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與滿足之間
腓立比書 第十八課…
腓四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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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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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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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部分 四10，有兩個強調：
一個是他對教會的感謝，另外一個就是說明他的知足一無所缺。
這種表面上似乎不協調的情形，就說明保羅目前處境上的兩難，
 一方面他是處在被軟禁的景況底下，當然是需要教會的幫助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保羅又不想以使徒的權柄，要求教會來供給他
因此，保羅要避免兩種可能的誤會，
 一方面他不要讓人覺得，他是一個忘恩的人，所以他要謝謝他們
方面他不要讓人覺得 他是 個忘恩的人 所以他要謝謝他們
 一方面又不要使教會誤以為他們需要不斷地幫助保羅，所以表明一無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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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如此，他的喜樂是「靠主」，原文是「在主裡」，
表示保羅是以主耶穌基督為喜樂的對象或者是基礎，於是就在主的基礎上面，
保羅還有腓立比教會的信徒，就得以緊緊地聯結在一起。
保羅喜樂的原因由下一句進一步地說明，就是「因為你們思念我的心如今又發生」，
令人驚訝的是，保羅並沒有提到他們在金錢上的餽贈，
而是指出他們對保羅的思念還有體貼。
這裡的「思念 不只是想念的意思，也是指具體的行動，
這裡的「思念」不只是想念的意思，也是指具體的行動，
顯然就是指腓立比教會差以巴弗提，
帶著教會的餽贈送到他那裡這件事情。

跟 9 比較
比較，從
從 10 開始就轉入另外
開始就轉入另外一個主題—就是
個主題 就是
對腓立比教會給他的餽贈表示感謝。
首先，保羅以「我靠主大大喜樂」，
來表示他過去收到教會信徒的餽贈的時候而有的感受。
這一次，保羅不再是勸勉信徒要喜樂，而是說出個人因著教會的幫補而有的感受，
保羅很清楚地指出來，他的喜樂是大大的。
對保羅而言，針對腓立比教會對他的關心，他的反應是大大喜樂。

或許一般人會覺得奇怪，
 保羅在這個地方應該說謝謝，可是他卻說大大喜樂
 同樣的，他也沒有提到腓立比教會的餽贈，卻說他們的思念
不過保羅在這裡所提到的喜樂，其實就是表示他的感謝，
保羅以喜樂所表達的含義，應該有保羅與腓立比教會的關係，
這個角度來了解，才能夠正確地知道保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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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如今」，就是指腓立比教會曾經幫助過保羅，
但是經過 段相當長的時間之後，現在才又再一次地幫助保羅，
但是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之後，現在才又再一次地幫助保羅，
離上次腓立比教會資助保羅，兩者大約相距有十年之久。
不過保羅使用這個字，並沒有責怪的意思，
也就是說他沒有怪罪腓立比教會的信徒，
居然經過這麼長的時間現在才再次地資助他的需要，
這一點可以由下一句得到證明：「你們向來就思念我，只是沒得機會。」
這一點可以由下一句得到證明：「你們向來就思念我，只是沒得機會。

第二個部分 11‐13，提到的是「保羅個人的需要跟滿足」…
雖然保羅感激腓立比教會所提供的幫補，但是為了避免教會的信徒誤解他的喜樂，
只是因為他滿足於物質上的獲得而已，
11 特別澄清他在物質上的缺乏，並不會造成他的不滿足，
並且進一步地教導他們，有關基督徒的滿足之道：
11「我並不是因為缺乏說這話；
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 這是我已經學會了
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了。」
「說這話」指上一節所說的話，保羅提到：「我靠主大大喜樂」，
羅不是 為
在 質
需
到滿
才會
喜樂
保羅不是因為他個人在物質上的需要得到滿足，才會大大的喜樂。

保羅指出，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思念他的心如今又發生，
這句的 發生」這個字 在新約當中是指草叢或者是樹
這句的「發生」這個字，在新約當中是指草叢或者是樹，
在春天的時候發芽、或者是開花的情形。
因此保羅使用這個字是要顯示，信徒對他的關心，
像剛開的花一樣出現，所以他為此就大大的喜樂。
保羅接下來特別指出來「你們向來就思念我」，
這句話是要顯示，腓立比教會的信徒對保羅長期以來的關心，
因此就暗示，保羅並沒有任何怪罪腓立比信徒的意思。
5

「因為」這個字，和合本並沒有把它翻譯出來，
但是這個字特別是要來解釋，保羅沒有向教會提出物質需要的原因。
他說：「這是我已經學會了，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
清楚地指出來，無論在什麼景況底下，不論別人是否學會知足，他卻是學會了。
這句話的「學會」是用整體的角度來看事情，
表示保羅將過去所有的學習經驗，作一個摘要，並且看作是一個整體，
這就暗示保羅在什麼景況下的學習，是經過 段的時間，
這就暗示保羅在什麼景況下的學習，是經過一段的時間，
這一段的時間，特別是指在他歸主之後，一直到寫這封信為止。

保羅並沒有談到他經濟上實際的缺乏，
他僅僅是表示，他個人的需要得到滿足，並不是他喜樂的動機。
 我們並不清楚保羅實際上的經濟情況，但是這個字就指出，
保羅確實是處在物質上有需要的狀況下
 保羅接著就以「因為」來解釋，
保羅接著就以「因為 來解釋，
他沒有向腓立比教會，提出他個人物質需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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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

我知道」不只是說明保羅經驗過經濟上的兩種情況，就是卑賤跟豐富，
「我知道」不只是說明保羅經驗過經濟上的兩種情況，就是卑賤跟豐富，
也指出他知道如何處在兩種極端的經濟條件底下，仍然能夠知足。
卑賤」在這裡是指保羅處在貧窮的經濟狀況之下
「卑賤」在這裡是指保羅處在貧窮的經濟狀況之下，
跟卑賤相對的，就是豐富，是指物質上的富裕，而不是指他靈裡的富足。
使用這個字就證明保羅的生活，並非一向都是貧窮的，
他也曾經經歷過豐富的時候，否則這句話就沒有意義。
曾
歷 豐富 時
則這句
有意義
但是在貧窮跟富裕之間，保羅並沒有特別的偏愛，
 他沒有特別標榜禁慾主義
他沒有特別標榜禁慾主義，以致於故意偏向貧窮
以致於故意偏向貧窮
 他也沒有陶醉在富裕的生活當中，而無法自拔
保羅在任何的經濟景況，都能夠有正確的態度，以致於他能夠知足。

保羅所學會的功課，準確地來說就是「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
保羅所學會的功課
準確地來說就是 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
「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這個意思是表示，保羅所處的景況是不限於目前的景況，
不限於在監獄裡頭的景況、不論在哪一個景況下，保羅都可以知足。
 當保羅使用知足這個字的時候，是表示他並不倚靠外在的環境，
但是這個情況的發生，只有在他完全倚靠神的時候
保羅的知足是來自於神，並且是跟耶穌基督有關，
因為是基督加給他力量，以致於他凡事都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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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著又用下一句來強化如何處卑賤跟豐富，
12b「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
「隨事隨在 是指在每 件事和在 切事上
「隨事隨在」是指在每一件事和在一切事上，
用來強調保羅無論在何種的情況底下，他都得到了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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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學會、得了秘訣，不是來自他自己的力量，而是來自於他與基督的關係，
13「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要了解這句話的含義，就需要從「凡事」這個用詞的意思來了解起：
「凡事」指一切保羅所面對的環境，以致他能夠勝過試探、挫折、死亡的威脅
「做」就是有能力，是可以勝任或者是能夠的意思，
所指的就是保羅能夠處理，或者是適應各種環境

保羅為了要加強他的意思，他使用四個字具體地說明隨事隨在，
他說： 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
他說：「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
這四個字可以分為兩組，並且形成他所處的環境當中的兩個極端…
第一組是「或飽足，或飢餓」，
「飽足」是要指出來有許多甚至超過所需要的
「飢餓」的意思就跟飽足相反，它也是按照字面來了解，
保羅時常經歷到飢餓 特別是提到他事奉的時候所遭遇到的
保羅時常經歷到飢餓，特別是提到他事奉的時候所遭遇到的
第二組是「或有餘，或缺乏」，
」
」
「有餘」是指有盈餘，而且是跟前面的「飽足」的意思是相近的
「缺乏」是指不足或者是短缺
「我都得了秘訣」，在原文是一個字，希臘文直譯是「我已經入門」，
在希臘文最初是一個專門的術語，用來指進入某一個神祕宗教的入門儀式。
保羅借用這個異教的辭彙，是要來表示他已經懂得、學會了處卑賤以及處豐富，
保羅並不是一夕之間就學會，而是經過一個過程，
他的「得了秘訣」，是透過各種環境當中學習的。

保羅接著以一個片語來說明，他能夠適應各種情況的生活，
保羅接著以
個片語來說明 他能夠適應各種情況的生活
就是「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是這段經文的重點。
「那加給我力量的」，這句話所指的人是誰呢？
那加給我力量的」 這句話所指的人是誰呢？
提前一12 我感謝那加給我力量的我們主耶穌基督。
提後四17 惟有主站在我旁邊，加給我力量。
由這兩節對照我們可以得知，這位加給他力量的就是耶穌基督
「靠著」就是指與基督聯合的意思，就是指保羅與那位加給他力量的基督，
在生命當中的聯合，從基督得著供應並且是順服祂，
保羅能夠適應任何的生活狀況，他的秘訣就在這個地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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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這段經文當中，保羅主要是感謝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提供他金錢上的幫助。
在這段經文當中，保羅主要是感謝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提供他金錢上的幫助
所以他在前後兩節，用不同的方式說出他的感謝，
10「你們思念我的心如今又發生」，14「你們和我同受患難原是美事」，
雖然這樣的措辭並不是直接向腓立比教會的信徒道謝，但是以這種委婉的方式
來表示謝謝的做法，教會的弟兄姊妹是能夠完全地了解的。

第三個部分 14，他再次地說到他的感謝…
一開始就用「然而」來作開始，是要表示他不願意教會的信徒對他剛才說過的話，
一開始就用
然而」來作開始，是要表示他不願意教會的信徒對他剛才說過的話，
有錯誤的印象，就是由於基督使他能夠在各樣的環境當中知足，
以致於他們財物上的餽贈好像顯得多此一舉，並且似乎也毫無感激之情。
保羅剛談論完他自己知足的秘訣之後，立刻就轉而感謝腓立比教會的信徒，
14b「你們與我同受患難原是美事。」
「同受」有與某人參與在某件事情上，或是成為夥伴的意思
「同受 有與某人參與在某件事情上 或是成為夥伴的意思
「患難」是保羅現在被監禁的事實，以及所伴隨而來的受苦
並且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是與保羅同受患難，
這種同受患難的方式，不是信徒跟他一起關在監牢裡，
而是藉著以巴弗提帶著餽贈送到他那裏去。

除此之外，保羅也在感謝的段落當中插入他個人知足的陳述，
除此之外
保羅也在感謝的段落當中插入他個人知足的陳述
保羅指出，他無論處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他所說的景況或者說隨事隨在，
可以用豐富跟卑賤 或者是 或飽足 或飢餓」
可以用豐富跟卑賤，或者是「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
或有餘 或缺乏」
這兩個極端的情況來包括，原因無他，因為他已經學會了、已經得了秘訣。
保羅的秘訣僅僅是倚靠主，而這位主就是加給他力量來勝過一切環境。
保羅樂於分享他的秘訣，是希望教會的弟兄姊妹也能夠認識這個既簡單又有效的秘訣，
使他們在生活當中不被環境所限制，也不受經濟狀況的影響，來影響他們的事奉。
總而言之，保羅在日常生活的態度上親自作了榜樣，
並且也從自己的榜樣中，對信徒作了有力的教導。

「原是美事」希臘文直譯就是「你們做得好」，他的意思是謝謝你們這麼做，
 保羅沒有用謝謝的字眼，但是他卻是用婉轉的方式來表達他的謝意
 這種說法，正好跟他在 四10 表示感謝的措辭相互呼應，
四10 「因為你們思念我的心如今又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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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一個人所處的環境都有神給他的功課，人常常不能夠接受不順利的環境，
但是基督徒看待環境的眼光跟世人有別，在看來像是困境沒有出路的環境當中，
盡是神所精心設計的屬靈教室，要我們學會原本就不曾會也不想學的屬靈功課，
而目的是要我們更像主、更倚靠主。有時候這個學習的過程是漫長的，
但是所學習的內容，卻是由神這位訓練大師所規劃，
我們是否想過，從神所給我們的環境當中，祂到底要我們學什麼呢？

屬靈功課…
1 許多全時間事奉主的人都有類似的經驗：在使用別人金錢上的餽贈的時候，
1.
 不要自己像是一個驕傲忘恩負義的人，好像連一聲謝謝都不說
 但同時在感謝別人的餽贈的時候，也不會因為感謝之情過於強烈，
以致於就被誤會自己是想要得到更多
人對金錢都是很敏感的，這種的情形自古皆然，這方面的拿捏總是很不容易的，
保羅的處境跟做法 就成為所有與他面對相同問題的人 個參考跟借鏡
保羅的處境跟做法，就成為所有與他面對相同問題的人一個參考跟借鏡。
2. 許多人一生都活在貧困之下，有的人是一生富裕不愁吃喝，
還有的人 輩子是起起伏伏 富貴與貧窮都經歷過 每 個人的遭遇都不 樣
還有的人一輩子是起起伏伏，富貴與貧窮都經歷過，每一個人的遭遇都不一樣。
但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用不同的理由來埋怨，找到不知足的藉口。
但是聖經教導我們滿足於我們所有的，因為知足的心是永久擺設的盛宴，
知足讓窮人變得富有，不能知足卻讓富人變得貧窮。
一個知足的人，就使他在成聖的道路上沒有後顧之憂，並且專注在屬靈的追求上，
不論我們曾經經歷過何等的環境，讓我們踏著保羅走過的足跡，靠著主，
在我們所處的環境當中學會知足，並且高唱得勝的凱歌。

4. 保羅對本身並沒有什麼能力能夠誇越物質生活上的極端環境，
保羅對本身並沒有什麼能力能夠誇越物質生活上的極端環境
但是他能夠在這些環境當中甘之如飴，全賴基督所賜的力量。
保羅最重要的特點 乃是他的生命與基督有密切的聯合
保羅最重要的特點，乃是他的生命與基督有密切的聯合，
對神有絕對的委身跟倚靠，使保羅勝過別人的，
 不是那容易看得見的能力、或者是他的學問
 而是那看不到的，是不容易看到的，
他內在的對神的倚靠、對神的順服，以及與基督聯合
我們可以知道對基督的倚靠的程度有多少，就決定他的力量有多大，
並且使他能夠活在神為他所選定的環境當中，知足還有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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