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腓立比书腓立比书 第十课第十课

顺服的提醒顺服的提醒

腓立比书腓立比书 第十课第十课……

顺服的提醒顺服的提醒

音 萤幕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暂停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前后换片、暂停

请按 开始播放
1

顺服的提醒顺服的提醒

腓二12‐18
12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

13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14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14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15 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 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16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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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18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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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段落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二12‐13，所谈到的是顺服的命令。
二12最前面有一个连接词「这样看来」 是有「因此」的意思二12最前面有 个连接词「这样看来」，是有「因此」的意思，

表示保罗在这个段落的劝勉是立足于前面那个段落，就是耶稣的榜样上面。

保罗称腓立比的信徒是「我亲爱的弟兄」，原文是「我亲爱的」，
由这样的称呼可以看得出来，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信徒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
可是这样的称呼不只是用在跟保罗有良好关系的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上面，

就是常常带给保罗麻烦的哥林多教会 保罗仍然称他们是我亲爱的就是常常带给保罗麻烦的哥林多教会，保罗仍然称他们是我亲爱的。

这种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反映了神对基督徒的爱，并且这个爱的源头就是神。
显然维系保罗跟信徒之间的关系的，不是律法或者是权威，而是爱；显然维系保罗跟信徒之间的关系的，不是律法或者是权威，而是爱；

而这正是保罗具有影响力的地方，因为一个人若是要对别人产生正面的影响，

对方就要知道你有多爱他。

保罗接着就指出来，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顺服的生活上有极美好的见证：
他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腓立比信徒的顺服，并没有因着时间的消逝而减少，

事实上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 离他第一次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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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离他第 次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

大约已经经过了十二年，这也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他们是常顺服的原因。

12「作成得救的工夫」这个片语，应该把它翻译成「达成自己的救恩」。
最合适的做法就是把这句话当作是指一个人要作好基督徒的角色最合适的做法就是把这句话当作是指 个人要作好基督徒的角色，

「作成你们得救的工夫」是跟上文所说的顺服是有关的，
意思就是信徒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把自己得救的事实、结果表现出来。

这样的解释，可以从 13 得到支持。

保罗提到神已经在信徒的心里作工之后 接着就在 关心他们在生活上的表现保罗提到神已经在信徒的心里作工之后，接着就在 14‐16关心他们在生活上的表现，
言下之意就是信徒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个段落当中所特别要强调的，

就是腓立比书当中的几个重要的伦理议题，包括 ：就是腓立比书当中的几个重要的伦理议题，包括 ：

一27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二2‐4合一、二15作神无瑕疵的儿女。

保罗接下来说「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分别是指
保罗过去与腓立比信徒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在你们那里」
他现在身处监狱当中跟他们两地相隔，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不管保罗在或者是不在腓立比信徒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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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保罗在或者是不在腓立比信徒当中，
保罗都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地把信仰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



接下来就是 12b「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工夫」，
「恐惧战兢」不是指在审判台前的惧怕「恐惧战兢」不是指在审判台前的惧怕，

就好像那些不信主的人一样

「恐惧战兢」这个用词是取自于旧约七十士译本，「恐惧战兢」这个用词是取自于旧约七十士译本，

是指对上帝的敬畏、倚靠还有委身
保罗在这边的意思，是要信徒以敬畏上帝的心、活出基督教的信仰。

对于「做成得救的工夫」这件事情，
可能有些人会怀疑，我怎么知道我的努力是可以达成目标的呢？
13以「因为」作为 始 就作了这样的解释13以「因为」作为 始，就作了这样的解释：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因为」这个字所要导入的意思就是，既然神在他们心里帮助他们，， ，

他们就能够恐惧战兢地把救恩表现出来。
所以这个「因为」所带出来的，就是鼓励跟保证，

换句话说 信徒之所以能够活出信仰 是完全靠赖上帝恩惠的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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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信徒之所以能够活出信仰，是完全靠赖上帝恩惠的工作。

13b「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运行」，原文的意思就是工作。
在新约当中 当这个字用在神身上的时候 是指大能或者是有效的工作在新约当中，当这个字用在神身上的时候，是指大能或者是有效的工作，

而神工作的地方就是在信徒的心里。

神在信徒心里的工作之一就是使他们立志行事，
「立志」的意思就是指决心或者是有目的的决定

「行事」则是指人的活动

这就是表示上帝的工作的果效是双重的这就是表示上帝的工作的果效是双重的，
因为上帝的工作会激发人的意志还有行动。

换句话说，神在人心里的工作会鼓励人从事某些事的意愿，

而且也有能力去执行它们，这也是重生的真义，因为圣灵在人的生命当中工作，

所影响的部分不只是人的意愿，也使人产生新的行为。

13b「为要成就祂的美意」，其中的「美意」是指神的美意，
12神的美意就是指祂要人把自己得救的事实表现出来，
13意思就是指神大能而且有效的工作 在信徒的心里使他们能够立志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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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意思就是指神大能而且有效的工作，在信徒的心里使他们能够立志行事，
而这种立志行事的最终目标，就是使他们能够活出美好的信仰生活。

综合来看，12、13这两节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在救恩的生活上面 人的努力跟神的工作是并行的在救恩的生活上面，人的努力跟神的工作是并行的，
 12 讲到人的努力，

是信徒要在生活上把信仰努力地活出来

 13 讲到神的工作，

是神对这个目标的保证跟鼓励

它们是基督徒在信仰生活当中的两条的安全带它们是基督徒在信仰生活当中的两条的安全带，
二者缺一不可。

这两者不等同却不互相冲突这两者不等同却不互相冲突，
也不会因着一方的存在而取消另外一方，
它们乃是相辅相成，而且是有先后的次序，

也就是救恩先是神发动而且在人的心里工作，

然后才有信徒的立志行事，

而最终的目标就是在生活当中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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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终的目标就是在生活当中成圣。

第二个部分 14‐16，所谈的内容是顺服的应用，就把顺服的原则应用在生活当中。
14「凡所行的」 希腊文直译是「你们做一切的事」；14「凡所行的」，希腊文直译是「你们做 切的事」；

「一切的事」是泛指整个基督徒生活当中所做的一切的事。

在这个文脉当中特别是指在教会生活当中所做的事，

更明确的说，如果从整个大段的角度来看，
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所做的一切的事是包括

27同有 个心志 站立得稳 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来作成得救的工夫一27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来作成得救的工夫。

保罗在14从负面的角度所做的劝勉是「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保罗使用「发怨言」这个用词的时候，保罗使用「发怨言」这个用词的时候，

很可能在他的脑海当中浮现出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向神发怨言的图画

不过如果我们从它的上下文来看的话，

保罗在这个地方所指的，比较是指弟兄姊妹之间的发怨言，

而不是指腓立比信徒对神的发怨言

同样的「起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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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起争论」，
是指着争议或者争吵，所针对的对象也是人



保罗要腓立比信徒不要发怨言、起争论的目的，就是要信徒成为
15a无可指摘 诚实无伪15a无可指摘，诚实无伪。

这里的「无可指摘」，在原文是一个字，
它不是指一个人在道德上的完美无缺，

而是指在未信者的面前没有可遭控告的理由。
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信徒要在别人面前装作圣人，

而是在未信者的面前 信徒的行为不当有遭人诟病的把柄而是在未信者的面前，信徒的行为不当有遭人诟病的把柄，

像发怨言、起争论等等就容易遭人控告。

「诚实无伪」原文也是一个字，在希腊文它有纯净、纯洁、天真无邪的意思。「诚实无伪」原文也是 个字，在希腊文它有纯净、纯洁、天真无邪的意思。
在保罗的时代这个字是用来形容，没有加水的酒或是没有含其他混合物的金属，

当这个字用在人的身上的时候，

就是指一个人的单纯的个性以及纯真无邪。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表示一个人的内心，没有怀着邪恶或者是诡诈。

总而言之 「无可指摘」所讲的是 个人外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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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无可指摘」所讲的是一个人外在的行为，
「诚实无伪」便是指一个人的内心的部分。

保罗接下来用一个句子来说明，他希望信徒能够成为何等样的人，就是
15b「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 作神无瑕疵的儿女 」15b「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

基督徒被称为「神无瑕疵的儿女」，是因为这样的生命才能够反映神的本性。
在新约「无瑕疵」，具有道德跟属灵的含义，

是用来描述信徒在神的眼中应该有的样子

它在这个地方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一个信徒的表现，

因此就包括「无可指摘」以及「诚实无伪」因此就包括「无可指摘」以及「诚实无伪」

然而信徒能够作神无瑕疵的儿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信徒所处的环境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

「弯曲」是指着道德上的败坏，而「悖谬」的意思，就是扭曲、堕落。
当保罗使用「弯曲」、「悖谬」这两个字的时候，

正是对前面出现的「无可指摘」、「诚实无伪」相对应，

同样的是分别论到人的外在行为以及内在的情况。

腓立比的信徒就是活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 他们的责任不是跟这个世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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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的信徒就是活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他们的责任不是跟这个世界认同，
乃是跟世界有别，进而能够成为一群有力的见证人，来显明他们是神的儿女。

保罗接下来用两个句子来描述，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在异教的环境当中的行为…
15b「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显在」它的意思就是发光，15b「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显在」它的意思就是发光，

「这世代中」就是在他们当中，指当时的异教的环境，包括那世代的人

「明光」是指天上的发光的光体，保罗是透过「明光照耀」这个象征性的语言，

他是要表示天上是光体所发光的地方，

而当时的异教的世代，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发光的地方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生命的道」所指的就是福音16「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生命的道」所指的就是福音；
如此一来生命就不是指属物质的生命，而是属灵的生命或者是永远的生命，

这边的道所指的意思就是基督教的信息。这边的道所指的意思就是基督教的信息。
「表明」应该说坚守，而不是表明或者是显扬，

因为在这个地方主要的重点，不是论到传福音，而是在说明合适的行为。

将生命的道表 出来 守所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指的就是坚守生命的道。

如果跟上一句一起了解的话，保罗的重点就清楚了：
信徒在异教的环境当中 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坚守福音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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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在异教的环境当中，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坚守福音的信仰，

如此在他们当中就是作明光的见证。

在对腓立比信徒作出劝勉之后，保罗接着提出一个个人性的因素来解释为什么
他对信徒有以上的劝勉：16「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 」他对信徒有以上的劝勉：16「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保罗在这个地方所提到的「基督的日子」，就是指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那也是向主交账的日子，在这个日子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基督的台前，

按照他在世上的行为跟工作受到神的奖赏或是责备。

腓立比信徒若是能够坚守真理，他就能够在基督的日子夸口，夸口什么呢？
就是没有空跑 也没有徒劳就是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空」跟「徒」，这两个字在原文都是一样的，都是指白费或者是浪费的意思

「跑」跟「劳」，分别是指着奔跑跟劳苦，保罗使用这两个字是要来说明，

他的使徒的工作是像赛跑一样的努力，这是奔跑，也是极为辛劳的，这是劳苦

保罗在这边的意思是，如果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能够坚守信仰，
那么他在末日可以把工作的成果—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把他们呈现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有夸口的根据。
这也显示他的使徒工作是一个金银宝石的工作 换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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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显示他的使徒工作是一个金银宝石的工作，换句话说，

保罗未来在基督面前的荣辱，是跟腓立比信徒现在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个部分二17‐18保罗的榜样。在17就说出保罗的喜乐的另外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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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所说的重点是：
腓立比信徒所献上的信心是主祭，因此献祭者是腓立比信徒而不是保罗

奠祭或陪祭，就是保罗自己，保罗愿意让自己如同奠祭一般的陪着主祭被浇奠

因此17的意思就是保罗若是因着殉道而死，那就成为奠祭，
就得以伴随着信徒所献的主祭 如果情况真是如此的话 保罗也会感到喜乐就得以伴随着信徒所献的主祭，如果情况真是如此的话，保罗也会感到喜乐。

最后再加上「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是要表明腓立比信徒用信心献给上帝的祭品，是怀着喜乐的，

于是保罗就在他们的喜乐上，也分享他们的喜乐。

18「你们也要照常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
是要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有进一步的喜乐，透过「照常」可以知道，
保罗不但因着自己被浇奠而喜乐

进一步地要求腓立比的信徒 同样的要因保罗自己作奠祭被献上而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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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步地要求腓立比的信徒，同样的要因保罗自己作奠祭被献上而喜乐

如此一来，保罗跟腓立比信徒双方就分享了彼此的喜乐。

总结…
首先提醒腓立比的信徒 过去是常顺服的 就利用这一点作为劝勉他们的基础首先提醒腓立比的信徒，过去是常顺服的，就利用这 点作为劝勉他们的基础，

要求他们不论自己是否在他们那里，都要恐惧战兢作成得救的工夫。
就实际的层面来说，「作成你们得救的工夫」，

 14在生活上就是要表现出不发怨言、起争论
 15作神无瑕疵的儿女

这样的生活 也是 27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样的生活，也是一27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只有当腓立比的信徒有这样的表现的时候，

才能够使保罗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不辱使命，而且有蒙悦纳的欢乐。够使 罗在耶稣再来的时候 辱使命， 有蒙悦纳

接着保罗话锋一转，提到自己殉道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若是当作是奠祭，
就可以作为信徒主祭旁的陪祭，这一点就成为他喜乐的另外一个原因；

然而保罗跟他们的喜乐，其实是可以互相影响以及彼此分享的。

从整个大段的意思来看，顺服是保罗最主要的诉求点，他有耶稣的榜样在先，
继而是把它化成 作成得救的工夫的明确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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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而是把它化成、作成得救的工夫的明确指示，

最后保罗才能够因他们的表现良好，以致于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享有安慰与欢乐。

属灵功课…
第一方面：这段经文的重点是落在顺服这个主题上面第一方面：这段经文的重点是落在顺服这个主题上面，

其他的部分，就是从这个主题发展出来的。
我们知道人类最初在伊甸园堕落的时候，就是因为出于不顺服，

可是人一旦被神拯救之后，

顺服就成为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特征。

因此我们如果以顺服这个词 来概括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因此我们如果以顺服这个词，来概括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么说，基督教就是顺服。

顺服不是与上帝建立关系的要素，而是这种关系存在的证据，顺服不是与上帝建立关系的要素，而是这种关系存在的证据，
信耶稣的证据不在于你相信多少，而在于你生活上顺服多少。

耶稣的羊，是在耳朵跟脚上有明显的记号，

因为他们听从祂的声音并且是跟随祂，

顺服神是基督徒唯一的选择，也是生命上不可或缺的必要。

因此顺服是基督徒灵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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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顺服是基督徒灵命的根基，
因为顺服不会停止我们肉体的朽坏，但是能够终止我们灵性的败坏。

第二方面：基督徒有时候并不完全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有多丰富，
也不甚了解神为他们的信仰生活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也不甚了解神为他们的信仰生活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二13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
基督徒能够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是跟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大有关系

换句话说，是神在他们心里工作，使他们愿意而且也能够行出神的旨意

信徒有时候由于无知或者是软弱信徒有时候由于无知或者是软弱，
甚至是试探的关系，而没有意愿来行当行的事情，

有时候则是愿意为善，可是无奈却没有能力行出来。

许多人以为，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凭着自己的力量活出信仰，

但是他们同时又发现，自己无力胜过本身的软弱，

以致于信仰的道路就充满了挣扎跟挫折。

虽然这样的经验在人生当中的不同阶段是真实的，可是却不是最理想的，
保罗在这里对信徒的提醒是至关重要 因为只有体认神与人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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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在这里对信徒的提醒是至关重要，因为只有体认神与人同工
以及神在人的心里工作，才能够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成就祂的美意。



第三方面：在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的时候，
保罗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的生活与保罗在耶稣再来的时候保罗特别提到 件事情，就是他们的生活与保罗在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的交账有密切的关系。
基督徒在末日的交账，跟不信者在末世受到的审判是不一样的，

信徒因为信耶稣得以免去神在审判之日的愤怒，但是他们自己却要

按照自己的生活以及所做的工作受审判，这个审判的意思就是交账
这样的交账不在于定罪跟审判 而是看基督徒 生是否过得有价值 有意义这样的交账不在于定罪跟审判，而是看基督徒一生是否过得有价值、有意义，

因而按照他们的生活领受赏赐或者是蒙受亏损

一个基督徒所过的一生若是没有价值，他的工程就如同草木禾秸，个基督徒所过的 生若是没有价值，他的工程就如同草木禾秸，
一样的被审判的火所烧毁，他的结果便是没有存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也就失去了耶稣在太廿五21「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的赏赐。
相反的，如果一个信徒一生的生活跟工作经得起考验，

他就会从主那里得着赏赐。

保罗在这个地方引出基督台前交账的观念 就指出 项重要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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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在这个地方引出基督台前交账的观念，就指出一项重要的真理—
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为自己的一生的生活来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