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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综览 

张西平牧师  编著 

作者：保罗 

日期：62 A.D.春 

地点：罗马 

受信人：腓立比教会  

目的：鼓励腓立比的信徒，在任何境遇中，都当以基督为信仰人生的

中心，来事奉主 

主旨：荣耀的仆人 

钥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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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简介 
腓立比书是一封喜乐洋溢的书信，文中我们不见保罗惯常严肃的面孔，反是一

个慈祥、和蔼、乐观的牧者；难怪本书被称为「喜乐的书札」、「谦让的书简」。「喜

乐」一词在全书中出现 17 次，每章几乎都有。新约中没有一卷书像腓立比那样充满

喜乐的气氛；多读腓立比书，信徒的生命会更喜乐、活泼，喜乐事奉，人生更光明

灿烂。 

本书虽为保罗以最喜乐的心情写成的,书中仍带有深入的神学： 

第一章〜基督是基督徒生命的中心 

第二章〜基督是基督徒生活的榜样 

第三章〜基督是基督徒的标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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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基督是基督徒的满足和得力的秘诀 

 

特征 
(1)保罗书信中最富情感、也最个人性的（「我」字在全书中出现超过 100 次）。 

(2)最以「基督为中心的」一卷书。书内有一段关于「基督论」的经文(2：5～11)，

称为「虚己论」。  

(3)钥字包括「基督」(50 次)、「喜乐」(17 次)、「福音」(9 次)、「想念」、「同」

等。 

 

简纲 

第一章：基督是我的生命（1：21 生死为主） 
 

第二章：基督是我的榜样（２:５ 以基督的心为心） 
 

第三章：基督是我的目标（３:８ 丢弃万事） 
 

第四章：基督是我的喜乐（４:13 靠主喜乐） 
 

 

历史背景 

A. 腓立比城 

腓立比城原名「泉城」，因城内甚多水泉，是希腊亚历山大帝的父亲，马其顿

王腓力在主前 356 所占领，重建后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腓立比城处于欧亚要冲，城

市附近有黄金，并盛产羊毛、染料，极其富庶。罗马于主前 168 把它纳入马其顿省。 

主前 42 年，罗马帝国内战，渥大维(Octaian)与马可˙安东尼(Mark Antony)连手，

在腓立比城打败了朱利流(Cassius)和布鲁特斯(Brutus)的军队，将腓立比变成驻防城

(参徒 16:12)，而渥大维也于主前 27 年，被罗马赐名为「奥古士督」(意「尊贵者」)。 

奥古士督驻重军于此地，并提高腓立比城的地位，赐该城特别权利，称「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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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所有公民均登记于罗马城之公民册内，居民说罗马语，穿罗马服装，守罗马法

律及各种节期礼仪，且不需纳税。人种是罗马及希腊人参杂。 

按宗教言，因腓立比为一军防重镇，犹太人或其他商人少来此地区。宗教活动

不及其他各城（如雅典、以弗所、哥林多等）那般复杂。 

B. 腓立比教会 

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于第二次旅行布道时成立的，当时保罗在特罗亚，一夜得「马

其顿呼声」的异象，遂转往欧洲的腓立比。在那里，保罗带领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吕

底亚一家信主，并赶逐小使女身上的巫鬼，带领狱卒一家先后归主。后因受逼迫，

保罗与西拉离开那里，转往帖撒罗尼迦(徒 16:7～40)，可能留下路加，照顾这初建

立的教会。但保罗与此教会的关系颇深，他们在经济上常与保罗同工(参腓4:15～16)。 

约五年后，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时，再回到腓立比，停留时间不长；又五年

后，保罗在罗马监牢里，常收到腓立比教会的接济(腓 4:18)，他们并打发以巴弗提，

前来罗马服事保罗(腓 2:25)。 

C. 腓立比书 

在保罗众多书信中，腓立比书是最特殊的书卷，它好像是一封私人信函，其中

透露此信的目的有： 

(1)向教会过去与现在的关怀致谢，包括物质上的支持。 

(2)鼓励他们为基督的缘故受苦，要站立得稳，勿被环境打倒。 

(3)要教会提防割礼派之人。 

(4)劝告教会中两位不同心的姊妹，要为福音的缘故同心。 

写作地点于罗马监牢中，时约主后 62 年。 

 

摘要 
腓立比教会是个可爱的教会，保罗每逢想到她，内心就涌出甜蜜的喜乐。在保

罗的回忆中，这教会占有重要的位置，难怪保罗会写道：「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

的神」。保罗与教会的情谊是真挚的，感情是深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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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启语祷谢（1：1～11） 

A. 祝福（1：1～2） 

启语中，保罗自称为基督耶稣的仆人，并与提摩太写腓立比书给教会的众「圣

徒」，及多位「监督」、「执事」。这三个名词乃指初期教会的基本成员： 

a. 圣徒〜分别为圣，被主使用的人。 

b. 监督〜「从上看下」，只负责教会事工的人。 

c. 执事〜服事，指协助监督的工作。 

B. 感谢(1：3～7) 

一想到教会，保罗就欢喜，并立时为他们献上感恩的祷告(「我每逢想

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1. 为他们与保罗同心合意祷谢（1：3～6） 

保罗为教会祷谢是自然的、喜乐的，因为他们从头一天(50 A.D.,指

徒16章的故事）到如今(61 A.D.，十年后的今日），他们总是「同心合

意」地「兴旺」福音。他相信神在信徒中动了那善工，也必成就，直

到主再来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 

在1：6、10及2：16这几段经文里，保罗三次提及「耶稣基督的日

子」与「基督的日子」。 

「基督耶稣的日子」这词，是指主耶稣在末世再回来迎娶教会之

时，那时，信徒的救赎便得完成，也获得主的奖赏。 

2. 为他们与保罗一同得恩而祷谢（1：7） 

他说他虽在捆绑中，仍是一个「辩明」（意「辩护」）或「证实」

（意「使坚固」）福音的时候；他总觉得他是与腓立比信徒一起得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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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想念(1：3、8) 

保罗对教会的感谢，在「你们常在我心中」一词表露无遗。他说：「我

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作见证的。」 

D. 代求(祷告)（1：9～11） 

保罗为他们的祷告，有两个目的： 

1.爱心的长进 

2.知识的长进 

从这段祷愿可看出神学与灵命是分不开的。保罗也求神使他们能分别是非，作

诚实无过的人；并靠着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 

 

二、表明心迹：基督是我们的生命（1:12〜30） 

人生遭遇变化莫测，当事情发生时，不少人生的计划都要停止、修改，

人因此陷入迷惘、困惑、埋怨、忧虑中。在此，保罗向教会表白心迹，主

要是劝导教会，人是环境的主人，不是环境的仆人。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

在困境中可以了无怅惘，因他深知凡事都有神的恩手带领，因此可以处之

泰然；他是驾驭环境的人，非为环境所左右。因此，他能常常喜乐，并在

不如意的环境中，超越困境，作蒙神喜悦的事。这正是保罗的实际情况。 

A. 保罗在狱中的景况(1:12～19) 

1. 向罗马官兵作见证(1:12～13) 

保罗愿意教会知道，他虽然身陷监牢，却仍使福音「兴旺」，以致

御营全军及他人都知道他为何被关在罗马监牢。 

御营全军〜指监管的罗马士兵，因保罗是特殊囚犯，故特派看守的士兵与

他手连手地锁在一起。罗马士兵 4～16 人一班，分班看守保罗，因此保罗有机

会向他们传福音。 

其余的人〜 神也给他们机会听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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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罗马信徒作见证(1:14) 

保罗也有机会向罗马教会的信徒作见证，使他们深信， 神是世人的神。于

是他们也放胆向更多人作见证，使福音大大向外传扬。 

3. 福音的传开而心里欢喜(1:15〜18) 

a. 不同动机(1:15〜17) 

传福音者的动机，有时不是完全纯正。 

「不诚实派」：是出于嫉妒纷争，增加保罗捆锁的苦楚。 

「爱心派」：是出于好意(受保罗感动)，明白保罗是为福音而受捆

锁。 

b. 不必计较(1:18) 

保罗并不计较这些，只要福音被传开，他就满足了。 

B. 基督是基督徒的生活(1:20～30) 

1. 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彰显基督(1：20) 

但无论裁决如何，是生是死，保罗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意指自己

生死不要紧，只要能「将神显大」(等于「荣耀神」)，就达到他生存(得救)的主

要目的。 

2. 秘诀：借着活出基督(1：21)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1:21) 

3. 活着乃为别人(1:22～26) 

保罗认为他若仍然活着，就能完成他工作的果子；但他不知如何挑选： 

a. 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b.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保罗说他是在「两难之间」，离世(就是与主同在)，实在好得无比。然而，

仍然住在世上，是为信徒好，因为： 

a. 保罗有结出果子的功效〜叫更多人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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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信徒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 

c. 使信徒在基督里的欢乐越发加增。 

4. 基督徒该有的生活(1:27～30) 

保罗对能否再与教会相见，并不挂念，他只愿教会做到两件事： 

a. 过与福音相称的生活―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保罗是否来见他们)，信徒

都同有一个心志，能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1:27)。 

b. 过刚强、得胜的事奉生活 

(1)凡事不怕「敌人」(指反对基督的犹太教徒)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

沦，信徒得救，都是出于神(1:28)。 

(2)信服基督，为祂受苦、争战。保罗提醒信徒，信服基督是个恩典，为

主受苦也是恩典，信徒若能有此看见，他们在很多环境下都能处之泰然，

能喜乐。正如当初保罗在腓立比工作时，不是「为主受苦」吗？这是他们

在保罗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 

 

三、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在基督里的劝勉（2：1～30） 

从以巴弗提口中，保罗得悉教会的一些近况，也包括不同心的情形。

保罗就此进言，期望有所改善。 

 

A. 以基督的心为心（2：1～11） 

2章1节的「所以」，将上文为基督受苦的精神应用在劝勉的话语里。 

1. 同心合一的生活(2:1～2)  

若是 

a. 在基督里有「什么」(任何)劝勉 

b. 爱心有「什么」安慰 

c. 圣灵有「什么」交通 

d.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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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 

a. 意念相同 

b. 爱心相同 

c. 有一样的心思 

d. 有一样的意念 

使保罗的喜乐得以满足。 

2. 谦卑真实的生活(2:3) 

a.凡事不可结党，不贪图虚浮的荣耀。 

（结党指不要自私、不要有野心。） 

b.只要存心谦卑(在低微的灵里)，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3. 彼此相顾的生活(2:4)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4. 效法基督的生活(2:5～11) 

本段是教会著名的凯歌，有关基督降生及归回天家的历程，可分

三方面： 

a. 祂的虚己降卑（2：6～8） 

(1)祂的本像(2:6)—祂「本有」（「先前」及「开始」二字组成，

意指祂早已存在、继续存在）神的「形像」（指属性的外显），指

基督拥有与神相同之本质，现今藉一个形像表露出来。祂不以与

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攫取」），指祂不用将神的属性抢回来，

据为己有，因祂本有神的属性。 

(2)祂的降生（2：7）—祂反倒「虚己」（「倒空」），指祂主动放

弃天上的荣耀而来到人间，取了（意「加多了」）奴仆的「形像」，

指以奴仆的样式表单露其存在。「成为」（表示「进入一个新境界」）

人的「样式」（意「相似的形态」），指祂成为人，是有神性的人。 

 

b. 祂的存心顺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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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既有人的「样子」（意「外貌的形状」），就存心卑微、顺服，

以致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的卑微顺服到一个极致—死在十字架上。 

2：7 的「反倒虚己」(「虚己论」)是指基督道成肉身，毫无保

留地抛弃本有的尊荣，自成贫穷，使人可成富足(属灵上言，参林

后 8:9)。 

c. 使荣耀归与父神(2:9～11) 

因此，神将祂升高，超乎万名之上，使整个造物界无一不降服

在祂面前，承认祂确是宇宙的主，归荣耀与神。 

基督是信徒一生的榜样，也是彼此相处(同心合力)的榜样。基

督徒也应该存这种谦卑为朴之心，来顺服神，容让神借着我们成

就祂的旨意。 

 

B. 作成得救的工夫(2:12～18) 

1. 立志顺服(2:12～13) 

基督的顺服成为保罗劝告信徒的根据，他说「顺服」是腓立比信徒的

特征，既是这样，就当存敬畏的心(恐惧战兢、惟恐做错)，「作成得救的

工夫」(「作成」指明显表现出来，原文意「做出得救的果效」)。 

腓立比信徒要用顺服、行出来证明、显出他们内心的救恩。因为他们

这样的立志行事，全是神在信徒心中的工作，完成神的美旨。 

2. 无瑕儿女(2:14～18) 

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顺服神旨意的人就会： 

a.不发怨言。 

b.不起争论。 

c.行为无可指摘。 

d.诚实无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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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做无瑕疵的儿女，如同明光照耀。 

f.表明生命之道。 

若是如此，当主再来的时候，保罗在腓立比信徒身上的工作就没有徒然。 

保罗愿将腓立比信徒的信心，当作祭物献给神。甚至将自己像活

物般，奉献给 神(「浇奠」生命，奉献给神)，是喜乐的。盼望腓立比

信徒也因此一同喜乐。 

3. 保罗对信徒的关怀(2:19～30) 

在讲明「以基督的心为心」及「作成得救的工夫」之后，保罗将两位同工的

事奉及事奉心态，也表明出来，作为上文的榜样。 

a. 有关提摩太 (2:19～24) 

提摩太是与保罗同心的同工。保罗实在挂念教会，又没有人可派，只得

差派身边的同工提摩太前往腓立比，打听教会的消息，自己也随后必到。 

b. 有关以巴弗提（2：25～30） 

在提摩太出发前，保罗也打算将以巴弗提(字意「可爱」)送回腓立比。 

以巴弗提是爱教会的人(「常想念你们众人」)，他为作基督的工，不顾

性命，几乎至死，而他所作的正补足了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不足之处(腓立

比教会因离罗马甚远，照顾不易)，这等人是值得欢喜接待并尊重的。 

 

四、基督是我们的目标（3：1～21） 

腓 3：1 的「还有话说」（意「末了的话」或「其余的话」）可作 l

章、2 章的总结。 

 

A. 基督是我们的夸口(3:1～8) 

1. 要在主里面喜乐(3:1) 

喜乐是基督徒生命的表现，也是对付割礼派的方法，因为不受割礼派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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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喜乐的人。 

2. 夸口当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可靠着肉体(3:3) 

保罗强调真割礼是看内心的，是心灵向着神，以神的灵敬拜，以「在基督

里」夸口，非靠肉体的割礼，或各项条文礼仪，因那些是割礼派所强调的。 

那真受割礼的乃是： 

a. 用神的灵敬拜(以灵来敬拜神)。 

b. 在基督里夸口。 

c. 不靠肉体。 

所以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 (3:2)。 

3. 割礼派特征(3:2) 

保罗给割礼派人士三个称号，并呼吁信徒要防备他们： 

a. 犬类—犬类在犹太文化里代表不洁（利 11：24～28；申 23：18），

与永生无分（启 22：15），又代表未受割礼的外邦人。此处却指割礼

派人士， 表示他们确实比最卑贱的人还低下。 

b. 作恶的—犹太人自诩为「仁义之人」，今割礼派却被冠上「作恶

之人」的名号。 

c. 妄自行割的—保罗利用「自割」一字揶揄割礼派人士。 

4. 插入的话(3:4～6) 

若要靠肉体，保罗比起别人更有所夸的。 

a. 就肉身说 

(1)第八天受割礼 

(2)是以色列族 

(3)是便雅悯支派的人 

(4)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b.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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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 

d.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5. 基督是我们的至宝(3:7～8) 

对保罗而言，先前以为有益的(指过去的成就)，如今却因基督当作有损的，

因他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意「最强」「最重要」)。 

 

B. 基督是我们的标竿(3：9～16) 

1. 为祂丢弃万事，看作粪土(3：11) 

保罗说，为要得着基督，(「得着」意「拥有」)，万事对他已形同「粪土」

(意「垃圾」或抛给狗吃的残羹)，使他在基督里，因信得称为义，(得在基督里

而有的「因信称义」)；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

因信神而来的义。并且得以认识基督，晓得祂复活的大能，又得以经历与主同

死同复活的大能，晓得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 

2. 专一的努力往前，向着标竿直跑(3:12～14) 

保罗坚决表示，还未完全得着基督，但他竭力追求，及是专心一

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标竿」直跑，为要得神呼召他的奖赏。 

a. 单纯、专一：我「只有」一件事。 

b. 标竿确定：「向着」标竿「直」跑。 

c. 不断更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d. 不空跑、不徒劳：因完成上头来的呼召，必得赏赐。 

3. 指示与劝勉（3：15～16） 

第 15 节的「所以」将上文带入总结。在信徒中的完全人（喻成熟

的人），总要存同样心态；如果有偏离，神必「指示」（意「启示」）他

们该如何行，这是圣灵的工作。然而，信徒应按部就班地进行（「地步」

意「标准」），切勿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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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警告情欲派(3：17～4：1) 

1. 自己为榜样(3:17) 

保罗以自己(「今非昔比」的前割礼派者)为例，劝教会中的人要效法他，脱

离错误的生命追求，成为天上的国民。 

a. 效法他放弃割礼派。 

b. 效法他抛弃万事，当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c. 以他及像他那样的人为榜样。 

2. 纵欲派的特征(3:18～19) 

紧接 17 节的劝告，保罗再以诚恳的心(眼泪)，列出纵欲派的特征与结局： 

a. 他们与十字架为敌 

十字架是认罪及救赎的代号，纵欲派以享受为念，故彼此敌对

不容。 

b. 他们以自己的肚腹为神 

纵欲派以食物(肚腹)为生存的意义(「肚腹」广义代表生命的一

切欲望)。 

c.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他们不知廉耻，放纵情欲，还引以为荣。 

d.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地上的事」代表现今世上的情欲、骄傲。 

e. 结局是沉沦 

最后命运是永远的灭亡。 

3. 不随从的原因(3:20～21) 

第 20 节的「因为」(中译「却」)指出信徒不该效仿纵欲派的原因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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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信徒是天上的国民 

「国民」暗指腓立比原是罗马的殖民地，公民拥有罗马国籍；

但信徒的国籍是双重的。在地上的都会过去，在天上的才是永存

的。信徒有属天的盼望，因他但等候主从天降临。 

b. 信徒生命全然改变 

救主耶稣将以归服万有的大能改变信徒的生命，将卑贱身体的

形状「改变过来」，与基督的荣体「相似」(意「相同形象」)；这

是指将来信徒复活后，身体里外都有改变，但实质上，却与主的

身体相同。 

4. 应当靠主站立得稳(4:1) 

作者以 4 个亲切的名称呼他们：(1)亲爱的(2)想念的(3)我的喜乐(4)我的冠冕。 

腓 4：1「因此，就是这样」(中文漏译)， 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如同士

兵坚守岗位，奋勇抗敌，在信心上与主联合(「靠主」原文「在主里」)，在信仰

上不可动摇，惟有如此，才不会受异端邪说的牵引。 

 

五、基督是我们的喜乐（4：2～20） 

搁笔前，保罗仍因教会中有些争执的事而劝告信徒同心。故此他直言不讳地称

名道姓，力劝二位「同工」同心共负一轭，务使教会工作不受阻滞。 

本章所有的「靠主」，英文都用「在主里」(in the Lord)。 

A. 在主里同心负轭(4:2～3) 

教会中有二人，名友阿蝶（意「好旅程」）和循都基（意「好运」），均为女性名

字，在事奉上不能同心。保罗特别恳求一位真实同负一轭的「你」去帮助他们。 

这个神秘人物是谁？经学家有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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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是保罗的一位同工，也有人说是指「路加」。 

2. 他是代表性用语：象征教会。 

3. 她是 Suzuge—可指一个名叫 Suzuge 的人(即「同负一轭」之意，参约 2：1

的用法)。 

保罗说这两位妇女，与他在福音事工上曾一同劳苦；并提及其他同工，如革利

免。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有份，表示他们都是同得永生的一群。 

B. 在主里喜乐、谦让(4：4～5，本章钥节) 

「喜乐」与「谦让」(原文无「心」字)成配对词，「谦让」在此可指一种「靠主

而让步」的态度，因为「主已经近了」，何必再斤斤计较？ 

C. 在主里一无挂虑(4：6～7) 

内容：应当一无挂虑 

方法：只要「凡事」借着①祷告 ②祈求 ③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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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平安，从神来的： 

神必赐下超越人理解的平安，在基督里保守信徒的心怀意念，使信徒一无挂虑，

因 神的保守胜过人的筹算。信徒心里不应有忧虑、挣扎和怀疑。忧虑是因看重环境、

不信靠基督而起。 

D. 在主里追求(4:8～9) 

1. 思念有价值的事(4：8) 

保罗要信徒思念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美

好德行的，及值得称赞的事。 

2. 做有价值的事(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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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信徒在保罗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都要去行。

如此一来，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他们同在。 

E. 在主能力里生活行事(4:10〜13) 

保罗说，他无论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他知道怎样处卑贱，他知道怎样处丰

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他都得了秘诀。他靠着那加给

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言下之意，他是有缺乏，但不苛求，也不贪图享受，因他在任何景况下(卑贱、

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都学会「知足」，在任何时地(「随事随在」)都得了

「秘诀」。这就是「靠主所加添的力量，凡事都能做」。「然而」，保罗视教会在他的

患难（指「在捆锁中」）上有份，是件美事（意指教会在他受苦时仍接济他）。 

「知足」就是在任何景况下都以基督为满足，不求其他人或物，也不求环境的

改变（来 13：5～6）。基督徒靠着那加给他力量、供应他一切需要的基督，凡事都

能作。 

保罗直呼信徒为「腓立比人」，这是个亲昵的称呼。事实上，无论保罗

在帖撒罗尼迦或离开马其顿，在授受的事上，除了腓立比教会以外，他并

没有收过别人的供给（「供给」是补字，原文无），并且他们的供给还超过

一次（原文「一次、二次」，喻「一而再」，参帖前 2：18 的资助）。保罗

不贪图他们的「馈送」（意「礼物」），只求他们在属灵上结果更多。因保

罗样样都有，且充足有余，并从以巴弗提手中收到教会的馈赠，他看这些

为「馨香之气」、「可悦纳的祭物」，相信神必照祂荣耀的丰富，使教会一

切所需都充足。 

1. 称赞腓立比信徒们的爱心供给(4:14〜17) 

a. 与保罗同受患难(14 节)  

b. 供给保罗的需要(15～16 节) 

c. 保罗所求的并非什么馈送，乃是他们能结果更多(17 节) 

d. 保罗以他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喜悦之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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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必丰富的供给他们(4:18～20 

保罗深信他所信的神必照祂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信徒一切所需用

的都充足。 

六、结语：问安与祝福（4：21～23） 

A. 问安的话（4：21～22） 

保罗在问安时，代身旁的肢体向收信的肢体致意，其中包括「在该撒家里的人」。

「在该撒家里的人」有二意： 

1. 该撒皇帝家中的人。 

2. 一切为该撒工作的人（在罗马替罗马政府工作的「该撒雇员」，当中有不少人

信了主，如御林军）。 

B. 祝福的话(4:23)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恩典与赐恩者是分不开的，主在祂所赐的

恩典中，赐下自己，使信徒一生蒙恩。 

****************************************************** 

保罗自从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基督，蒙神呼召之后，他活着就是基督，用感

恩的心、一生忠心地服事主，完全献上。他经历了主是复活的主，也体会基督耶稣

的心肠，因此尽心尽力爱人，一生为传福音而努力。 

他劝勉信徒「要靠主常常喜乐」，因为「主已经近了」(4：4～5)。在主里的喜

乐是可靠的良方，把焦点单单放在耶稣基督身上。喜乐是保罗最好的见证，甚至在

监牢里。对保罗来说，他整个生命都「总括」在基督里，惟有耶稣，耶稣是一切。

他一生的注意力也集中在「得着」祂，「认识」祂，「让祂找着」并达成在基督里的

目标。 

保罗是一个在基督里完全献身、真正荣耀神的仆人，而「喜乐」正是一个「真

正认识主的信徒」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