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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1:12-26 5/3/2021 

12弟兄們，我願意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 

13 以致我受的捆鎖在御營全軍和其餘的人中，已經顯明是為基督的緣故。 

14 並且那在主裡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鎖就篤信不疑，越發放膽傳神的道，無所懼怕。 

15 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也有的是出於好意。 

16 這一等是出於愛心，知道我是為辯明福音設立的； 

17 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並不誠實，意思要加增我捆鎖的苦楚。 

18 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

喜，並且還要歡喜； 

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終必叫我得救。 

1:12 

保羅為福音所遭遇的事在人看來甚是痛苦, 哥林多後書 11:23-28“23 他們是基督的僕人嗎﹖

（我說句狂話，）我更是。我比他們多受勞苦，多下監牢，受鞭打是過重的，冒死是屢次有

的。24被猶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減去一下；25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頭打了一次，遇著船

壞三次，一晝一夜在深海裡。26又屢次行遠路，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

外邦人的危險、城裡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27 受勞碌、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28 除了這外面的事，還有為眾教

會掛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但是在在都證明了他的痛苦沒有白受,因為都叫福音更加興

旺. 

保羅在這裡也回應腓立比書 1:5“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無

論在腓立比教會,或是在羅馬的捆鎖中,信神的人都在努力地興旺福音. 

1:13 

腓立比書是保羅的四本監獄書信之一,他受的捆鎖指他在羅馬被囚失去自由的日子.顯然保羅

在被囚時的表現,和傳福音的熱忱,使監管他的御營的軍人和其他的人都知道保羅被囚並非因

為作奸犯科,而完全是為了傳基督的福音而被陷害的.當時御營約有九千到一萬個兵丁. 

保羅和西拉曾經被下在監裡,還幫助獄卒全家得救,就是在腓立比.使徒行傳 16:25-34“25約

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眾囚犯也側耳而聽。26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

的地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眾囚犯的鎖鍊也都鬆開了。27禁卒一醒，看見監門全開，

以為囚犯已經逃走，就拔刀要自殺。28 保羅大聲呼叫說：不要傷害自己！我們都在這裡。29

禁卒叫人拿燈來，就跳進去，戰戰兢兢的俯伏在保羅、西拉面前；30 又領他們出來，說：二

位先生，我當怎樣行才可以得救﹖31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32他們就

把主的道講給他和他全家的人聽。33當夜，就在那時候，禁卒把他們帶去，洗他們的傷；他

和屬乎他的人立時都受了洗。34於是禁卒領他們上自己家裡去，給他們擺上飯。他和全家，

因為信了神，都很喜樂。” 

1:14 

保羅被囚時所表現的忠心和不斷傳福音的行為,堅固了大部分弟兄姊妹們的信心,因此更加勇

敢地傳神的道.基督徒的一言一行,都在為主作見證,有好行為,就讓主的名得榮耀,相反的,一

句不合宜的話可能就會絆倒人. 

1:15-17 

傳基督應該都是本於愛神、愛人的好意,但是也許有人基於自己的私慾,想要趁著保羅身陷囹

圄,影響力有限的時候,可以趁機多得些羊群.以此為得利的門路. 

基督徒都是服事同一位神,理應彼此配搭,興旺福音,為神國一同努力,不應彼此競爭,單顧自己

的利益.提摩太後書 2:23-24“23惟有那愚拙無學問的辯論，總要棄絕，因為知道這等事是起

爭競的。24 然而主的僕人不可爭競，只要溫溫和和的待眾人，善於教導，存心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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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保羅全然為主擺上,只要基督被傳開,就歡喜快樂,就算有人趁著保羅受苦的機會靠傳福音得利,

保羅也完全不以為忤,因為保羅已經把自己當作活祭獻給神,加拉太書 2:20“我已經與基督同

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

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1:19 

保羅在這困難的時候,仍然不失他對神的信心,相信靠著眾聖徒的祈禱,還有耶穌基督之靈的幫

助,若神允許,他必得釋放.感謝神,賜給我們禱告的權柄,並且靠者我們對神的信心,身心靈都

得到釋放,腓立比書 4:6-7“6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

要的告訴神。7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討論問題: 

1. 為何基督徒要謹言慎行? 

2. 保羅在捆鎖當中,仍然能因耶穌被傳開而歡喜.我們在苦難中要如何靠主得平安、喜樂? 

 

20 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

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21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22 但我在肉身活著，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該挑選什麼。 

23 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 

24 然而，我在肉身活著，為你們更是要緊的。 

25 我既然這樣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且與你們眾人同住，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

長進又喜樂， 

26 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歡樂，因我再到你們那裡去，就越發加增。 

1:20-21 
保羅能“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實在是神的恩典.保羅在被主耶穌揀選之前,是個逼迫基督徒的

人,提摩太前書 1:13-16“13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

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而作的。14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裡有信心和

愛心。15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

罪魁。16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

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我們做過不合神心意的事,說過褻慢的話,但是主耶穌在十字架上成

就的救恩,赦免了我們的罪,讓我們能夠坦然無懼地回到神的家中,與神和好.只要我們相信耶

穌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接受聖靈在我的心中作主作王,我的一切罪過就得到神的赦免,而能

有和保羅一樣“沒有一事叫我羞愧”的平安喜樂. 

保羅相信神會保守他得到釋放,但是他也順服神的旨意,不論最終是生是死,他已立志為主而活,

活出基督的形象,以弗所書 4:1“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

相稱。”所以活著讓人看到有耶穌的形象,即或死了,與主同在,也是好得無比,而且為主至死

忠心給其他基督徒樹立一個可效法的好榜樣,讓他人也得到益處. 

1:22-23 

在生死的選擇之中,真是一項困難的抉擇.因為如果只為自己,保羅心裡情願離開這個世界,去

和神在一起,可以天天歌頌讚美神,好得無比. 

1: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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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更要緊的是為了羊群的需要,不能僅僅顧自己而已,因為保羅清楚認識神對他的呼召,和交

付他的使命,就是要牧養祂的羊,使他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保羅也盼望在獲得釋

放之後,有機會再到腓立比去,帶給他們更多的歡樂. 

 

討論問題: 

3.我們要如何才能像保羅一樣“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呢? 

4.如果離世與主同在是好得無比,那麼我們留在世上是為了自己的好處,還是為了誰的需要呢? 

 

新譯本 

腓立比書 1 

活着就是基督 

 

12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反而使福音更加兴旺

了， 13 以致整个宫里的卫队和

其余一切的人，都知道我是为了

基督才受捆锁的； 14 而且大多

数主内的弟兄，因我所受的捆

锁，就笃信不疑，毫无畏惧，更

勇敢地传讲 神的道。 

 

15 有些人传扬基督是出于嫉妒

和纷争，但也有些人是出于好

意。16 这些人是出于爱心，知

道我是派来为福音辩护的。 17 

那些人传讲基督却是出于自私，

动机并不纯正，只想加重我在捆

锁中的烦恼。 18 那有甚么关系

呢？真心也好，假意也好，无论

怎么样，基督总被传开了，为此

我就欢喜；并且我还要欢喜， 

19 因为我知道，借着你们的祈

求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我一

定会得到释放。 20 我所热切期

待和盼望的，就是在凡事上我都

不会羞愧，只要满有胆量，不论

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

被尊为大。 21 因为我活着就是

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22 但

如果我仍在世上活着，能够使我

的工作有成果，我就不知道应该

怎样选择了！ 23 我处于两难之

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

那是好得无比的。 24 可是为了

ESV 

Philippians 1 

The Advance of the Gospel 

12 I want you to know, brothers,[a] that what has 

happened to me has really served to advance the 

gospel, 13 so that it has become known throughout 

the whole imperial guard[b] and to all the rest 

that my imprisonment is for Christ. 14 And most of 

the brothers, having become confident in the Lord 

by my imprisonment, are much more bold to 

speak the word[c] without fear. 

15 Some indeed preach Christ from envy and 

rivalry, but others from good will. 16 The latter do it 

out of love, knowing that I am put here for the 

defense of the gospel. 17 The former proclaim 

Christ out of selfish ambition, not sincerely but 

thinking to afflict me in my imprisonment. 18 What 

then? Only that in every way, whether in pretense 

or in truth, Christ is proclaimed, and in that I 

rejoice. 

To Live Is Christ 

Yes, and I will rejoice, 19 for I know that through 

your prayers and the help of the Spirit of Jesus 

Christ this will turn out for my deliverance, 20 as i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Philippians+1%3A12-26&version=ESV#fen-ESV-29357a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Philippians+1%3A12-26&version=ESV#fen-ESV-29358b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Philippians+1%3A12-26&version=ESV#fen-ESV-2935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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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我更需要活在世上。 25 

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还要活

下去，并且要继续和你们大家在

一起，使你们在信心上有长进，

有喜乐， 26 以致你们因为我要

再到你们那里去，就在基督耶稣

里更加以我为荣。 

is my eager expectation and hope that I will not be 

at all ashamed, but that with full courage now as 

always Christ will be honored in my body, whether 

by life or by death. 21 For to me to live is Christ, 

and to die is gain. 22 If I am to live in the flesh, that 

means fruitful labor for me. Yet which I shall 

choose I cannot tell. 23 I am hard pressed between 

the two. My desire is to depart and be with Christ, 

for that is far better. 24 But to remain in the flesh is 

more necessary on your account. 25 Convinced of 

this, I know that I will remain and continue with 

you all, for your progress and joy in the faith, 26 so 

that in me you may have ample cause to glory in 

Christ Jesus, because of my coming to you ag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