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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經學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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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經學會了嗎？
腓四10-20
諸長樂牧師 2018.09.09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各位在主裡的家人，大家平安！
我們今天能夠在這裡聚會，實在是神的恩典！
我們都知道過去這一個禮拜發生了許多事情：
大阪跟名古屋遭受了很嚴重的風災 北海道有地震
大阪跟名古屋遭受了很嚴重的風災，北海道有地震。
這些地方的人可能還沒有水沒有電，連日常生活都有困難。
年初的時候也有暴風雪在北部
年初的時候也有暴風雪在北部。
當基督徒看到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們應該起來禱告。
神不喜歡我們冷漠，我們要與那些在悲傷痛苦的人一起有份。
我
我們一起來禱告，求主保守重建的過程，
起來禱告 求
守重建
也保守當地的教會在苦難中為主做見證…

10我靠主大大地喜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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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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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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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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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力量的
事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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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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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也一次兩次地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
17我並不求什麼饋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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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送，
當做極美的香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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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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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
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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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來思想的信息是：你已經學會了嗎？
我們生活在 個快速變化的時代裡，
我們生活在一個快速變化的時代裡，
因此「學習」成為我們必要的生活態度。
我常常跟我太太分享：
我常常
我
享
我們見證了一個大時代一連串的改變。
 以前我們跟人聯絡，要寫信。
我在台灣的 個外島 馬祖當兵
我在台灣的一個外島—馬祖當兵，
我寫一封信一個禮拜才有一班船可以幫我送出去，
對方接到信最快地給我回信 也要再過 個禮拜我才能接到回信
對方接到信最快地給我回信，也要再過一個禮拜我才能接到回信。
 後來有了電話、之後電腦發明了，我們有了email。
我本來很拒絕學電腦，但是後來我發現越來越少人問我：你家住哪裡？
很多人只問我：你的email是什麼？所以我只好趕快開始學電腦。
 等到有了手機以後又發生改變，現在也不太有人問我email了。
你有沒有 LINE」？ 微信」？
你有沒有「LINE」？「微信」？
我來到日本以後才開始用LINE跟微信。

不僅通訊的方式如此，付錢的方式、買東西的方式也在改變。
以前我們用現金，要到實體的店去買，
後來用信用卡，用網路購物；
師母是網路達人，她每次買東西我都心驚肉跳，
因為我的思想很保守，總覺得：這是可靠的嗎？
現在不僅用信用卡跟支付寶，
去年我跟我太太去美國的時候也發現另外一個改變，
就是：我們買好東西要付帳的時候，櫃檯都沒有人，
然後你自己刷個卡，在上面畫一畫就可以，
我們兩個很害怕，去找了唯一剩下有人服務的那個窗口。
我們很慶幸日本比較慢，結果最近發現我們家附近的超市也這樣了—
我發現生存越來越困難了。
我發現生存越來越困難了
今天的經文告訴我們，我們除了生存的技巧之外，更要學習面對人生的態度。
我們要熟悉聖經的真理，並且要將這樣的真理用在我們的生活中，
才能夠發揮真正的影響力。

使徒保羅在這裡說，他不是因為缺乏得到供應而喜樂。
他告訴腓立比的弟兄姊妹 他學到了 個功課：
他告訴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學到了一個功課：
我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可以知足。
當我們要學會 足 時候 先要 識 件事情
當我們要學會知足的時候，先要認識一件事情：
不論你是信主或是不信主，在人生中都會遇到各種狀況；
有的時候是順境，有的時候是逆境。
像使徒保羅所說的 他有時候豐富 有時候缺乏
像使徒保羅所說的，他有時候豐富，有時候缺乏。
但是，很多基督徒有個錯誤的想法—
 認為信主以後應該一帆風順，
許多錯誤的成功神學更是如此的教導。
 但是當我們回到聖經就曉得—不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一個畫家，只用一種顏色畫不出什麼特別的畫來；
如果你是一個音樂家，你不可能用單一的音符來創造出美好的音樂；
所以上帝也用各樣環境來塑造我們的人格跟靈性。
上帝
境 塑造我
人格 靈性

我今天分三個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什麼是人生的必修課？
這段經文的背景是保羅在羅馬監獄中收到了腓立比教會的奉獻，透過 位弟兄
這段經文的背景是保羅在羅馬監獄中收到了腓立比教會的奉獻，透過一位弟兄
叫以巴弗提轉給轉給他的，他非常的喜樂，他說他是靠主喜樂。
我相信他可能有需要、也禱告，然後神垂聽了他的禱告。
弟兄姊妹，相信一件事情：
你憑著自己口袋的能力付錢，絕對比不上你自己沒錢，
禱告神替你付錢來得快樂 這是 個非常奇妙的屬靈祝福
禱告神替你付錢來得快樂，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屬靈祝福。
腓立比教會是保羅在馬其頓建立的第一個教會，他跟他們有很好的關係，
他們多次的奉獻支持他的生活和事
他們多次的奉獻支持他的生活和事工。其實他所真正高興的
其實他所真正高興的
不只是接到奉獻而已，而是腓立比的基督徒對他的關懷和思念。
我們做子女的逢年過節總要孝順父母，其實我們給的非常有限，
但是父母親心裡的高興是因為子女的心裡有他。
我和師母的長輩在世的只剩下我岳母，
我們常常在她的生日 母親節跟過年
我們常常在她的生日、母親節跟過年，
寄一點紅包給她，她常常說「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們心裡有我。」

做傳道人的孩子很辛苦，常常他放假的時候正是父母最忙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的孩子小學 年級的時候 有 個主日的晚上
我還記得我的孩子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有一個主日的晚上，
她看到我跟師母終於忙完了，就抓著我們要我們陪她玩一種遊戲：「Uno」，
我相信很多的年輕人都玩過，我跟師母就答應陪她玩
我相信很多的年輕人都玩過，我跟師母就答應陪她玩。
可是小孩子有一個特質：一定要玩到他贏才甘心，
這常常也是我們人生還像嬰兒一樣的那種心境。
她那天手氣非常不好，怎麼玩都輸，我跟師母又累得半死，
終於她玩到尿憋不住了去上廁所，我跟師母就趕快作弊，
把所有的王牌都通通發到她那邊，她上完廁所回來，一拿起牌來，眼睛亮了，
不得了，這盤非贏不可！可是她打了兩張牌以後就說不玩了，她說：
「沒有這種牌
「沒有這種牌！」弟兄姊妹，人生沒有只有你想像的那種牌，發牌的不是你。
弟兄姊妹 人生沒有只有你想像的那種牌 發牌的不是你
但不論是怎樣的情況，使徒保羅說他都可以知足。知足跟滿足是一種
內心的狀態，不會因為環境而改變，也不會一直貪求要更多的東西；
當他面對一個不能夠改變的外在環境，他仍然能夠欣然接受。

但這跟一般哲學家所說的「無欲則剛」、「禁慾主義」是不一樣的，
而是基督徒應該要相信而且甘心的接受：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有神的安排。
而且就算在最糟糕的環境下，神仍然眷顧你，
羅八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一個知足的人，他不會在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立刻抱怨，
他也不會隨便的問「為什麼是我？」而是可以向神來禱告：
「神啊！你要我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習怎樣的功課？」
「神啊！你要我在這樣的環境中怎樣的榮耀你？」各位，不要另外一種迷思：
處困難比較不容易，處順境比較容易；缺乏比較困難，富足比較容易。
境
富
其實順境跟富足更要謹慎，當中所蘊含的試探更大！
有 次有 位長輩找我 他說：「牧師 我昨天晚上整夜失眠。
有一次有一位長輩找我，他說：「牧師，我昨天晚上整夜失眠。」
我問他：「你為什麼失眠呢？」他說：「我在想一個問題，萬一我中了大樂透
要怎麼辦？我要怎麼運用我中了大樂透好幾億的錢？我想了半天 實在不會用
要怎麼辦？我要怎麼運用我中了大樂透好幾億的錢？我想了半天，實在不會用，
所以我失眠了。」我就跟他說：「我為你禱告不要中。」

二、什麼是你人生的依靠？
有很多人說 信什麼都一樣」，我告訴你，沒事的時候真的是看不出來，
有很多人說「信什麼都一樣」，我告訴你，沒事的時候真的是看不出來，
你真正的遇到人生的挑戰和困難，你就知道「依靠什麼」有多重要。
 使徒保羅說「我深深的知道我所信的是誰」，這是他能夠知足的很重要的原因。
使徒保羅
我深深的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這是 能夠知足的 重要的原因
 他也得到了一個秘訣，就是：「靠著那加給他力量的上帝，他凡事都能做。」
這句話很好用，但是也會被誤解，有些年這句話變成一首很美的詩歌，
我們也常常唱；但是弟兄姊妹，你真的了解這句話嗎？有很多你做不到的事情，
你靠著上帝就可以做了嗎？我聽到一個例子，…有一個基督徒要過河：
一場大雨河水暴漲，這基督徒還想過河，怎麼辦呢？他想起這首詩歌—
場大
水暴
這基督徒還想
怎麼辦
他想起這首詩
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一面唱一面強行過河，最後就被淹死了。
有很多人誤用了這樣的話。上帝不是要成就你的野心，神要成就衪要成就的事情。
這邊說：「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靠著基督」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你不單單信靠主 而且在日常生活緊密的與主有美好的連結
就是你不單單信靠主，而且在日常生活緊密的與主有美好的連結。
你不僅接受神的供應，你也順服神的引導，同時你也要承認自己是軟弱和有限的。

在這裡使徒保羅說他「學會了」，
這也跟 般的哲學家所描述的不 樣 不是靠著自己的苦修來頓悟，
這也跟一般的哲學家所描述的不一樣—不是靠著自己的苦修來頓悟，
而是在聖靈的開啟下，他一次又一次的認識：耶穌基督是他的至寶。
使徒保羅在腓立比書第三章
第 章曾
曾經講過：從前有許多讓他誇口的事情、
前 許多讓 誇
事
覺得對他有意義的事情，現在都把它當作不重要的事情，
因為他得到了耶穌基督這樣的至寶。
使徒保羅本來在猶太教中有大好的前途，
他也可以繼承很豐富的家產，
但是他 次
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
次的
讓耶穌基督成為他生命當中的至寶。
弟兄姐妹，抓住每一個生命當中的環境和機會，
你在逆境當中嗎？你裡面有寶貝是挪不去的；
你在順境當中嗎？而這些也不能夠影響
耶穌基督在你身上的地位。

保羅在很多的地方承認他是軟弱和有限的，而且他一再的強調—
你要剛強嗎？沒有別的路，只有依靠神。你只有依靠神才能做剛強的人。
保羅在這裡接受了腓立比教會的奉獻，但是哥林多教會的奉獻他就是不接受，
不是說他不需要 而是他真的能夠分辨他什麼時候是依靠主作剛強的
不是說他不需要，而是他真的能夠分辨他什麼時候是依靠主作剛強的人。
甚至當他身上有一根刺，他三次禱告來尋求主，上帝並沒有照他想要的方式
來解決他的困難。上帝卻說：「我的恩典夠你用。」因此當保羅體會到這點的時候，
他說：「我喜歡誇自己的軟弱，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
我們都好像一個小孩子要搬很重的東西，我們的父親站在旁邊，
我們盡了所有的力量也搬不動，但是卻忘記了—慈愛的天父就在旁邊！
我們忘記了人生有一個最大的資源，隨時等待我們去支取。
每 個基督徒都要學習在 何的情
每一個基督徒都要學習在任何的情況下，依靠神的大能大力。
依靠神的大能大力
舊約的約瑟，當他在委屈中依靠神的大能大力，當他面對誘惑時，
他更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常常我們太容易掉到試探裡，
乃是因為我們沒有依靠神的大能大力。

聖經把做一個剛強的人的秘訣告訴我們：
有 位神 他樂意將力量給我們 我們要懂得依靠衪
有一位神，他樂意將力量給我們，我們要懂得依靠衪。
詩篇37篇就講到：當我們把我們的事情交託給神、並且倚靠衪的時候，
衪就會成全凡是交在我們手上的事。弟兄姊妹，學習依靠神！
三、什麼是神所悅納的祭物呢？
保羅好幾次接受了腓立比教會的奉獻，滿足了他在生活和事工上的需要。
對 個奉獻的人來說 錢出去了就變少了 對不對？
對一個奉獻的人來說，錢出去了就變少了，對不對？
但是在這裡，使徒保羅給每一個奉獻的人一個清楚的概念，
這不只是概念而是 個事實 奉獻不是只有付出 而且有獲得
這不只是概念而是一個事實：奉獻不是只有付出，而且有獲得。
他說：我所求的不僅是你們的奉獻，而是希望這些「果子」都記在你們的賬上。
這個「果子」是一個商業用語，是一個帳本。我覺得被開啟：
喔！原來我們在上帝那裡，每人有一本帳本，在這邊好像是支出，
來我 在 帝 裡 每 有 本帳本 在這邊 像 支出
在神那裡卻是收入，是一種存款，而且是用複利來算的存款！
這樣的祝福不僅是在永恆中讓我們得到，
這是讓我們在今生就得到上帝的恩典，品格也得到塑造。

最後跟各位做一個見證…
1994年我在台北的教會第二次建堂 10週年 總共需要4700萬日圓；
1994年我在台北的教會第二次建堂，10週年，總共需要4700萬日圓；
教會十週年應該要對外奉獻，決定要奉獻400萬日圓。
那時候教會才 百多人 自己的經費不夠 雖然弟兄姊妹盡力奉獻；就向母會申請
那時候教會才一百多人，自己的經費不夠，雖然弟兄姊妹盡力奉獻；就向母會申請，
可不可以幫助我們一些，母會掙扎了半天，答應奉獻給我們1800萬日圓。
還是不夠，就禱告，結果實際收到的是2500萬日圓。不為別的，
母會說：你們在極缺乏的時候仍然願意給人，我們受感動；
我們覺得一千八百萬太少。
弟兄姊妹，腓立比教會是一個非常窮的教會，但是他們樂意奉獻，
到今天仍然被紀念；弟兄姊妹，為著主的擺上神永遠紀念。
人生要學習 我們要學習知足和感恩 要學習依靠神的大能大力
人生要學習，我們要學習知足和感恩，要學習依靠神的大能大力，
要常常獻上神所悅納的燔祭。如果你還沒有信耶穌，我盼望你快快的去上慕道班，
能夠認識這一位在任何情況下加力量給你的神，
可以使你有盼望的神，而且可以照衪榮耀的豐富來祝福你的神。

在這裡更講到，這樣的奉獻在神的面前好像是一個蒙悅納的馨香的祭物。
當你在聖工有份的時候，你所奉獻的是神所悅納的，而且像一個馨香的祭物。
舊約有五種祭物，有四種都是多少跟自己有關：犯罪了獻贖罪祭、
得罪 獻贖愆祭 蒙恩了獻感謝祭
得罪人獻贖愆祭、蒙恩了獻感謝祭，但是只有一種祭物
是 有 種祭物
神說是馨香的祭物，全然是為著上帝的，那是：「燔祭」，
所有的通通要歸給神，不為著自己的需要，只因為神是配得的。
羅十二1 保羅說我們將身體獻上當做燔祭。
弟兄姊妹，當神的心滿足的時候，神也會大大的祝福我們，
因此使徒保羅在這裡掛保證，他說：我的神必照衪榮耀的豐富，
使你們這些奉獻的人在一切所需要的事上都富足。哇！使徒保羅保證，
不是諸牧師保證 你要不要押這個寶
不是諸牧師保證，你要不要押這個寶啊？
其實不只是使徒保羅，每一個經歷神的恩典的人，都可以這樣的保證。
我們為著神的時候 神 定顧念我們的需要 而且不是照著我們所想像的
我們為著神的時候，神一定顧念我們的需要，而且不是照著我們所想像的，
是照著神榮耀的豐富來給我們。神是豐富的神，超過你我所能想像。

天父，我們感謝你！讓我們一起思想這段經文。
主啊！你自己說我們不僅要信靠你，
而且要學習明白真道成為你的門徒。
若是我們過去不懂得依靠你，
若是我們還沒有學會知足的功課，
求你一遍又一遍的開啟我們，光照我們，
直到我們成為主你手中合用的器皿。
直到我們成為主你手中合用的器皿
也感謝你讓我們對奉獻有一個新的認識，
寡婦的兩個小錢你都記念，
求 讓我 常常 著
所
求你讓我們常常憑著信心獻上你所悅納的。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