来追求功名利禄，进而彰显他自己的卓越，
但是保罗所关注的焦点，却是耶稣是否得着荣耀，

并且彰显耶稣荣耀的地方 就是自己的生命并且彰显耶稣荣耀的地方，就是自己的生命。

第二、在困难的环境当中坚持下去是不容易的，保罗比我们更了解这一点，
但是他更了解信徒代祷的功效以及倚靠圣灵的重要。在他被平反的事情上面，但是他更了解信徒代祷的功效以及倚靠圣灵的重要。在他被平反的事情上面，

保罗就明确地指出来，那是靠着信徒的祷告以及圣灵的帮助来达成的。

一般人或许会觉得保罗既有能力又属灵，靠他一个人的祷告就足以使他所求的成就，
但是这不是正确的看法。他跟所有的信徒一样都需要其他肢体的代求跟扶持，

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独立于基督的肢体之外，

也没有一个人属灵到不需要别人的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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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 个人属灵到不需要别人的代祷。

信徒彼此代祷，就使他们连结在一起并且使他们一起经验神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