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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課第三十八課 基督是我們的滿足基督是我們的滿足
腓立比書四2-23

動機

聖靈

喜樂

在基督裡知足

透過聖靈所得的恩惠

在聖徒彼此施受中喜樂

常常思想神的愛，思想神的恩典

當我們被神的愛、恩典滿足的時候，

在環境裡會愈來愈敏銳，

會看見神的愛與恩典的作為，

不斷的被滋潤、滿足。

對比不能體會神、只是一味的付出，

不可能活出喜樂的生命態度、

有像保羅的目標與心志

一1  生活的態度

一27 目標及心志

四2  目前的滿足 勸勉信徒在基督裡知足

第三十八課第三十八課 基督是我們的滿足基督是我們的滿足

三重單元的結構

第三十八課第三十八課 基督是我們的滿足基督是我們的滿足

四2-3 兩位忠心的基督徒婦女意見分歧的問題，

友阿爹和循都基

四3-8 擴大呼籲的範圍：

喜樂、謙讓的心、一無掛慮、凡事感恩；

又應當思念凡是

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

可愛的、有美名的，

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四9 以自己的榜樣和教導作為他們基督徒生活的指引

四10-20 腓立比人過去給他的幫助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四2 我勸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裡同心。 3 我也求你這真實同
負一軛的，幫助這兩個女人，因為他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
苦；還有革利免，並其餘和我一同做工的，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
冊上。 4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5 當叫
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 6 應當一無罣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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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弟兄
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
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
都要思念。 9 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
看見的，這些事你們都要去行，賜平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

‧最後勸勉‧領謝饋贈 ‧最後勸勉‧領謝饋贈

當在主內同心

友阿爹和循都基：

這兩位曾與保羅同工的姊妹大概彼此不和，

需要別人的調停；

保羅提出教會人事關係的問題。

相信基督、為祂的國度盡心竭力的人

也可能與其他委身的基督徒不和。

不過，任何事都不能成為持續與人不和的藉口。

當我們不能與人和睦相處，會惹主傷心的！

‧最後勸勉‧領謝饋贈

當在主內同心

「這真實與我同負一軛的」四3

人名，發音為 su'-zugos
意思為「同負一軛」；

如腓利門書中的阿尼西母 ─

就是「有益處」的意思

保羅最後勸勉中所在意的事，

彼此同心、

主內同工的關係，

是很重要的。

‧最後勸勉‧領謝饋贈

四4-7 無憂的密訣

在逆境中仍要常常喜樂、多多禱告。

要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

─ 主已經近了。四5

保羅從事情的終局來看：

基督是我們的目標

最終的喜樂來自基督

就不必在意一些

即將要過去、短暫的事物



‧最後勸勉‧領謝饋贈

四4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內在的態度可以不受外在環境的影響。

保羅充滿喜樂，因為他知道

不論在甚麼事上，基督都與他同在。

他多次教導腓立比信徒要喜樂。

我們很容易會因一些不如意的事

或在一些次要的事感覺灰心失望。

如果你近來沒有喜樂，

也許上帝要調整我們

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目前的處境。

‧最後勸勉‧領謝饋贈

四6 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需要為所掛心的事禱告、誠實面對自己

當有些事叫我們掛慮、憂心的時候

結果

四7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真正的平安 並不來自樂觀的思想、

外在沒有紛爭、愉快的心情，

而是來自內心深處確知深信神掌管一切，

我們在神國度裡與神的關係是確實穩定的，穩定的，

神的平安引導我們對抗憂慮、脫離掛慮的事情。事情。

‧最後勸勉‧領謝饋贈

喜樂密訣：留意思想光明正面的事並付諸實踐 四8-9

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

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

若有甚麼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

這些事你們都要去行，賜平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

四4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四10 我靠主大大地喜樂。

消極的：如何除去裡面的掛慮 四6

積極的：如何建立喜樂 ─ 要思念、要去行，思想與行為

‧最後勸勉‧領謝饋贈

我們想些甚麼，就決定了我們說些甚麼、做些甚麼，

從思想當中做些調整 ─ 求聖靈光照檢察我們的思考：

剔除不健康的

裝載正面、光明的事，

充滿在我們思想當中

耶穌呼籲「悔改」─

心思意念要改變

動詞：思想、思念

名詞：心懷意念

心思意念轉向神



‧最後勸勉‧領謝饋贈

思想

情緒

習慣

性格

要能有一個喜樂的人生、喜樂的生活態度，

必須決定讓什麼樣的思想，

要進入到我們的心懷意念當中，

要求聖靈給我們智慧，能夠分辨、管理。

命運命運

命運最初的出發點，

是從思想 ─ 對每件事的想法開始。

想些什麼，會影響「是否喜樂」

真正喜樂、以耶穌基督為生命滿足的時候，

一個人的生命是非常不一樣的 ─

展現不同人生觀的喜樂人生、多結果子的生命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四10 我靠主大大的喜樂，因為你們思念我的心如今又發生；你們向來就思念我，
只是沒得機會。 11 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
是我已經學會了。 12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
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訣。 13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14 然而，你們和我同受患難原是美事。 15 腓立比人哪，你們也
知道我初傳福音離了馬其頓的時候，論到授受的事，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
教會供給我。 16 就是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的打發人供給我的需
用。 17 我並不求甚麼餽送，所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漸增多，歸在你們的帳
上。 18 但我樣樣都有，並且有餘。我已經充足，因我從以巴弗提受了你們的餽
送，當作極美的香氣，為神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 19 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
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20 願榮耀歸給我們的父神，
直到永永遠遠。阿們！21 請問在基督耶穌裡的各位聖徒安。在我這裡的眾弟兄都
問你們安。 22 眾聖徒都問你們安。在凱撒家裡的人特特的問你們安。 23 願主
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裡！

‧最後勸勉‧領謝饋贈

‧最後勸勉‧領謝饋贈

充滿感恩與滿足 四11-13

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

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

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

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訣。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保羅因依靠神賜他力量，能樂富安貧，勇敢面對各種際遇。

可以滿足，因為他從神的角度看生命，

腓立比人的供應，都使他的心得到激勵。

人生觀：以耶穌基督為知足，展現出個人生命裡的優先順序

‧最後勸勉‧領謝饋贈

充滿感恩與滿足

當不大能專注於永恆事物的時候，

常會有次要、屬物質的東西冒出來，

混亂了我們的優先順序。

保羅宣告「滿懷感恩、知足喜樂」的生命，

這個優先順序的飽足、得力的來源。

腓立比信徒資助與關懷，

表明與保羅同受患難

─ 這是美事！



‧最後勸勉‧領謝饋贈

保羅傳道一向是自食其力，不願運用靠福音養生的權柄，

可是與腓立比教會關係非常密切，

曾幾次接受這教會的供給。四17-18 

聖徒之間彼此的收受幫補，是蒙神悅納、討神喜悅的！

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

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四19

我並不求甚麼餽送，

所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漸增多，歸在你們的帳上。

但我樣樣都有，並且有餘。

我已經充足，因我從以巴弗提受了你們的餽送，

當作極美的香氣，為神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

禱告禱告

主耶穌，你的名字是馨香甘甜的，

可以飽享你的慈愛、與你有美好的連結。

被關的保羅經歷到你是他的滿足、喜樂，

你使保羅的生命是自由的、與你翱翔的。

求你幫助我們願意被你的話語改變，

讓保羅的喜樂、滿足，成為我們的喜樂、滿足。

求你的話語充滿我們的心懷意念，常思想話語的真實、寶貴；

讓美好見證人生命中的美行懿德，吸引我們、結出果子！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四4-7 保羅「一無掛慮」的密訣？

四8-9 保羅「喜樂」的密訣？

click 左下角 可以閱讀解答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四4-7 保羅「一無掛慮」的密訣？

四8-9 保羅「喜樂」的密訣？

在逆境中仍然常常喜樂、多多禱告。

留意思想光明正面的事，並付諸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