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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任何環境中擁有快樂幸福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1:12-30 

 

→ 太多人不快樂，因為他們以為擁有什麼就會快樂，某些事成就才能快樂。 

→ 我們可以自己選擇要不要快樂。人生中有四個 P，影響我們不快樂。(1) Pain痛苦，疼痛；(2) people 

(picky people，難以相處的人；(3) pressure壓力；(4) problem問題。 

→ 保羅被關在該撒利亞監獄二年，被發送到羅馬，途中遇到船難，被蛇咬，關在羅馬牢中二年，

24小時與獄卒鎖鍊在一起，沒有任何隱私，他才應該得憂鬱症，精神情緒低落，不快樂，他為

何仍能在此境況中保持快樂呢？而且保持美好的見證。 

 

如何在任何情況下都有快樂呢？ 

1. 我從上帝的角度來看我的問題 I look my problems from God's view point. 

→ 從不同角度，屬靈的思維，看到更大更遠的視野，通常透過禱告會給你新的視野與想法。 

→ 上帝正在工作，上帝用這次事件成就祂的作為，上帝有祂的計畫。 

→ v:12「弟兄們，我願意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that everything that has happened to 

me has helped to spread the Good News." 保羅得救後就想有機會去羅馬傳福音，入獄豈是他的計畫

中一部份呢？他的夢想可能不是用此方法進入羅馬，但主使他成為皇帝的囚犯，天天有不同班

次的衛兵守候，關在牢中也有機會向皇帝家臣傳福音，綁在一起，強迫要聽。 

→ 結果是在第四章中有尼羅的一些家族信主，而且因為安靜在獄中二年，保羅可以完成了大部份

的新約，我有我的計畫，但上帝有更大的計劃。 

求主使我從主的角度來看我的目前問題，主啊，你目前此時此刻在作些什麼呢？ 

→ 當你從主的角度看事情，至少有二個結果。 

a) 對未信主的人做了見證；因為你從信心的角度來處理事情，未信主的人看見不一樣的反

應。 

→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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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I am in chain 

because of Christ." 

b) 對信徒產生激勵 

→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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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信

不疑，"gain confidence"。上帝也要用 problem同樣地工作 

→ 有多少人因此得以信主？得聽福音？ 

2. 不要讓別人來控制我的態度 Never let others control your attitude. 

→ 保羅歸納有四種人出現在他周圍 

(a) 說長道短的人(gossip)，批評，論斷，毀謗閒言冷語；slander; v:15 

(b) 支持他的人；v:16。 

(c) 想競爭的人 (compete)，想打倒他的人 (kick him down)；v:17。 

(d) 故意毀壞 (undermine) ，暗地裡扯後腿的人；想毀滅事工；v:17b。 

→ 但保羅的態度 v:18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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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others 

do does not really matter." 這有什麼關係呢，重要的是福音傳出去了。 

→ 別人怎麼說我都沒關係，我注目在基督身上，我不會讓別人奪去我的快樂，我也不會讓其它人

控制我的態度。 

1:28「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這是證明他們沉淪，你們得救都是出於神。」"Be fearless, no matter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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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se you, It will be a sign to them of their downfall, that God is with you, and that He will save 

you." 

→ 馬太福音Matthews 5:11-12「11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12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 1:29-30「29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他受苦。30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

所看見、現在所聽見的一樣。」"For you have been proven not only the privilege of trusting in Christ but also 

the privilege of suffering for Him. We are in this fight together, you have seen me suffer for Him in the past, 

and you know that I am still in the midst of a great struggle." 為主受苦有極大的賞賜。 

3. 我總是相信上帝在處理我的事情 I always trust God to work things out. 

→ 我不是自己努力想辦法，我深信主在工作 

你可以選擇禱告或是慌亂（panic），敬拜 worship 或是憂慮（worry） 

→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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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ill continue to 

rejoice, for I know that as you pray for me and as the Spirit of Jesus Christ helps me, all that's happened will 

all turn out for my deliverance." 

→ 在堅困，壓力下支持的力量有 (a) "I know" 我知道上帝在工作；(b) 有人為你禱告；(c) 聖靈

的幫助；(d) 信心；信念相信，期待上帝的拯救。 

因此保羅在 v:18b 我還要歡喜；I choose to be happy. 

4. 聚焦在人生的目的而不是人生的問題 I stay focus on my purpose not my problem. 

→ 保羅在獄中等待執行死刑，一切都被剝奪；在痛苦中，沒有朋友，沒有自由，怎能快樂呢？ 

→ 有一件事人沒有法子奪去的就是保羅的人生目標。 One thing they can't take away from Paul is 

his purpose for life. 

我對痛苦的回應決定了我是否快樂，保羅的人生目的就是服事主，服事上帝。 

→ v:2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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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I continue to 

love, I can do more worthwhile work for Christ, then I am not sure which I should choose. I am 

pulled in two directions. I want very much to leave this life and be with Christ, which is for better 

thing... But for your sake, i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t I remain alive, I am sure of this, so I know 

that I will stay on with you all, so I am add to your progress and joy in the faith." 

→ 如何服事上帝呢？服事別人就是作在主身上，大多數人以為快樂是從滿足自己需要得到的；如

果我有....，如果我能....就快樂了，我要更多的東西，更高的地位，身分，我不會快樂。 

→ Self-gratification is not the way to happiness, self-sacrifice is the secret to tree happiness. Paul gave his life for 

others. 

→ v:21「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For me to live is Christ and to die is gain." 

請你自己填一下，我活著就是 ______，For me to live is  _______ 是成功，名利，地位，金錢

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