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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对信徒的一般性的劝勉保罗对信徒的一般性的劝勉
腓四1 9腓四1‐9

1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

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亲爱 弟兄， 们应 稳。

2我劝友阿蝶和循都基，要在主里同心。

3我也求你这真实同负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

还有革利免，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4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5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5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

6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 神。

7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8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

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甚么德行，若有甚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9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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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 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分成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四1是一个转接经文：
既要导入上面所说那个段落的结论 也是要把重心转接到下一个段落既要导入上面所说那个段落的结论，也是要把重心转接到下 个段落，

而上文指三17‐21，论到信徒对保罗的效法、警告信徒不要效法坏榜样、
身分是天上的国民、等候耶稣从天降临、改变他们的身体。

保罗在这一节，对腓立比教会信徒的称呼是「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第一句话…是跟第二句…成同位的关系，
换句话说 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对保罗来说是「我所亲爱 我所想念的弟兄们」换句话说，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对保罗来说是「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

但是他们同时也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

保罗在这一封信，常常称呼腓立比的信徒是「弟兄们」，保罗在这 封信，常常称呼腓立比的信徒是「弟兄们」，
但是比这个称呼更进一步的是，「我的弟兄们」，
这个用法是要显示，保罗与他们有亲密的关系；

而「我所亲爱的」，或者说「所亲爱的」，
这个字是「我爱你们」的含蓄表达，

也就是说「所亲爱的」其实是要含蓄地说我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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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所亲爱的」其实是要含蓄地说我爱你们，

所以他所表达的含义，是跟我爱你们是一样的强烈的。

此外，腓立比的信徒也是他所想念的，
「所想念的」这个字是要说明保罗对他们的思念；「所想念的」这个字是要说明保罗对他们的思念；

保罗也称信徒是「我的喜乐」，虽然腓立比的教会并不完美，

他们还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但是保罗一想到他们，

仍然心里充满喜乐，而称他们是「我的喜乐」。

保罗在腓立比书当中，多次地提到喜乐这个字，所造成的喜乐的原因各自不同，
但是在这个地方保罗却认为 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是他喜乐的来源但是在这个地方保罗却认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是他喜乐的来源。

保罗也称他们是「我的冠冕」，「冠冕」这个字在竞赛当中，
是指在竞赛当中所赢得的桂冠，在新约常常用来指末世神赐给忠实信徒的奖赏。

但是在这个地方，却是用来指保罗以他们为荣。

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的喜乐和冠冕，是指现在的事实；

也就是不必等到主再来 这些信徒已经是保罗的喜乐和冠冕了也就是不必等到主再来，这些信徒已经是保罗的喜乐和冠冕了。

1b「我所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保罗在同一节 连续使用两次「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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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在同一节，连续使用两次「亲爱的」，

就显示保罗想要让信徒知道，他是何等地爱他们。



「站立得稳」原文是一个字，希腊文直译是「站住」。
一27已经提醒信徒要站立得稳 这个字在这里又出现一次一27已经提醒信徒要站立得稳，这个字在这里又出现一次，

它是指对神有强烈的委身，以致于在信仰上坚持到底，
不论是来自于外在的逼迫，或者是侵入教会的错误教义，

腓立比信徒都要坚守信仰而不动摇。

保罗这个时候以「在主里」来修饰站立得稳，
这样的目的是要显示信徒能够站立得稳，

是因为与主联结的关系，也就是在主里的意思

离开主或者说离开与主的联结 没有一个信徒是刚强的离开主或者说离开与主的联结，没有 个信徒是刚强的

同样的，没有信靠顺服主，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在信仰上坚持到底，
我们要有足够的自知之明，就是除了紧紧地抓住主耶稣的手，

求祂赐力量，并且顺服祂的命令，

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禁得起考验的，
彼得是如此 保罗是如此 我们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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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是如此，保罗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

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未来也是如此。

第二个部分四2‐9，主要的是五种不同的劝勉…
1 四2 3保罗劝教会的两位姊妹停止争吵1.四2‐3保罗劝教会的两位姊妹停止争吵，

这两位姊妹分别是友阿爹和循都基，
我们不知道这两位姊妹的确实身分，

或是她们之间到底为什么事情争吵，

但是保罗会在书信当中，明确而且公开的提到这两位姊妹的名字，
 方面是因为她们在教会当中可能是相当活跃一方面是因为她们在教会当中可能是相当活跃

另一方面则是，她们之间的关系，确实造成整个教会的困扰

保罗劝这两个妇女「要在主里同心」，保罗劝这两个妇女「要在主里同心」，
「同心」这个片语，在腓立比书本身就出现了六次，

它在这个地方所指的意思就是和谐相处或者是达成和解。
保罗并没有说出谁对、谁错，他没有站在任何一方立场说话，

他也没有提出她们两个人不合的原因，

只有指出她们需要在主里化解她们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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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指出她们需要在主里化解她们的冲突；
这一节的「在主里」是指在主的主权底下，或者是服在主的权柄底下的意思。

保罗还委托「你这真实同负一轭的」来帮助这两个女人。「同负一轭」
如由旧约所使用的「不可并用牛驴耕地」的背景来看 它就是指同工如由旧约所使用的「不可并用牛驴耕地」的背景来看，它就是指同工，

只是我们对这个人的身分不详，但是这个人一定也知道，保罗是对他说话。
保罗会委托这个人处理这两个女人的事，他一定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所认识，

而且很可能是相当有影响力以及有智慧的人。保罗求这位同工来帮助她们，
这边的「帮助」有协助的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到保罗办事的智慧跟谨慎，

他把劝架的事只委托给 个人 而不是 群人他把劝架的事只委托给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

因为一群人劝架，会人多口杂、意见纷纭，最后是愈劝愈糟，

而且问题愈来愈大，甚至不可收拾。

虽然这两个女人有争吵的问题，但是保罗对她们却有正面的描述，
保罗说：「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

「一同劳苦」的原文是一个字，这个字如果与「福音」一起使用的时候，
就表示友阿爹跟循都基，曾经参与在保罗的福音工作上与他一同奋斗，

因此这两位姊妹对保罗的工作而言 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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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两位姊妹对保罗的工作而言，是极为重要的，

以致于使这两位姊妹和好，就成为一件相当紧急的事了。

3b还有革利免，并其余和我一同作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革利免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名字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他的身分革利免在当时是 个非常普遍的名字，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他的身分，

他应该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之一，保罗就没有需要特别地介绍他

保罗也称呼他是和我一同作工的，表示他曾经参与在保罗的福音工作上

还有「其余和我一同作工的」，保罗并没有说出这些人的名字，
这些其余的人，或许他们的人数太多，他们应该也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并且也都是在保罗的福音工作上跟保罗 同作工并且也都是在保罗的福音工作上跟保罗一同作工，

可见腓立比教会有不少人，都是保罗的同工，这是相当难得的一件事情。

虽然保罗没有提到一些同工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名字，虽然保罗没有提到 些同工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名字，
都列在神的生命册上。「生命册」—

在旧约就已经使用过，它可以指活人世界的册子，

也可以是指末世进入永生的册子

新约，是指天国公民的名册，意味着这些人有永生
就意思上来说 这里的「生命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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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意思上来说，这里的「生命册」，
可以说是跟三20「天上的国民」的意思互相呼应。



2. 4‐5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 主已经近了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

所讲的内容是要喜乐。
4a所发出的劝勉是「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并且在说完这句话之后又加上一句：
4b「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这两次重复地出现是为了要强调用这两次重复地出现是为了要强调用

这两次的「你们要喜乐」，都是用命令语气来表达，

表示信徒不是可以随意的选择是不是要喜乐，

而是一个一定要遵守的命令

此外保罗劝勉信徒，喜乐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靠主，
这边的「靠」所要表达的是指他们喜乐的根据，

或者是说他们喜乐的基础是在主的身上。
由此看来 信徒的喜乐不在于环境上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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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信徒的喜乐不在于环境上的改变，

而是立足于不改变的主的身上。

5a「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
保罗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表现出谦让的时候保罗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表现出谦让的时候，

很可能是跟他们受到恶待有关，特别是他们谦让的心是要叫众人知道的，
表示所说的不是指教会内信徒之间的彼此对待，而是和教会外的关系；

因此这就意味着，这时候信徒面对外来的逼迫和反对的时候，

他们就要显出宽容大量，以致于能够对异教的邻舍造成正面的影响力。

「主已经近了」5b「主已经近了」。
「近了」可以指空间也可以指时间上的关系，因此这句话有两个可能的意思：

如果是指时间，就表示耶稣快再来，要拯救神受欺压的子民如果是指时间，就表示耶稣快再来，要拯救神受欺压的子民

如果是指空间的时候，就是表示耶稣将要接近，

将要出现在他们那里，垂听他们的祷告

保罗使用这个字，可能刻意要使它保持模糊，用以保留两者的意思。
所以「主已经近了」就可以了解成：他们要让众人知道他们谦让的心，

因为主耶稣已经近了 祂会为上帝的子民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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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主耶稣已经近了，祂会为上帝的子民伸冤
同时耶稣也是一位将要靠近教会的主，因此他们可以向上帝祷告

3. 6‐7「要祷告」的主题。
保罗在这两节提出两个命令：第一个就是6a「应当一无挂虑」保罗在这两节提出两个命令：第 个就是6a「应当 无挂虑」，

「挂虑」显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正陷入在忧虑之中，由于他们正遭受逼迫，
他们会忧虑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保罗能够有这样的了解，

也跟他现在被监禁的经验有关，他太了解这类情况的危险，

以致于他能够在这样的感受上有所著墨。

跟挂虑相反的 就是向神祷告跟挂虑相反的，就是向神祷告，
6b「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凡事」是指在任何情况下，表示保罗要腓立比信徒，「凡事」是指在任何情况下，表示保罗要腓立比信徒，

一遇到忧虑的情况底下，就向神举起祷告的手。
这一节出现三个有关祷告的字眼，就是「祷告」「祈求」以及「所要的」，

这三个字都是名词，并且可以说都是同义字，

都是意味着人向神祈求某些他所需要的东西

这三个字在这一节当中连续出现 目的就是要强调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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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字在这一节当中连续出现，目的就是要强调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

持续祷告的重要性，并且要对祷告的结果有热切的期待

第6节的祷告、祈求还有感谢，这三者的关系是这样的：
感谢是用来修饰祷告跟祈求；感谢是用来修饰祷告跟祈求；

因此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带着感谢的心祷告跟祈求

如此一来，感谢是祷告的态度，

而祷告跟祈求，就是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的途径

于是整句话的重点，就落在「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句话上，
它的原文直译是「使你们所要的让神知道」它的原文直译是「使你们所要的让神知道」。

让神知道是一个奇怪的说法，因为似乎暗示：神不知道信徒的需要、

神不知道信徒所处的景况，所以要让神知道。神不知道信徒所处的景况，所以要让神知道。

太六32「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因此对照这两节的说法，保罗这样子说，

是要表示信徒的谦卑以及对神的依靠。
当信徒把他们的祈求让神知道的时候，

信徒可以肯定一个确切的结果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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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可以肯定一个确切的结果，就是

不论神是否应允他们的祷告，将会有平安保守他们的心。



第7节开始就有一个字「并且」，和合本并没有把它翻译出来，
它是导入前一节所说的结果 就是当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它是导入前 节所说的结果，就是当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凡事借着感谢的心来祷告、祈求的时候，

将他们所要的告诉神时，不论神有没有应允，

结果就是神的平安将会保守他们的心。

在这节出现的神所赐的平安，这个平安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原文「神所赐的平安」 就是「神的平安」原文「神所赐的平安」，就是「神的平安」，

它是指神所赐给人的平安，
然而人要得着神的平安，就是要先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救恩。

保罗对这个平安称之为「出人意外的」，出…之外，是指超过的意思。
出人意外的「意」，就是指一切的了解，或者说一切的理解，

因此整个片语的意思就是，超出人的理解，

或者说超出人的理解能力之外的。

这句话是要表明 神的平安能够除去人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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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是要表明，神的平安能够除去人的忧虑，
这时候人所享有的平安，是超过人的思想跟期待的。

在腓立比信徒交托跟祷告的情况底下，神的平安所作的事情，
就是 7b「必在耶稣基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就是 7b「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保守」这个字是一个军事用语，
原本是指军人驻守在一个城市当中来保护这个城市的安全。

当时的腓立比城，就是罗马军队的驻防城，并且受到罗马驻军的保护，

因此当保罗使用这个字的时候，教会的信徒便能够立刻掌握它的意思

神的平安要「保守」他们的 就是他们的心怀意念 是包括整个人的内在生命神的平安要「保守」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心怀意念，是包括整个人的内在生命

人的内在生命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这个世界不管来自于罪、撒但、败坏的价值观…，常常使信徒受到攻击跟影响，这个世界不管来自于罪、撒但、败坏的价值观…，常常使信徒受到攻击跟影响，

但是神的平安，却能够奇妙地保守信徒的心，使他们免于不安跟忧虑。

保罗最后加上「在基督耶稣里」这个片语，来说明神保守信徒的范围，
「在基督耶稣里」这个片语，有与耶稣基督连结的意思，

因此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能够蒙神的平安所保守，
是由于他跟耶稣在生命上有连结 就是因为有这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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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他跟耶稣在生命上有连结，就是因为有这等关系，

才能够使神的平安，在信徒的生命当中发生效用。

4.第 8节劝勉信徒思念一些的美德…
这些的美德 不一定是基督教特有的德行 它们是当时社会上所认同的美德这些的美德，不 定是基督教特有的德行，它们是当时社会上所认同的美德，

并且这些美德，是沿用当时道德哲学的一些伦理的名词。
在许多方面，基督教的教导跟异教文化是极为不同的，

然而保罗在这个地方，是用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所耳熟能详的语言，

透过对他们出身的异教文化背景，腓立比他们能够明白熟悉的词汇，

为他们提供 个跨文化的信仰的劝勉为他们提供一个跨文化的信仰的劝勉。

保罗之所以有这样的劝勉，可能是由于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受到社会的排挤跟逼迫，他们倾向于把教会之外的一切事情严拒在外，受到社会的排挤跟逼迫，他们倾向于把教会之外的 切事情严拒在外，

然而保罗要提醒他们，世界上一切的真理都是出自于神，
就是不信主的人也能够多少意会出神所启示的道德观念，

而这些美德，也应当被信徒所留意。
换句话说，世界的某些道德标准，是跟基督教的伦理相通的，

这种观念对宣教 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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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对宣教，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因为这样就可以为福音在异教文化中找到接触点。

这些美德共有六项，分别是由六个形容词来表达…
1)「真实的」 指内外一致真实可靠的意思 只要是合乎1)「真实的」，指内外 致真实可靠的意思，只要是合乎

真实的言语、思想，或是行为，都是它所包括的对象。

2)「可敬的」，指人的高贵端庄，

包括可敬重的、庄严高贵的、高尚的意思。

3)「公义的」，公义的意思就是正义的或者是公正的；

4)「清洁的」 清洁的是指道德上的纯洁4)「清洁的」，清洁的是指道德上的纯洁；

5)「可爱的」，可爱的是指令人喜爱的、令人愉悦的、讨人喜欢的；

6)「有美名的」，有美名的意味着本身是有价值的。

保罗最后以「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加以整理涵盖前面六项美德，
德行就是指美德，称赞就是指值得嘉许、值得称赞的事；
也就是说，以上的六个项目既是美德，也是值得嘉许、值得称赞的事，

因此就值得信徒去思念。思念是保罗常用的字眼，
他在这个地方使用这个字 是要表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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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这个地方使用这个字，是要表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要审慎地考虑这些事，并且让这些引导他们，以致于能够产生好的行为。



5. 9要效法保罗，他们在保罗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
前两个 是指保罗的教训；后两个 是指保罗个人的榜样；前两个，是指保罗的教训；后两个，是指保罗个人的榜样；

因此前两个是言教，后两个是身教，这两者就构成完整以及有效的教导。

对于这些事—就是那四样事情，保罗的叮咛是「你们都要去行」，
行就是指实行，他在这个地方是用命令语气，

表示保罗的言教跟身教，不是仅供信徒参考，

也不是任由他们选择是否要执行 乃是必须遵守的命令也不是任由他们选择是否要执行，乃是必须遵守的命令。

当信徒能够实行上半节的劝勉的时候，结果就有神的同在，
9b「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表示神把平安赐给属祂的人。9b「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表示神把平安赐给属祂的人。

这个措词若是跟四7「神的平安」比较的时候，
神学意义上是非常相似的，只是强调点不同：

四9「赐平安的神」与人同在，四7「神的平安」保守人的心怀意念，
只有信徒才能够得享神的同在，并且唯独神能够赐人平安

另外一方面 平安又没有办法离开神单独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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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平安又没有办法离开神单独存在

因此这两个用词在意义上是彼此关联，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属灵功课…
第一 在新约当中 一个人名列生命册当中 是和永生的意思相通的第一、在新约当中， 个人名列生命册当中，是和永生的意思相通的，

它也是永生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一切凭信心接受耶稣的人。

在人的一生当中，如果他的名字能够记载在生命册上，就远胜过任何的成就。

保罗在四3论述生命册的时候，跟四4「靠主常常喜乐」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关系就是，由于信徒的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

因此就引起保罗劝勉他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因此就引起保罗劝勉他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从这两节就可以看到，喜乐跟救恩是有关的。

基督徒的喜乐，若是建立在救恩的基础上面，基督徒的喜乐，若是建立在救恩的基础上面，
那么喜乐应该是他生命当中重要的记号，一个没有喜乐的基督徒，

会使他的主颜面尽失，也会使自己的见证失去了说服力。

如果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能够引起信徒的喜乐，
并且也不能够以喜乐来影响、感染不信的人，

那么他的信仰一定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若是如此 恢复喜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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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的信仰一定是在哪里出了问题，若是如此，恢复喜乐之道，

就是再次地检验自己与耶稣的关系，并且大幅调整、重新出发。

第二、圣经在许多的地方勉励我们不要忧虑，
耶稣就鼓励门徒不要忧虑衣食 因为天父会供应他们的需要耶稣就鼓励门徒不要忧虑衣食，因为天父会供应他们的需要

彼得也劝勉信徒，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会顾念他们

或许对一般人来说，忧虑对于那些无法掌握的事情，所发出来的自然的反应，
然而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忧虑是对神的看顾缺乏信心。

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挂虑，跟医学上的忧郁症是无关的，

他是指对神缺乏信 所产生的担 跟 安他是指对神缺乏信心所产生的担心跟不安。

胜过忧虑的良方，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祂倾心吐意，
并且是带着喜乐，因为存着喜乐的心祷告，是信心的表现。有一位牧者说：并且是带着喜乐，因为存着喜乐的心祷告，是信心的表现。有 位牧者说：

「花在膝盖上的祷告，远比任何事情更能医治心灵的紧张、精神的焦虑。」
信心的祷告，不只是把我们的需要交给神，

更是将我们自己交给神，使神来背负我们的重担。
医治忧虑的良方，既然保罗已经开出来了，

信徒就应当常常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 寻求主的怜悯跟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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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就应当常常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寻求主的怜悯跟恩惠，

并且在祷告当中体验上帝的平安，对他们心怀意念的保守。

第三、信徒有时候会处在逼迫跟反对的环境当中，对于处在异教环境的信徒，
保罗的提醒「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 面对逼迫 不报复而且宽容的态度保罗的提醒「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面对逼迫，不报复而且宽容的态度，

不是基督徒懦弱的表现，更不是认同对方的做法，而是以好见证赢得人心。

以宽宏大量的态度，对待逼迫者并不容易，因此信徒在这件事情上需要信靠主，

并且需要有以下的认知：

1.我们的主耶稣也受过逼迫，因此我们受逼迫是无可避免的。
解经家亨利 马太有正确的了解解经家亨利・马太有正确的了解：

「基督的跟随者在这世上，是不能够期待得到比他们的主有更好的待遇。」

2.我们要相信神是公义的神，也是为其子民伸冤的神。2.我们要相信神是公义的神，也是为其子民伸冤的神。
保罗在罗马书劝勉信徒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并且引用旧约圣经：「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神为祂的子民的伸冤是必然的事，当这个日子临到的时候，
必定能够使神的子民清楚体认神公义的作为，进而向祂献上敬拜跟赞美。

既然有这样的认知 信徒面对逼迫者的时候 更能够忍耐 心生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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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有这样的认知，信徒面对逼迫者的时候，更能够忍耐、心生怜悯，

向他们展现宽容的态度，甚至为他们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