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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堂归正福音教会 

主日学课程 

第三季、二零一二年 

保罗的处境与心愿 

腓一 12-26 

第二课 
前言 

 本季主日学课程，我们要研读保罗书信—腓立比书。 

在第二课里，让我们听听使徒保罗谈谈他自己当时的处境与信仰、事工上的

心愿，同时留意他给我们的鼓励和榜样。保罗很自然地描述他的遭遇、他的心情、

他的回应，内容毫无矫情做作之处，而是处处流露出真实的感情与对信仰的执著。

让我引用唐牧师讲过的两句话，稍加修润，来概述保罗的榜样： 

活出自己所传的基督的生命， 

传出活在自己生命里的基督！ 

 

一、认识保罗的处境，领会保罗的心愿，效法保罗的榜样 

1. 他在监牢里受捆锁着；但是，留意保罗如何看待这恶劣的环境？〖他所

遭遇的事，更能叫福音兴旺，也显明出来那些临到他身上的，都是为基

督的缘故。〗 

2. 不从反合的角度来看，根本体会不出其中的奥妙：⑴保罗这位传福音的

使者受了捆锁，但福音事工更兴旺，足证主的道不受捆绑。⑵保罗受捆

锁，反倒使许多知道他被下在监里的人更笃信不疑，放胆传神的道。⑶

谁来安慰谁？谁来鼓励谁？ 

3. “出於嫉妒分争”的传福音？怎么会有这种事？〖出於结党？动机不

纯？虚情假意？爱出风头？争取名气？哗众取宠？抢夺荣耀？〗 

4. 榜样之一：一生以福音大业为念，以基督被传开而乐，置自己的利害得

失於度外！〖参见第 18 节。〗 

5. 保罗的秘诀：⑴信徒们的代祷，⑵基督耶稣的灵的帮助。〖参见第 19

节。这一节的结尾是“终必叫我得救”，这「得救」的词语该如何解释

呢？要找到答案，应当回头解说清楚这一节开头所提到的「这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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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什么一回事？从接下来的经文来分析，尤其是根据第 25-26 两节经

文的内容来看，有可能就是指着他当前的案子的判决说的，能够从监狱

里被释放出来，有机会再一次访问腓立比教会云云。〗 

6. 榜样之二：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原也是

保罗所盼望的，属他的心愿之一。说得更详细一点，离世与主同在，是

保罗的心愿，对保罗而言，是“好得无比的”，换言之，保罗不以死为

苦；他也觉悟到他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继续在肉身活着，是他的责

任，因为还有继续活着的任务在身，为的是使腓立比的信徒们在所信的

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这让我想起孟子讲过的一句话：可以死，可以无

死，死伤勇(语见孟子·离娄篇下)。而“无论生死，都叫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按唐牧师的解释，乃事奉的精意。〗 

7. 榜样之三：“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一 21)。〖约翰加

尔文对这一节经文的注释：Interpreters have hitherto, in my opinion, given 

a wrong rendering and exposition to this passage; for they make this 

distinction, that Christ was life to Paul, and death was gain. I, on the other 

hand, make Christ the subject of discourse in both clauses, so that he is 

declared to be gain in him both in life and in death; for it is customary with 

the Greeks to leave the word proj to be understood.  Besides that this meaning 

is less forced, it also corresponds better with the foregoing statement, and 

contains more complete doctrine.  He declares that it is indifferent to him, and 

is all one, whether he lives or dies, because, having Christ, he reckons both to 

be gain. And assuredly it is Christ alone that makes us happy both in death 

and in life; otherwise, if death is miserable, life is in no degree happier; so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more advantageous to live or to die out 

of Christ.  On the other hand, let Christ be with us, and he will bless our life 

as well as our death, so that both will be happy and desirable for us. 这样，我

们可以把这一句话另外译成：无论我是活、是死，基督都是我的益

处。〗 

8. 成就我(保罗)工夫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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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录、补遗 

1. 第 12 节里的「兴旺」一词：字义包括在程度上加强、加深；在进度上

往前等。属中性的字眼，正反两面都可用，譬如：路二 52；加一 14；

提前四 15；提后二 16，三 13。 

2. 第 16 节里的「辩明」一词：现在这个词普遍被译成护教、卫道。它的

希腊原文字是 apologia ，英文字里的 apologetics 就是从它演化而来。

〖The term apologetics etymologically derives from the Classical Greek 

word apologia.  In the Classical Greek legal system two key technical terms 

were employed: the prosecution delivered the kategoria (κατηγορία), and the 

defendant replied with an apologia.  To deliver an apologia meant making a 

formal speech or giving an explanation to reply and rebut the charges, as in 

the case of Socrates' defence.  This Classical Greek term appears in the Koine 

(i.e. common) Greek of the New Testament.  The Apostle Paul employs the 

term apologia in his trial speech to Festus and Agrippa when he says "I make 

my defence" (Acts 26:2). A cognate term appears in Paul's Letter to the 

Philippians as he is "defending the gospel" (Philippians 1:7 & 16), and in 1 

Peter 3:15 believers must be ready to give an "answer" for their faith. The 

word also appears in the negative in Romans 1:20: unbelievers are 

αναπολόγητοι (anapologētoi) (without excuse, defence, or apology) for 

rejecting the revelation of God in creation. 同一个字也出现在第 7 节里，上

一课的讲义里遗漏了，忘记解说字源。〗 

3. 放胆：(参见第 20 节)。先说说这个字的家族里的一个代表，就是「放

胆」(3955, parrhsiazomai) 这个词；它颇有意思，是保罗常用的字眼。这

个字由两个字合成，一个是 paj(3956，或 pasa，pan)，带有 all的含意，

另一个则是 rew(4483)，含有 speech的意思。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这麽

说，这个词汇常被用在保罗身上。它在新约中出现了九次，除了一次

(徒十八 26，被用在亚波罗身上)之外，其馀每次使用的场合，都少不了

保罗的份。可参看的经文如下：徒九 27，29；十三 46(用在保罗和巴拿

巴身上)，十四 3(用在保罗和巴拿巴身上)，十八 26(用在亚波罗身

上)，十九 8，二十六 26，弗六 20，帖前二 2(可能除了保罗外，还包括

http://www.answers.com/topic/koine-gr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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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身旁的同工，如西拉和提摩太)。真正值得我们留意的是，这个字

每一次的用法都大同小异，都与讲道有关，如“奉主(耶稣)的名放胆传

道”(徒九 27，29)；“放胆说”(徒十三 46)；“倚靠主放胆讲道”(徒

十四 3)；“在会堂里放胆讲道”(徒十八 26)；“进会堂，放胆讲道”

(徒十九 8)；“放胆直言”(徒二十六 26)；“放胆讲论”(弗六 20)；

“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争战中把神的福音传给你们”(帖前二

2)。至於第 20 节里所用的字，则是 parrhsia(3954)，在新约中较广泛地

被多位作者使用，如马可、约翰、路加，和希伯来书的作者，当然也包

括保罗自己。它的涵义有：放胆讲论神的道(boldness，徒四 31)，公开

地(openly)，明明的(说)(plainly, freely)，胆量(boldness)，大放胆量(或

放胆)，坦然无惧(confidence)等。可见当圣经上说“放胆讲道”，或

“放胆讲论”时，乃深深表达出讲道者对所传讲的内容的把握与确信，

传道的人深知自己所传的是什麽，而且传的时候乃直言不讳，不拐弯抹

角，不以智慧委婉的言语，也不怯懦自卑；相反地，乃是带著权柄，以

智慧和圣灵传讲，把神的大能透过宣扬祂的道见证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