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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何仍在这里你为何仍在这里

腓立比书1:1-5

一个户人家里有一对双胞胎男孩，他们也就只是容貌相似而已。如果其中一个觉得太
热，另一个就觉得太冷。如果其中一个说电视太大声，另一个就要求调高音量。他们
在每个方面都对立，一个是永远的乐观主义者，另一个是注定的悲观主义者。  

于是，在圣诞节期间，他们的父亲为了给他们上一堂课，就在悲观儿子的房间里装满
了所有可以想象到的玩具和游戏，而在乐观儿子的房间里则放了一堆马粪。 

那天晚上，父亲经过悲观儿子的房间，发现他坐在礼物堆中，痛苦地哭泣。 

“你哭什么？”父亲问。 

“因为我的朋友们会嫉妒我，而且在用这些东西之前我必须阅读所有的说明书，我还需
要很多的电池，可我的玩具最终都会坏掉。”悲观儿子如此回答。 

父亲走过乐观儿子的房间，发现他在马粪堆上开心地跳舞。 “你在开心什么？”他问。 

他的乐观儿子回答说：“这里肯定有一匹小马！”

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可能与现实不符
有时候，当一切进展顺利时，我们可能会感到悲伤或沮丧，而有时，当我们的
世界崩溃时，我们会寻找小马
尤其是基督徒，在生活的考验中常常经历这样的悖论，而耶稣早就告诉过
我们会这样

路加福音6:22 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
们就有福了！

路加福音6:23 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
待先知也是这样。

路加福音6:26 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这
样。

耶稣说当世界因为信祂而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欢喜
相反，耶稣说当我们被世界喜爱，我们就有祸了 

这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当你从耶稣的角度看问题就很容易解释
祂的角度是什么？我喜欢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向着永恒而活
这意味着要通过永恒的角度来认识我们正在度过地这一生...我们的来生才真正
重要。
因此，我们得为来生而投入此生的一切，包括此生可能临到的任何考验
发生在我们身上和周围的每一件事，都可以为神所用，为神的国效力
所以，我们的使命是在人生道路上所遇的波折中，尽己所能地顺服神，最
高程度的荣耀神

我们今天开始逐字逐句地学习腓立比书，你会听到我时不时地说这句话
向着永恒而活是保罗给腓立比教会写信的核心内容 

如果我们想理解这封信，就必须有这样的视角
今天在开始学习之前，我们需要做一点功课
学习书信就像读别人的邮件，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关于这封信的处境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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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对作者和他的听众有一些了解
我们在第一节经文找到了这些介绍

腓立比书1:1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
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

这封信的作者当然是使徒保罗
我们都知道这个名字，我想我们当中许多人都知道保罗的历史
保罗（又称扫罗），他开始是一位热心守法的法利赛人
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中路加告诉我们，司提反，他作为第一个为信仰而死的
基督徒殉道时，保罗就在现场并且赞同这件事

司提反的殉道搅动了保罗自以为义的内心，他变得痴迷于彻底消灭基督教
于是接下来的几年，他残酷地追杀、逮捕任何信耶稣的人
他四处奔走，逮捕信奉基督的人，导致许多人被石头砸死
在整个帝国的基督徒中，他的名字令人恐惧。但是犹太领导人却由衷地赞
同他的努力

然后，在一次去大马士革逮捕基督徒的旅程中，可以说，是耶稣本人在路上向
保罗显现并逮捕了他
从那天起，耶稣坚持要保罗投身一個不同的事业
保罗从寻求消灭基督教转变为为了福音向世界的传播，而不懈地努力
保罗的转变太过突然，以至于教会中的许多人都在争论保罗是否真正值得
信赖 

多年以后，面对信徒们错误的指责和毫无根据的怀疑，保罗仍在捍卫自己
的使徒身份。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已经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自己，成了世上最重要的、最有
果效的基督使徒 

新约大部分的书信都是保罗写的，他建立了许多重要的初代教会，并亲自培养
了许多早期的领袖。
保罗四次穿越罗马帝国，坚持不懈地向外邦人传福音  

保罗设定了服侍的标准，也许比自基督以来的任何一个人，他都更有资格
说：“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

但保罗并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在做这些事，他当然也不是一个人去做的
事实上，他绝不是一个独行侠 

从他的书信中反映了他在圣徒们的陪伴和服侍的团契中成长
注意到在这封信的开端，他提到了当时他的旅伴，一位叫提摩太的年轻人
提摩太是旅行时经常和他在一起的四人之一，其他的还有路加，巴拿巴，
约翰，马可和西拉
在一站又一站的旅程中，保罗重视他们的陪伴和他们在事工中所给予的支
持
保罗也在他所访问的每一个城市的信徒团契中成长，他经常提到他渴望回
到他们那里 

保罗是一个很容易交朋友的人，他珍视友谊的价值，并且鼓励教会也这样
做

接下来，保罗用一个最喜欢的词语来称呼自己和提摩太：奴仆
奴仆是当时常见的一种奴隶制度，是当代罗马帝国的主要奴隶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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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帝国时代，大多数的奴隶都是自我强加的：有人把自己变成奴隶，
是为了偿还他们欠下的债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奴隶可以通过劳动偿还他的债务，然后奴隶就可以自由
地离开，重获自由

但在为奴的过程中，一个奴隶可能会认为，服事一个善良的主人比在艰苦中工
作的自由生活更好 

如果是这样，那么当他偿还完债务时，奴仆可以自愿继续服事主人
奴隶愿意永远放弃自由以换取主人的照顾和保护
奴隶不再是为了还债而工作；现在，奴仆是出于对主人的忠诚而服事。

在这个新的关系，从被称为奴仆（bondslave），这意味着他服事主人是出于
爱，而不是因为义务
保罗经常称自己为奴仆，因为这个词贴切地描述了他服事基督的方式
所有基督徒都被称为基督的奴仆，因为我们都是用他的血买赎回来的
我们都欠他一份罪债，就是他用生命为我们偿还的

但当我们在信仰上成熟时，我们开始认识到基督是一位慈爱的主，值得我们献
身和牺牲
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成了一个奴仆，服侍主人不是出于强迫，而
是出于忠诚
这是保罗描述他服事耶稣的方式，这是合宜的描述，因为保罗就是如此进
入事奉的

当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到耶稣时，耶稣使保罗瞎眼，带他进城等候
耶稣派另一个门徒亚拿尼亚向保罗解释，耶稣已经拣选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
亚拿尼亚也向保罗解释，保罗在服事的过程中将会遭受很多苦难。

使徒行传9:15 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使徒行传9:16 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保罗以奴隶的身份开始为耶稣服务...耶稣向他提出了一个他无法拒绝的条件，
在这件事上，保罗没有选择的余地……他是按照神的旨意成为使徒，像奴隶一
样被征召服事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保罗认识到他的新主人是一位慈爱的救主，保罗服事的心
也随之改变 

一开始是强迫的事工，很快就变成了奉献的生活，保罗希望所有信徒都能同样
地看待基督

从神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进入信仰的方式就像保罗一样——是上帝找到我们，不是
我们找到他
在我们最初作基督的跟随者时，耶稣就类似如此，在我们了解他之前就与他捆
绑在一起了
我们被圣灵逼迫，藉着神的恩典，通过我们的信心，进入一个新的生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所侍奉的神时，我们就会认识到耶稣
是良善、仁慈、慷慨和慈爱的
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对基督的服侍从强迫变为奉献 

因为我们每天服侍耶稣是出于对他的爱，所以我们是耶稣的仆人
如果以这种方式服事耶稣对你来说并不熟悉，那么这可能标志着你还没有足够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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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地追求与祂的关系
也许你正试着把对耶稣的服侍融入你平常的世俗生活，而不是相反
毕竟，耶稣想要的不是我们对祂的服侍，而是我们对祂的奉献
奴隶们没有独特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服事我们的主，当你的主和耶稣一样
好，那就是最好的生活

这就是作者的一些情况。接下来，保罗知道他的听众是腓立比的圣徒，腓立比是
罗马帝国的一个重要城镇
腓立比是马其顿省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以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命名
腓立比的公民在罗马社会享有许多特权包括免税和自治权
它坐落在罗马的主要道路上，是商业中心，因此它非常富有

因为腓立比位于连接东西的主要道路上，所以保罗在旅途中多次经过腓立比 

保罗于公元50年首次访问这座城市，当时他建立了教堂 

当时与保罗同行的有路加、提摩太和西拉
在使徒行传16中，路加讲述了保罗和西拉在腓立比被投入监狱的故事
那天晚上，神来了一次大地震，打开了监狱，解开了他们的枷锁
狱卒醒来发现监狱开着，所以他准备自杀，因为他知道他会被处决
但保罗大喊救了那个人，告诉他所有的囚犯都没有离开，可能是因为保罗
劝住了他们

保罗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以便有机会向那个看守传福音，这就产生了巨大的
效果
狱卒因保罗的善行免了死罪，就巴不得领受保罗所传的道
于是那人和他全家都信了
从那一刻起，保罗开始了教会，在离开之前教导并事奉了一段时间

保罗后来在公元57年第三次传教时再次回到这座城市，三年后，保罗在罗马给他们
写了这封信
公元60年，保罗在罗马被软禁，等待凯撒的接见
他被软禁了两年，在此期间，保罗写了很多新约中的书信，包括这封信
保罗被软禁在罗马的时候，教会的领袖打发以巴弗提去见他 

以巴弗提带了金钱奉献给保罗，这对保罗一定是极大的鼓励和安慰
所以当保罗在罗马被软禁时写这封信，他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写的
保罗第一次在腓立比的经历，教会他如何从一个更好的角度看待他在罗马
的现状
神让保罗和西拉在腓立比的监狱里受苦，这样他们就能把福音传给狱卒 

正因为保罗改变了狱卒和他的家人，因此腓立比教会才建立起来
因为保罗建立了教会，这些圣徒现在能够支持和鼓励在罗马的保罗

神用保罗生命中的试炼和苦难来进一步宣讲天国的使命，腓立比教会就是最好
的例子
理解保罗在腓立比的监禁和他在罗马被捕之间的联系是读懂这封信的关键
这就引出了保罗对教会的祈求…

腓立比书1:2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几乎所有保罗的书信都以为他的读者祈祷开场，正如我们在第2节所看到的，保罗
将恩惠与平安带给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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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是保罗说的，有真正的能力，因为他的话是神所启示的，意思是说它们
来自神
每当一个教会收到保罗的信，就会大为庆祝，因为他们知道他的信就是圣
经
事实上，在保罗写这封信的同时，同为使徒的彼得写了关于保罗的书

彼得后书3:14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
指摘，安然见主；

彼得后书3:15 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
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

彼得后书3:16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
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

彼得说，那时有些人企图歪曲保罗所写的书，就像他们篡改“别的经书”一样
彼得称保罗的作品为经书，即使他们两人都还活着，还在写信
这证实了从保罗撰写它们的那一刻起，保罗的书信就被早期教会视为圣经 

因此，当保罗告诉教会，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他们恩惠与平安时，这是真的
所以保罗在信中对恩惠和平安的承诺，并不仅仅是为了讨好他的读者
保罗向他的读者承诺，在收到他的信时，神亲自将恩惠和平安赐给他们

当教会收到保罗的信，留心阅读，他们会看到更多神的恩惠，经历更大的平安
这个承诺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我们学习神的话语，特别是保罗的书信，我们
获得的不仅仅是知识
我们正在领受更多神的恩典，祂的恩惠，这将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现，包括认
识更大的平安

然后，从第3节开始，保罗正式地开始写这封信，随着我们继续讲下去，我想给你
们提供一份关于他的信是如何组织的路线图
我们今天把这封信分成四个段落，每一段落都有一个要点或主题
这四个要点共同组成了整封信的中心思想
这封信的中心思想就是“基督就是一切”

我们必须活着、奋斗、受苦和超越的每一个原因，都是为了耶稣基督和祂的福
音……基督是生命中的一切
除了神国的使命，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意义和目的
没有基督在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所成为或成就的任何事，最终都不会持
久或有任何意义 

当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为许多儿女带来荣耀时，我们就
找到了意义、喜乐与平安

所以这封信的主旨是，基督是生命中的一切，保罗把这个真理分为四个部分：
第1章：我们的目的是为基督而活
第2章：我们的态度是像基督一样思考 

第3章：我们的赏赐来自基督
第4章：我们的满足在于服事基督

今天的课程剩下的部分，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认识每个基督徒的目标：为基督而
活，保罗的开头很简单

腓立比书1:3 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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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1:4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祈求。

腓立比书1:5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

保罗告诉教会，他总是为这个教会感谢主，一有机会就喜乐地为他们祷告 

有些学者认为腓立比教会是保罗最喜爱的，这封信当然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但是保罗对这个教会的赞美不是基于偏爱，而是基于一些非常具体的事情   

保罗在5节中说，他的喜乐，是因他们从起初直到如今，都与福音有分
这的确是一种高度赞扬，但重要的是知道保罗对这个教会的看法
从根本上说，参与福音就是参与分享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的福音 

正如我们在大使命中学到的那样，我们有许多方式可以参与这项使命
当然，这个教会肯定是在积极地传福音，支持保罗和其他先驱者

但许多教会都做了类似的事，所以单凭这个事实还不能解释为什么保罗在这方面
挑出这个教会来赞美
不同之处在于，这个教会使参与福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希腊语中的 “koinonia” ，意思是 “参与”（和合本中翻译作 “同心合意地兴
旺”），通常被翻译为“团契”，意思是共同的经历

保罗是在说，他感谢上帝，因为这个教会在福音的需要上与他有相同的看法
像保罗一样，他们选择了福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第一天就做出了这个选择，从他们最初到如今，他们仍然
继续这样的生活

现在，当你听到有人把福音当作一种生活时，我们往往会想到职业事工
例如，一个全职的牧师是把福音当作一种生活，或者一个地区的宣教士是过着
福音的生活方式
这这些例子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它们只是冰山一角 

全职牧师和宣教士只是让福音成为一种生活的两个例子，但还有其他很多
很多
事实上，有无数种方法可以使福音成为一种生活，就像教会里的信徒一样
多

记住，保罗说过整个腓立比教会从一开始就与保罗一同传播福音
当然，不是所有腓立比的信徒都是全职牧师或全职宣教士 

那么，其余的信徒是如何把福音变成一种生活的呢?

他们要去市场或田地里干活，养家糊口，抚养孩子，上学，服兵役
他们都是过着正常生活的普通人，只是他们的生活是为了福音
铁匠每天早上醒来时，他并没有想：“我今天的工作就是成为最好的铁匠。
”

相反，他说：“今天我在打铁的时候，要怎样传福音呢？”

当一位母亲开始她的一天时，她并不认为“这又是做家务和养孩子的一
天……”

她说：“今天，我将通过做家务和养孩子来拓展神国。”

腓立比教会明白他们的生活就是为了福音……这是耶稣还未再来的唯一原因
仔细想想……耶稣在等什么？事实上，问问你自己……

为什么基督徒不在得救的那一刻就死去并进入天堂呢？可以逃避痛苦，难
处，眼泪和疾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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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更有意义吗？那是我们最终要去的地方，为什么耶稣不马上带我们
回家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神的计划中，这世上的生活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
福音
因此，每一个信徒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起，就应该使我们的每一天都为福
音而活
服事福音是我们今天还活着的唯一原因，保罗非常感谢腓立比教会明白这
一点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特别是在第一章，学习我们如何进入福音的生活方式
并不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但是我们都需要向着永恒而
活
深入研究这封信有可能改变你与耶稣同行的方式
给你的生活赋予新的意义和目标，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平安和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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