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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和睦帶來喜樂和幸福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1:1-11 

 

→ 喜樂是一種選擇，是可以得到的。 

如果能與人和睦相處，那是一種享受與幸福。 

要享受人與人之間帶來的喜樂與幸福我得學會以下功課。 

1. Don't look for happiness, create it. 不要去找尋快樂，快樂是你可以作得到的，你自己的選擇。 

2. Happiness is not a goal. 快樂不應只是目標，它是結果，正確的思維，行為所產生的副產品，

你人生目標是要找快樂，你絕找不到。 

3. My habits create my happiness. 我的生活習慣帶來快樂。 

4. Happiness based on happenings is temporary But happiness build on habits is long-lasting. 

因為有什麼才有的快樂是暫時的，但養成好的生活習慣產生的快樂能持久。 

5. Happy habits are as addicting as bad habits. 好習慣養成就成為生活的方式，就有好結果。 

→ 如何找到快樂幸福呢？從何處開始呢？錢？色？名？保羅從人際關係開始，建立健康和諧的人

際關係，從中我們可以學到一些生活應該有的習慣。 

1. Be grateful to the people in my life. 對人生旅程中出現的人存感恩的心。 

v:3「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Every time I think of you, I give thanks to my God." 

我記得我們在一起美好的時光，想到一些你們所作的一些美好的事。 

→ 如果你忘記了起初為何會結婚，婚姻生活會觸礁的，想想第一次約會時她多可愛，要對她

時常存感恩的心。 

v:5「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I thank God for the help you give me." 

你忘記了別人對你的好處嗎？ 

→ 保羅建立了腓立比教會，呂底亞開放家庭，接待保羅，以巴弗提帶著教會奉獻前去探望在

羅馬坐監的保羅，半路上幾乎喪命，保羅都沒忘記，常存感恩的心，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4:15。 

雖然保羅設立教會初期，被錯誤地逮捕，下入監牢，經歷了地震，被人趕出城，這一切不

好的事，保羅選擇不提，不讓那些不好的記憶困擾他。 

→ 記憶是可以選擇的，memory by choice，保羅信中選擇題到好的事件。 

→ 丈夫妻子，父母，老是記得“你做了那些事，你怎樣....”影響到彼此的關係，怎會快樂，

怎能享受幸福呢？ 

※ If you let memory stay on that bad thing you will not be happy. 

※ Remember the best, forget the rest. 

請你想一下弟兄姊妹中為你做的五件事，好事，你可以感恩的，好嗎？ 

2. Pray with joy for the people in my life. 懷著喜悅的心為人生中遇見的人禱告。 

→ 有人為你禱告成為人生的前進的助力 

v:4「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I always pray for you and I made my 

request with heart full of joy." 對那些老是令你頭痛的人，你為他們禱告嗎？或是你抱怨，討厭，

唸個不停？ 

→ 你想要人改變？為他禱告 

如果她這樣就好了....，你無法去改變他人，你只能改變你自己。 

You can't change others, but you can change yourself. God can. 

→ 正面的思想不能改變他們，但正面的禱告能帶來改變。Positive thinking is not en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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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如何為他們禱告呢？ 

v:9-11「9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10使你們能分別是非（或

作：喜愛那美好的事），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11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

榮耀稱讚歸與神。」  

(a) grow in love. 愛心增長 

(b) make wise choices作正確的選擇（分別是非） 

"fully understand how to make a right choice." 

(c) live with integrity. 純全正直（誠實無過的人） "pure blameless" 

(d) will become more like Jesus. 更像主耶穌（從主耶穌靠主耶穌結滿仁義的果子） 

v:9-11 "And this is my prayer, that your love may abound more and more in knowledge and depth of 

insight, so that you may be able to discern what is best and may be pure and blameless until the day 

of Christ.. filled with the fruit of righteousness that comes through Jesus Christ - to the glory and 

praise of God. 

3. Expect the best from people in my life. 期待看見別人表現好的一面，不要因為別人過去的紀錄

就低估了他們可能有好的表現，他們也有優點。相信別人 ←→ 批評別人 

v:6「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I am confident of this, 

that God who began a good work in you will carry it on to competition until the day of Christ Jesus."  

=> How to bring the best out of people? 如何激發別人表現出最好的一面？ 

(a) Believe in people. (I am confident) 相信別人“我深信” 

給別人信心，信任或者是拉別人下來，摧毀別人，全在一念之間。 

Do you give people confidence or do you tear them down? 

Do you build people up? 你建造別人嗎？有人相信你能，你就增加很多自信。與其責難不

如鼓勵更有效，嚕嗦，嘮叨不會使人改變。 

(b) give people vision. 給人們異象遠見，上帝開始了一定可以完成。我們會繼續不斷地成

長。上帝不會離開你，靠著上帝的大能，我們可以的，這事是可行的，將來的圖像是

美好的，保羅為未來劃出可能性。 

有人認為我們可以，我們能，我們就比較容易往前走！ 

(c) patience with people's progress. 對別人的進度有耐心，堅持完美主義只會自己痛苦。 

※ Celebrate how far they have come, rather than judging them how far they still have to go. 

→ Key to patience: love 有愛就有耐心 

v:7「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意念，原是應當的；因你們常在我心裡，無論我是在捆鎖之中，

是辯明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 

"It is right for me to feel this way about all of you, since I have you in my heart." 

→ 很多關係出問題，因為 We react with our head not our heart. 只講道理卻缺乏同理心，不能

了解別人；能愛人是因為從心，體諒別人，了解別人然後決定用愛心相待；重視別人

的感覺。 

4. 學耶穌一樣愛別人 

v:8「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的想念你們眾人；這是神可以給我作見證的。」"God is my witness 

that I tell the truth when I said my deep love for you all comes from the heart of Jesus Christ. 

→ 保羅是腓立比教會第一任牧師，他心中愛教會弟兄姊妹 

約翰壹書 1 John 3:16「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不要只想到自己，要想到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