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书信
腓利门书

第六十课 腓利门书：恳求宽恕
第六十课…

恳求宽恕

腓利门书是篇幅最短的，
列在新约保罗书信的最后 卷
列在新约保罗书信的最后一卷；
比最后的一封「提摩太后书」
早六年写成。
早六年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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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第一次被监禁于罗马时，
与歌罗西书 以弗所书 腓立比书同时写成
与歌罗西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同时写成，
并列为监狱书信，约在主后 61年。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是一封非常得体、机智、谨慎地恳求别人饶恕的佳作，
是
封非常得体、机智、谨慎地恳求别人饶恕的佳作，
可列为书信当中之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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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主题特色‧要旨‧概说‧应用

‧背景 ‧主题特色‧要旨‧概说‧应用
写作动机和目的： 为腓利门家逃走的奴隶阿尼西母求情

书信中的人名

腓利门是保罗
是保罗一位富有的朋友，
位富有的朋友，
居于歌罗西或附近的城市，
亚腓亚的丈夫、亚基布的父亲，
腓利门的意思是「可爱」。
从歌罗西书可知他的奴仆阿尼西母是歌罗西人。
腓利门是保罗在以弗所传道时信主的，
后来成为歌罗西教会的领袖之 。
后来成为歌罗西教会的领袖之一

阿尼西母是腓利门家里的奴隶，
名字的意思是「有用」或「有益处的」。

阿尼西母可能偷了主人的财物，
阿尼西母可能偷了主人的财物
像许多逃亡的奴隶一样逃到罗马，
后来与保罗接触而悔改归信基督，
后来与保罗接触而悔改归信基督
并服事当时被囚的保罗。
保罗认为阿尼西母
应接受法律的要求，回到主人那里。
趁推基古要送信到歌罗西教会，
就陪阿尼西母带这封信一起回去。

戏剧中的腓利门

保罗为他属灵的儿子代求，恳求腓利门在主里宽恕阿尼西母。

‧背景 ‧主题特色 ‧要旨‧概说‧应用

这是一封私人信件，
与提摩太 提多并列
与提摩太、提多并列，
以个人名字做为书卷名称。
保罗在书中表现出
处理事件的技巧及他仁慈的心肠，
 放下地位与权力，基于爱的态度
爱的态度来恳求
来恳求
 使主人愿意基于爱来接纳一个悔改的弟兄
接纳一个悔改的弟兄
保罗亲自保证会代阿尼西母清还债务，
对腓利门是动之以情，晓之以义，诉之以理。

‧背景 ‧主题特色‧要旨 ‧概说‧应用

恳求宽恕
阿尼西母是一个逃走了的奴仆，保罗为他求情
 保罗为一个奴隶求情
 腓利门与阿尼西母和好
 保罗甘愿为一个奴隶偿还债务
 阿尼西母回去服事腓利门
阐明基督同样做在我们身上的事
 基督为我们这罪的奴仆代求
 我们也在基督里与神和好
 基督也为我们付了罪债
 我们要回到主那里，服事他

‧背景 ‧主题特色 ‧要旨‧概说‧应用

奴隶制度在罗马帝国非常普遍，有些基督徒也有奴隶。
保罗并没有谴责这个制度，

却大胆地提出腓利门的奴隶是腓利门主内的弟兄
本书指示基督徒对待奴隶的态度，
不直接谈论奴隶制度本身如何，
却使信主的主仆关系在不理想的制度下
他
仰，
兄
仍可活出他们的信仰，以弟兄相待。
歌罗西书、以弗所书都有教导，
主仆都信了主、应当如何彼此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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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赎 ─ 在基督里的饶恕
督 的饶恕
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 样。
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
他若亏负你，或欠你甚么，都归在我的帐上，
我必偿还 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17-19
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17 19
 思想「代赎」的要旨
 思想在基督里
所经历的饶恕、彼此饶恕
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14
钥节、中心思想

‧背景 ‧主题特色‧要旨‧概说 ‧应用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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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安
1 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

腓利门，2 和妹子亚腓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
教会。3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恳求的目标：腓利门的爱心
4 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
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 常为你感谢我的神 5 因听说你的爱心并

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或作：因听说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有
爱心有信心）。6 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
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7 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
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

‧背景 ‧主题特色‧要旨‧概说 ‧应用

腓利门对主的信心、
对众信徒的爱心早已远近驰名。
保罗的祈祷
就是要腓利门的信心
就是要腓利门的信
引发出更大的爱心表现，
让基督在这些善事上更得荣耀。
期望腓利门在这事上
真能符合他所拥有的美名。
真能符合他所拥有的美名

‧背景 ‧主题特色‧要旨‧概说 ‧应用

为阿尼西母恳求 ─ 基于阿尼西母的归信

为阿尼西母恳求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 click 左下角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恳求的目标：腓利门的爱心

继续课程

8 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9 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
为基督耶稣被囚的 宁可凭着爱心求你 10 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
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
母（就是有益处的意思）求你。11 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
12 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13 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
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14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
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15 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
着他，16 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
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17 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
纳我一样。18 他若亏负你，或欠你甚么，都归在我的帐上，19 我必偿还。这是我
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20 兄弟啊，望你使我
在主里因你得快乐（或作：益处）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21 我写信给

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

保罗本可用使徒的权柄命令腓利门
保罗本可用使徒的权柄命令腓利门，
却宁可凭着自己的年龄和处境，诉诸双方的爱心。
阿尼西母在保罗带领归主后已成为 个新人，
阿尼西母在保罗带领归主后已成为一个新人
表现与他名字 ─「有益处」之意 ─相符的生活。
个新的关系
为阿尼西母恳求 ─ 一个新的关系
保罗打发阿尼西母回去，
让腓利门自己决定如何处置他。
，
阿尼西母在信主后与腓利门的关系已改变，
─ 都是神的儿女，彼此都是弟兄。

‧背景 ‧主题特色‧要旨‧概说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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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阿尼西母恳求 ─ 一个新的关系

17-21 恳求的来源：保罗的爱心

从前「按肉体说」

现在「按主说」

从人的关系

从主内、新关系

没有得救

已经重生

与你没有益处
与你
有

与你有益

一个奴隶

亲爱的弟兄

饶恕的原则：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在阿尼西母身上 看见神的恩典 神的作为
在阿尼西母身上，看见神的恩典、神的作为

与腓利门的交情，恳求腓利门收纳阿尼西母
与腓利门的交情
恳求腓利门收纳阿尼西母
「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19
在亲爱的弟兄身上 让他们的爱心都能表露无遗
在亲爱的弟兄身上，让他们的爱心都能表露无遗
表露无遗
表露无遗。
暗示腓利门不但要接纳阿尼西母，
更渴望进 步还他自由
更渴望进一步还他自由，
甚至奉腓利门差遣回到罗马继续事奉保罗。
22-25

其他交待、结语问安
要求腓利门预备住处，使保罗获释后可以借住。

整卷书信中体会保罗与同工之间，彼此的关系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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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后一世纪初代教会中，
罗马、希腊和犹太的文化，
都充满着人际关系上的障碍，
社会把人分为不同的阶级，
界限牢不可破，
这些墙在基督里都要拆去。
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
化外人 西古提人 为奴的 自主的
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
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西三11
这个改变生命的真理成为腓利门书的背景与基础。

‧背景 ‧主题特色‧要旨‧概说 ‧应用

腓利门是歌罗西教会的重要领袖，也是保罗的朋友。
阿尼西母是腓利门的奴隶 偷了主人的东西
阿尼西母是腓利门的奴隶，偷了主人的东西，
逃到罗马，在那里遇上保罗，归信了基督。
保罗为这个奴隶写信给腓利门，
保罗为这个奴隶写信给腓利门
解释现在阿尼西母不但是他的奴仆，
也是他主内的弟兄，
也是他主内的弟兄
得体地要求他接纳和饶恕他的弟兄。
过去社会地位的悬殊、阿尼西母的罪行，
不再能成为他们关系上的阻碍，
基督所成全的救赎让他们在基督里经历合一

‧背景 ‧主题特色‧要旨‧概说‧应用

主题：饶恕与接纳
解
释

思
想

解
释

罗马帝国非常盛行奴隶制度，
罗马帝国非常盛行奴隶制度
但是没有人因此被排挤于神的爱以外
奴隶制度是人与人之间的障碍，
奴隶制度是人与人之间的障碍
基督徒的爱、诚实的团契，可以跨越这个障碍。

是否常活在饶恕和接纳的恩典里？
前提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而是勇于面对曾经犯过的错误，
如何经历上帝的饶恕 也去恳求宽恕。
如何经历上帝的饶恕，也去恳求宽恕。
让我们愿意付出饶恕、经历彼此接纳的美好。

思
想

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家人，
没有分歧的墙使我们被隔开。
让基督在你我内心当中工作，
能够除去、消弭所有的隔阂。

主题：彼此尊重

思
想

主题：跨越障碍

腓利门是保罗的朋友，阿尼西母的合法主人。
腓利门是保罗的朋友
阿尼西母的合法主人
保罗请求他不要惩罚阿尼西母，而要饶恕他，
并且以他为 个初信主的弟兄接纳他
并且以他为一个初信主的弟兄接纳他。
保罗成为一个使人和好的人

‧背景 ‧主题特色‧要旨‧概说‧应用

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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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是使徒，阿尼西母和腓利门都是他带领信主的。
保罗是使徒
阿尼西母和腓利门都是他带领信主的
本可以用他的权柄吩咐腓利门应当怎样做，
但他选择以基督的爱来恳求，
但他选择以基督的爱来恳求
而不是命令他。
处理人际关系时，
学习得体婉转的说服，
往往比命令更来得有效。
尊重每一个与我们共处的人，礼貌的互动，
表达出在上帝面前亲密的关系、应对当中的智慧

耶稣成为我们彼此之间的桥，爱的桥除去了障碍

‧背景 ‧主题特色‧要旨‧概说‧应用

这封短信是恩慈与机智的杰作，
充分表达出基督的能力和基督徒之间的情谊。
让我们省思，在自己的人际关系中，
是否有什么阻隔，使我们不能自由的分享
是否有什么阻隔
使我们不能自由的分享
基督的爱与主的救恩？
先入为主的认为某人永远
先入为主的认为某人永远不可能得救！
能得救
求主释放我们，让我们看见
基督的恩典、福音真理的大能，
足以打破人与人之间隔断的墙，
在主爱中的接纳和饶恕、带来合一。

新约书卷

神与基督在宝座上

祷告

启示录
末世论
帖撒罗尼迦前书

圣
灵
的
工
作

帖撒罗尼迦后书

教会论
哥林多前书
林 前

加拉太书

提摩 前
提摩太前书

犹大书

提
提多书

提摩太后书

约翰壹、贰、参书

基督之位格及工作
歌罗西书

雅各书

Click 左下角

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
爱我们的耶稣
谢谢你
我们一起学习了保罗书信，
我们需要这些的恩典和真理来建立我们，
让我们都能在主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都
真
，
在圣灵里更深的祷告。

腓利门书

有关救恩的教义

四福音书

问题思想

彼得后书

有关教会的教义

福
音
的
延
续

腓立比书

救恩论
罗马书

彼得前书

使
徒
行
传

哥林多后书
林

基督论
以弗所书

有关末后之事的教义

希伯来书

可以阅读解答

 腓利门书的写作动机与目的是什么？

让我们经历，
我们对 认真的时候，你会认真的建 我们的 命
我们对主认真的时候，你会认真的建立我们的生命！

问题思想
 腓利门书的写作动机与目的是什么？
 为腓利门逃走的奴隶阿尼西母求情
为腓利 逃走的奴隶
求情

 腓利门书有那两个要旨？

 腓利门书有那两个要旨？
 恳求宽恕、代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