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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八课

基督是我们的满足
常常思想神的爱，思想神的恩典

三重单元的结构
一1
1

生活的态度

一27

目标及心志

四2

目前的满足

当我们被神的爱、恩典满足的时候，
在环境里会愈来愈敏锐，
会看见神的爱与恩典的作为，
不断的被滋润、满足。
对比不能体会神、只是一味的付出，
不可能活出喜乐的生命态度
不可能活出喜乐的生命态度、
有像保罗的目标与心志
劝勉信徒在基督里知足

第卅八课

基督是我们的满足

 四2-3 两位忠心的基督徒妇女意见分歧的问题，
友 爹 循都基
友阿爹和循都基
 四3-8 扩大呼吁的范围：
喜乐、谦让的心、一无挂虑、凡事感恩；
又应当思念凡是
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
可爱的、有美名的，
若有甚么德行，若有甚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四9 以自己的榜样和教导作为他们基督徒生活的指引
 四10-20 腓立比人过去给他的帮助

‧最后劝勉 ‧领谢馈赠

‧最后劝勉 ‧领谢馈赠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当在主内同心
友阿爹和循都基：
这两位曾与保罗同工的姊妹大概彼此不和，
需要别人的调停；
需要别人的调停
保罗提出教会人事关系的问题。

四2 我劝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里同心。3 我也求你这真实同负

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
还有革利免，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
4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5 当叫众人知道你
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6 应当
应当一无罣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无罣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7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
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8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
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
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
的，若有甚么德行，若有甚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9 你
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
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最后劝勉 ‧领谢馈赠

相信基督、为他的国度尽心竭力的人
也可能与其他委身的基督徒不和。
，
事都
成 持续
和
不过，任何事都不能成为持续与人不和的借口。
当我们不能与人和睦相处，会惹主伤心的！

‧最后劝勉 ‧领谢馈赠

当在主内同心

四4-7

「这真实与我同负 轭的」四3
「这真实与我同负一轭的」
人名，发音为 su'-zugos
意思为「同负 轭」；
意思为「同负一轭」；
如腓利门书中的阿尼西母 ─
就是「有益处」的意思
保罗最后劝勉中所在意的事，
彼此同心、
，
主内同工的关系，
是很重要的。

无忧的密诀

在逆境中仍要常常喜乐、多多祷告。
逆境
常常喜乐 多多祷告
要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
─ 主已经近了。四5
保罗从事情的终局来看
保罗从事情的终局来看：
 基督是我们的目标
 最终的喜乐来自基督
就不必在意一些
即将要过去 短暂的事物
即将要过去、短暂的事物

‧最后劝勉 ‧领谢馈赠

‧最后劝勉 ‧领谢馈赠
当有些事叫我们挂虑、忧心的时候

四4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内在的态度可以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内在的态度可以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四6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 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保罗充满喜乐，因为他知道
不论在甚么事上，基督都与他同在。
他多次教导腓立比信徒要喜乐。
我们很容易会因一些不如意的事
或在一些次要的事感觉灰心失望。
如果你近来没有喜乐，
也许上帝要调整我们
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处境。

‧最后劝勉 ‧领谢馈赠
喜乐密诀：留意思想光明正面的事并付诸实践 四8-9
四4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
若有甚么德行，若有甚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四10我靠主大大地喜乐。
我靠主大大地喜乐

消极的：如何除去里面的挂虑 四6
积极的：如何建立喜乐 ─要思念、要去行，思想与行为

结果
四7

需要为所挂心的事祷告、诚实面对自己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真正的平安 并不来自乐观的思想、
外在没有纷争、愉快的心情，
而是来自内心深处确知深信神掌管一切，
稳定的，
我们在神国度里与神的关系是确实稳定的，
神的平安引导我们对抗忧虑、脱离挂虑的事情。
事情。

‧最后劝勉 ‧领谢馈赠
我们想些甚么，就决定了我们说些甚么、做些甚么，
从思想当中做些调整 ─ 求圣灵光照检察我们的思考：
 剔除不健康的
 装载正面、光明的事，
装载正面、光明的事
充满在我们思想当中
耶稣呼吁「悔改」─
心思意念要改变
 动词：思想、思念
 名词：心怀意念
心思意念转向神

‧最后劝勉 ‧领谢馈赠
要能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喜乐的生活态度，
必须决定让什么样的思想，
样
，
要进入到我们的心怀意念当中，
要求圣灵给我们智慧，能够分辨、管理。
命运最初的出发点，
是从思想 ─ 对每件事的想法开始。
想些什么，会影响「是否喜乐
乐」
真正喜乐、以耶稣基督为生命满足的时候，
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不一样的
个人的 命是非常不 样的 ─
展现不同人生观的喜乐人生、多结果子的生命

‧最后劝勉 ‧领谢馈赠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命运
性格
习惯
情绪
思想

‧最后劝勉 ‧领谢馈赠

充满感恩与满足 四11-13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甚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保罗因依靠神赐他力量，能乐富安贫，勇敢面对各种际遇。
可以满足，因为他从神的角度看生命，
腓立比人的供应，都使他的心得到激励。
人生观：以耶稣基督为知足，展现出个人生命里的优先顺序

继续课程

四10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

只是没得机会。11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甚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
我已经学会了。12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 或饥饿；或
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13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做。14 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15 腓立比人哪，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
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 论到授受的事 除了你们以外 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
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授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
16 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17 我并不求甚
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帐上。18 但我样样都有，
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
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19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
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20 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21 请问
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22 众圣徒都问你们
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23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

‧最后劝勉 ‧领谢馈赠

充满感恩与满足
当不大能专注于永恒事物的时候
当不大能专注于永恒事物的时候，
常会有次要、属物质的东西冒出来，
混乱了我们的优先顺序。
混乱了我们的优先顺序
保罗宣告「满怀感恩、知足喜乐」的生命，
这个优先顺序的饱足 得力的来源
这个优先顺序的饱足、得力的来源。
腓立比信徒资助与关怀
腓立比信徒资助与关怀，
表明与保罗同受患难
─ 这是美事！

‧最后劝勉 ‧领谢馈赠

保罗传道一向是自食其力，不愿运用靠福音养生的权柄，
可是与腓立比教会关系非常密切，
曾几次接受这教会的供给。四17-18
我并不求甚么馈送，
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帐上。
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
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
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

圣徒之间彼此的收受帮补，是蒙神悦纳、讨神喜悦的！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四19

问题思想

Click 左下角

 四4-7 保罗「一无挂虑」的密诀？

可以阅读解答

祷告
主耶稣，你的名字是馨香甘甜的，
主耶稣
你的名字是馨香甘甜的
可以饱享你的慈爱、与你有美好的连结。
被关的保罗经历到你是他的满足、喜乐，
关
到 是
喜
你使保罗的生命是自由的、与你翱翔的。
求你帮助我们愿意被你的话语改变，
让保罗的喜乐、满足，成为我们的喜乐、满足。
求你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怀意念，常思想话语的真实、宝贵；
；
让美好见证人生命中的美行懿德，吸引我们、结出果子！

问题思想
 四4-7 保罗「一无挂虑」的密诀？
 在逆境中仍然常常喜乐、多多祷告。
在逆境中仍然常常喜乐 多多祷告

 四8-9 保罗「喜乐」的密诀？

 四8-9 保罗「喜乐」的密诀？
 留意思想光明正面的事，并付诸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