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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課第六十課

保羅第一次被監禁於羅馬時，

與歌羅西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同時寫成，

並列為監獄書信，約在主後 61 年。

腓利門書是篇幅最短的，

列在新約保羅書信的最後一卷；

比最後的一封「提摩太後書」

早六年寫成。

腓利門書：懇求寬恕腓利門書：懇求寬恕

是一封非常得體、機智、謹慎地懇求別人饒恕的佳作，

可列為書信當中之範本。

‧背景‧主題特色 ‧要旨 ‧概說 ‧應用

書信中的人名

腓利門 是保羅一位富有的朋友，

居於歌羅西或附近的城市，

亞腓亞的丈夫、亞基布的父親，

腓利門的意思是「可愛」。

從歌羅西書可知他的奴僕阿尼西母是歌羅西人。

腓利門是保羅在以弗所傳道時信主的，

後來成為歌羅西教會的領袖之一。

阿尼西母 是腓利門家裡的奴隸，

名字的意思是「有用」或「有益處的」。 戲劇中的腓利門

‧背景‧主題特色 ‧要旨 ‧概說 ‧應用

寫作動機和目的：

阿尼西母可能偷了主人的財物，

像許多逃亡的奴隸一樣逃到羅馬，

後來與保羅接觸而悔改歸信基督，

並服事當時被囚的保羅。

保羅認為阿尼西母

應接受法律的要求，回到主人那裏。

趁推基古要送信到歌羅西教會，

就陪阿尼西母帶這封信一起回去。

為腓利門家逃走的奴隸阿尼西母求情

保羅為他屬靈的兒子代求，懇求腓利門在主裡寬恕阿尼西母。



這是一封私人信件，

與提摩太、提多並列，

以個人名字做為書卷名稱。

保羅在書中表現出

處理事件的技巧及他仁慈的心腸，

放下地位與權力，基於愛的態度愛的態度來懇求來懇求

使主人願意基於愛來接納一個悔改的弟兄接納一個悔改的弟兄

保羅親自保證會代阿尼西母清還債務，

對腓利門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義，訴之以理。

‧背景‧主題特色‧要旨 ‧概說 ‧應用 ‧背景‧主題特色‧要旨 ‧概說 ‧應用

奴隸制度在羅馬帝國非常普遍，有些基督徒也有奴隸。

保羅並沒有譴責這個制度，

卻大膽地提出腓利門的奴隸是腓利門主內的弟兄

本書指示基督徒對待奴隸的態度，

不直接談論奴隸制度本身如何，

卻使信主的主僕關係在不理想的制度下

仍可活出他們的信仰，以弟兄相待。

歌羅西書、以弗所書都有教導，

主僕都信了主、應當如何彼此相待？

‧背景 ‧主題特色‧要旨‧概說 ‧應用

懇求寬恕

阿尼西母是一個逃走了的奴僕，保羅為他求情

保羅為一個奴隸求情

腓利門與阿尼西母和好

保羅甘願為一個奴隸償還債務

阿尼西母回去服事腓利門

闡明基督同樣做在我們身上的事

基督為我們這罪的奴僕代求

我們也在基督裡與神和好

基督也為我們付了罪債

我們要回到主那裡，服事祂

‧背景 ‧主題特色‧要旨‧概說 ‧應用

代贖 ─ 在基督裡的饒恕

思想「代贖」的要旨

思想在基督裡

所經歷的饒恕、彼此饒恕

叫你的善行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14

鑰節、中心思想

你若以我為同伴，就收納他，如同收納我一樣。

他若虧負你，或欠你甚麼，都歸在我的帳上，

我必償還。這是我保羅親筆寫的。 17-19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1 為基督耶穌被囚的保羅，同兄弟提摩太寫信給我們所親愛的同工
腓利門， 2 和妹子亞腓亞並與我們同當兵的亞基布，以及在你家
的教會。 3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4 我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常為你感謝我的神； 5 因聽說你的愛心
並你向主耶穌和眾聖徒的信心（或作：因聽說你向主耶穌和眾聖徒
有愛心有信心）。 6 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
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做的。 7 兄弟啊，我為你的愛心，大有
快樂，大得安慰，因眾聖徒的心從你得了暢快。

問安

懇求的目標：腓利門的愛心

‧背景 ‧主題特色 ‧要旨‧概說‧應用

懇求的目標：腓利門的愛心

‧背景 ‧主題特色 ‧要旨‧概說‧應用

腓利門對主的信心、

對眾信徒的愛心早已遠近馳名。

保羅的祈禱

就是要腓利門的信心

引發出更大的愛心表現，

讓基督在這些善事上更得榮耀。

期望腓利門在這事上

真能符合他所擁有的美名。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8 我雖然靠著基督能放膽吩咐你合宜的事； 9 然而像我這有年紀的保羅，現在又
是為基督耶穌被囚的，寧可憑著愛心求你， 10 就是為我在捆鎖中所生的兒子阿尼
西母（就是有益處的意思）求你。 11 他從前與你沒有益處，但如今與你我都有益
處。 12 我現在打發他親自回你那裡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13 我本來有意將他留
下，在我為福音所受的捆鎖中替你伺候我。 14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願意這
樣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15 他暫時離開你，或者是叫你
永遠得著他， 16 不再是奴僕，乃是高過奴僕，是親愛的兄弟。在我實在是如此，
何況在你呢！這也不拘是按肉體說，是按主說， 17 你若以我為同伴，就收納他，
如同收納我一樣。 18 他若虧負你，或欠你甚麼，都歸在我的帳上， 19 我必償
還。這是我保羅親筆寫的。我並不用對你說，連你自己也是虧欠於我。 20 兄弟
啊，望你使我在主裡因你得快樂（或作：益處）並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裡得暢快。
21 我寫信給你，深信你必順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過於我所說的。

‧背景 ‧主題特色 ‧要旨‧概說‧應用

為阿尼西母懇求

‧背景 ‧主題特色 ‧要旨‧概說‧應用

為阿尼西母懇求 ─ 基於阿尼西母的歸信

保羅本可用使徒的權柄命令腓利門，

卻寧可憑著自己的年齡和處境，訴諸雙方的愛心。

阿尼西母在保羅帶領歸主後已成為一個新人，

表現與他名字 ─「有益處」之意 ─ 相符的生活。

為阿尼西母懇求 ─ 一個新的關係

保羅打發阿尼西母回去，

讓腓利門自己決定如何處置他。

阿尼西母在信主後與腓利門的關係已改變，

─ 都是神的兒女，彼此都是弟兄。



‧背景 ‧主題特色 ‧要旨‧概說‧應用

為阿尼西母懇求

饒恕的原則：善行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在阿尼西母身上，看見神的恩典、神的作為

已經重生

與你有益

親愛的弟兄

現在「按主說」
從主內、新關係

沒有得救

與你沒有益處

一個奴隸

從前「按肉體說」
從人的關係

─ 一個新的關係

‧背景 ‧主題特色 ‧要旨‧概說‧應用

17-21 懇求的來源：保羅的愛心

與腓利門的交情，懇求腓利門收納阿尼西母

「連你自己也是虧欠於我」19

在親愛的弟兄身上，讓他們的愛心都能表露無遺表露無遺。

暗示腓利門不但要接納阿尼西母，

更渴望進一步還他自由，

甚至奉腓利門差遣回到羅馬繼續事奉保羅。

22-25 其他交待、結語問安

要求腓利門預備住處，使保羅獲釋後可以借住。

整卷書信中體會保羅與同工之間，彼此的關係和尊重。

‧背景 ‧主題特色 ‧要旨‧概說‧應用

主後一世紀初代教會中，

羅馬、希臘和猶太的文化，

都充滿著人際關係上的障礙，

社會把人分為不同的階級，

界限牢不可破，

這些牆在基督裡都要拆去。

這個改變生命的真理成為腓利門書的背景與基礎。

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

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

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西三11

‧背景 ‧主題特色 ‧要旨‧概說‧應用

腓利門是歌羅西教會的重要領袖，也是保羅的朋友。

阿尼西母是腓利門的奴隸，偷了主人的東西，

逃到羅馬，在那裡遇上保羅，歸信了基督。

保羅為這個奴隸寫信給腓利門，

解釋現在阿尼西母不但是他的奴僕，

也是他主內的弟兄，

得體地要求他接納和饒恕他的弟兄。

過去社會地位的懸殊、阿尼西母的罪行，

不再能成為他們關係上的阻礙，

基督所成全的救贖讓他們在基督裡經歷合一



‧背景 ‧主題特色 ‧要旨 ‧概說‧應用

主題：饒恕與接納

解
釋

思
想

腓利門是保羅的朋友，阿尼西母的合法主人。

保羅請求他不要懲罰阿尼西母，而要饒恕他，

並且以他為一個初信主的弟兄接納他。

保羅成為一個使人和好的人

是否常活在饒恕和接納的恩典裡？

前提不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而是勇於面對曾經犯過的錯誤，

如何經歷上帝的饒恕，也去懇求寬恕。

讓我們願意付出饒恕、經歷彼此接納的美好。

‧背景 ‧主題特色 ‧要旨 ‧概說‧應用

主題：跨越障礙

解
釋

思
想

羅馬帝國非常盛行奴隸制度，

但是沒有人因此被排擠於神的愛以外

奴隸制度是人與人之間的障礙，

基督徒的愛、誠實的團契，可以跨越這個障礙。

我們在基督裡都是一家人，

沒有分歧的牆使我們被隔開。

讓基督在你我內心當中工作，

能夠除去、消弭所有的隔閡。

耶穌成為我們彼此之間的橋，愛的橋除去了障礙

‧背景 ‧主題特色 ‧要旨 ‧概說‧應用

主題：彼此尊重

解
釋

思
想

保羅是使徒，阿尼西母和腓利門都是他帶領信主的。

本可以用他的權柄吩咐腓利門應當怎樣做，

但他選擇以基督的愛來懇求，

而不是命令他。

處理人際關係時，

學習得體婉轉的說服，

往往比命令更來得有效。

尊重每一個與我們共處的人，禮貌的互動，

表達出在上帝面前親密的關係、應對當中的智慧

‧背景 ‧主題特色 ‧要旨 ‧概說‧應用

這封短信是恩慈與機智的傑作，

充分表達出基督的能力和基督徒之間的情誼。

讓我們省思，在自己的人際關係中，

是否有什麼阻隔，使我們不能自由的分享

基督的愛與主的救恩？

先入為主的認為某人永遠不可能得救！

求主釋放我們，讓我們看見

基督的恩典、福音真理的大能，

足以打破人與人之間隔斷的牆，

在主愛中的接納和饒恕、帶來合一。



啟示錄

四福音書

使
徒
行
傳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撒羅尼迦後書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後書

以弗所書 腓立比書

羅馬書 加拉太書

彼得前書 猶大書

提摩太前書 提多書

歌羅西書 腓利門書

雅各書 希伯來書

彼得後書

提摩太後書

約翰壹、貳、參書

神與基督在寶座上

聖
靈
的
工
作

福
音
的
延
續

有關救恩的教義

基督之位格及工作

有關教會的教義

有關末後之事的教義

救恩論

基督論

教會論

末世論

新約書卷
禱告禱告

愛我們的耶穌，謝謝你，

我們一起學習了保羅書信，

我們需要這些的恩典和真理來建立我們，

讓我們都能在主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聖靈裡更深的禱告。

讓我們經歷，

我們對主認真的時候，你會認真的建立我們的生命！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腓利門書的寫作動機與目的是什麼？

腓利門書有那兩個要旨？

click 左下角 可以閱讀解答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腓利門書的寫作動機與目的是什麼？

腓利門書有那兩個要旨？

為腓利門逃走的奴隸阿尼西母求情

懇求寬恕、代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