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的感謝
羅的感謝、
、致意
腓立比書 第十九課…

腓四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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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到授受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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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求甚麼餽送 所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漸增多 歸在你們的帳
17 我並不求甚麼餽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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餽送，
當作極美的香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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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請問在基督耶穌裡的各位聖徒安
請問在基督耶穌裡的各位聖徒安。在我這裡的眾弟兄都問你們安。
在我這裡的眾弟兄都問你們安
22 眾聖徒都問你們安。在凱撒家裡的人特特地問你們安。
23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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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離了馬其頓的時候」，很可能就是保羅從馬其頓來到亞該亞，

這個段落分成五個部分，第一個部分 15‐16 保羅嘉許教會過去對他的幫助…
保羅特別回顧過去，腓立比教會的信徒在馬其頓的時候，是如何在經濟上幫助過他。
保羅不再稱呼教會的信徒是弟兄們、或者是親愛的，而是「腓立比人哪」，
在他的書信當中，直接以教會所在地作為對教會信徒的稱呼是很少見的，
但是他在這個地方，卻是以親愛的口吻來表達保羅的感謝。

包括雅典之間的整個時期。16 提到腓立比信徒在保羅到帖撒羅尼迦的時候，
也供應他的需要，便是被保羅看作是離了馬其頓的時候送到的。
15b「論到授受的事，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
「授受的事」原本是指記載收入跟支出的帳簿
「授受」在當時是指兩造之間的付錢跟收錢，
應用在保羅跟腓立比教會之間的時候，
應該不是指雙向的交易
從文脈來看可能是單向的—腓立比教會付出，保羅接受資助。

保羅接著指出，他們所知道的事情是 15「我初傳福音離了馬其頓的時候，
論到授受的事 除 你們以外 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
論到授受的事，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
「初傳福音」跟「離了馬其頓的時候」成為同位的關係，
兩者合起來的意思就是：
保羅初傳福音的時候，就是他離了馬其頓的時候。
保羅說這句話，是從腓立比人的角度來看的，
所以初傳福音，就是指保羅最初在腓立比地區傳福音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是腓立比教會，最初參與在福音事工的時候。
這樣的話就跟 一3‐5
3 5 的記載吻合，
的記載吻合
兩段經文都提到腓立比教會在經濟上支持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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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你們以外，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說明腓立比教會對保羅的慷慨捐助，
「供給」指財物上的分享，保羅離開馬其頓，腓立比教會是唯一資助他的教會。
保羅經常拒絕其他教會在財物上的供應，但是腓立比教會卻能夠與保羅
在福音上一起分享，是因為保羅知道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有正確的動機，
在他們樂意分享的背後，並沒有連著一條控制的繩子，或者是討人情的鞭子。
在他們樂意分享的背後，並沒有連著
條控制的繩子，或者是討人情的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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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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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部分是 18‐19，談到的內容是保羅的充足跟腓立比教會的充足。

第二個段落是 四17「我並不求甚麼餽送，
所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漸增多，歸在你們的帳上。」
「餽送」，在這個地方特別是指送到保羅手中的金錢
「果子」，可以使用在商業的場合，指由商業交易當中所得到的利益、利潤
如果果子是指利息，那麼腓立比的信徒給予保羅的餽送就是本金，
以致於這個本金為他們不斷地生出利息，最後就會歸在他們的帳上。

18 他不是要從腓立比教會求餽贈，因此就說：
他不是要從腓立比教會求餽贈，因此就說：「但我樣樣都有，並且有餘。」
但我樣樣都有，並且有餘。」

也顯示保羅滿足於他們透過以巴弗提所帶給他的餽送。
「樣樣都有」原文直譯「我收到一切」，指腓立比教會所送給他的一切餽贈
 立刻補上「並且有餘」，「有餘」意思就是盈餘，也就是超過保羅所需要的
我們不知道保羅的有餘到底是到了什麼地步，但是保羅的有餘就使他充足，
這裡的充足跟有餘的意義是平行的，都是用來說明腓立比信徒慷慨捐助的結果，
就是一無所缺甚至有餘。

簡單地說，保羅把腓立比教會多次給他的餽送，當作是他們屬靈的投資，
簡單地
羅把
教會多次
送 當作是
屬靈的投資
這個投資所產生的利息，就是指神所賜給他們的屬靈福氣，
藉著這些利息不斷地累積 他們可以繼續地成長
藉著這些利息不斷地累積，他們可以繼續地成長，一直到主的日子，
直到主的日子
那個時候，他們將要從主那裡得著賞賜。
這一點正是保羅所尋求的，保羅不會因為腓立比的信徒
得到屬靈的福氣而心生嫉妒，他原本可以拒絕他們的好意，
如同他一向就是獨力作工、獨力地傳福音，
但是他願意接受腓立比教會的資助 因為保羅知道
但是他願意接受腓立比教會的資助，因為保羅知道，
他們可以因著這些舉動，而獲得屬靈上的好處。

這個時候保羅突然就從商業的用語，轉到宗教性的獻祭的語言，
這個時候保羅突然就從商業的用語
轉到宗教性的獻祭的語言
來解釋為什麼他能夠有餘並且充足。保羅說：
18b「因我從以巴弗提受了你們的餽送，當作極美的香氣，
為神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
這一句話不只是把彼此之間的愛，溫馨的層面提高到人與神的關係上，而且也指出
個重要的屬靈原則，就是凡是作在僕人身上的，便是作在主人身上；
一個重要的屬靈原則，就是凡是作在僕人身上的，便是作在主人身上；
凡是作在神兒女身上的，就是作在神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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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巴弗提在 第二章 就已經出現過了，保羅在這個地方又再一次地提到他，
 他帶來
他帶來「你們的餽送」，在原文直譯就是「從你們那裡來的東西」
你們的餽送」 在原文直譯就是 從你們那裡來的東西」
 雖然保羅並沒有明說，但是由文脈可以看得出來，就是金錢上的餽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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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我的神必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我的神」，就是用來表示他個人跟神之間的親密的關係
我的神」，就是用來表示他個人跟神之間的親密的關係
 保羅指出來他們的「需要」，不論是物質上或者是屬靈上的，

都可以按照上帝的應許而得到充足

保羅用三個片語，來說明腓立比教會給他的餽贈：
1. 極美的香氣，這個詞彙最初用在舊約的時候，是指神因著聞到祂的子民，
在燒祭物的時候所升上來的香味，以致於悅納他們的獻祭。
保羅在這個地方把它轉成象徵性的語言，
保羅在這個地方把它轉成象徵性的語言
用來指腓立比教會所送給保羅的餽贈，是神所喜悅的馨香之祭。
所悅納的祭物 保羅把腓立比教會的餽贈 視為是獻給神的祭物
2. 所悅納的祭物，保羅把腓立比教會的餽贈，視為是獻給神的祭物，
在這裡保羅用來修飾祭物的字是「收納」，它的意思是接納，
由於祭物的對象是向神而獻，因此它也可以翻成悅納。
3. 為神所喜悅，當保羅說這句話的時候，
他是要強調腓立比教會的信徒，是為保羅所作的，
是帶給神喜悅之舉，
並且他把腓立比信徒給他的餽送，當作是獻給上帝的祭。

「充足」顯示長久以來神一直使保羅充足也使他知足，

如今神會使腓立比教會信徒的需要得到滿足
19b「在基督耶穌裡，照祂榮耀的豐富」，「照」所要表達的含義就是：
「在基督耶穌裡 照祂榮耀的豐富
「照 所要表達的含義就是

上帝的供應跟祂的資源是相稱的，或者是成比例的。
意思是 上帝有多少資源就可以供應多少 由於上帝的資源是無限的
意思是：上帝有多少資源就可以供應多少，由於上帝的資源是無限的，
因此人一切的需要加起來，都無法使神的資源匱乏，因此就是豐富的。
「充足」跟「榮耀」，就是指上帝的供應是如此豐富，以致彰顯上帝的榮耀
「在基督耶穌裡」是要說明，上帝豐富的供應會臨到
以信心與耶穌基督相連的信徒的身上。也是用來修飾動詞「充足」，
意思就是上帝滿足信徒的需要，是在基督耶穌裡的
換句話說，在基督耶穌裡是信徒得到神充足供應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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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部分是 20，是信尾的榮耀頌。
保羅對神的頌讚是 20「願榮耀歸給我們的父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願榮耀歸給我們的父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它的出現除了是對神豐富供應祂的兒女的需要，所作的回應之外，
更可以視為是這個感謝段落的結論，
同時這一句話，也適合作為整卷書的結論。

第五個部分是 21‐23，是保羅最後的致意。首先問候腓立比教會的弟兄姊妹，
21「請問在基督耶穌裏的各位聖徒安。」希臘文直譯「你們在基督耶穌裡
「請問在基督耶穌裏的各位聖徒安。 希臘文直譯「你們在基督耶穌裡
問候每位聖徒」，保羅不是直接問候教會的弟兄姊妹，而是透過其他的人，
因為保羅說你們問候來代替保羅的問安，保羅雖然沒有指出這些人是誰，
但是他們可能是教會裡面的監督跟執事。
除了問候腓立比教會的安之外，保羅也附上三類的隨信問安者：
1 「在我這裏的眾弟兄
1.「在我這裏的眾弟兄」，就是保羅的同工，包括提摩太、路加等人。
就是保羅的同工 包括提摩太 路加等人
2. 22「眾聖徒」，就是保羅所在教會的弟兄姊妹，也就是羅馬教會的信徒。
在該撒家裏的人 這 片 有相當廣
能 是
侍皇家
3. 在該撒家裏的人，這個片語有相當廣泛的用法，很可能就是指服侍皇家的人，
有可能是軍人、奴隸，或者是自由人，這些人也是在羅馬的基督徒，
以致於能夠成為隨信的問安者。

保羅在這一節的榮耀頌，可以分成三個部分：
1. 榮耀的對象，這個對象就是我們的父神。
榮耀的對象 這個對象就是我們的 神
2. 榮耀，是指神是配得人的敬拜和讚美。
3. 有關時間上的要素
有關時間上的要素，就是直到永永遠遠。
就是直到永永遠遠
保羅所歸給神的榮耀，不只是在這個世代，而且是一直持續到永恆，
這是一幅多麼美的圖畫：一個人可以從現今直到永永遠遠，
活在神的面前，讚美祂、敬拜祂、瞻仰祂的面、與祂同在、享受祂的治理，
人類還有什麼能夠比這樣的福分，更為美好的呢？
保羅最後加上阿們，作為這個榮耀頌的結束，
這個阿們是肯定之前的榮耀頌，並且是從心裡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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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腓立比書 兩次提到神或耶穌基督與人同在的實現，是人類最大的盼望，
自古以來，人類尋求那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
不論對它有何稱呼，總是徒勞無功、失望而返。
但是在人類的歷史當中，那日夜企盼、而且試圖獲得的美境，
就在耶穌基督裡，成就在靠著信心、與神建立關係的人身上，
他們就得以進入神的國度當中，享受永遠與神同在的福樂。
得到如此屬天福氣的我們，豈能忽略這樣大的救恩呢？
豈能不為這福氣常常心存感謝，並且充滿喜樂呢？

最後我們要看這段經文的信息…
第一、保羅提到「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第一、保羅提到「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是如何應用在今天的信徒身上呢？
很多人可能會想，神怎麼可能使我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
因為一提到需要，人們馬上就會想到自己還有很多的欠缺。
但是神使信徒充足，是根據祂的豐富，以及這件事情是否彰顯祂的榮耀，
而不是根據信徒的慾望，
而不是根據信徒的慾望
人的慾望永不滿足，而神的豐富也絕對不是把一切的物質賜給信徒。
然而神對信徒的供應，卻是能夠
使人知足，使人可以幫助上帝僕人的需要，
使人面對逼迫卻能夠站立得穩，
使教會能夠達到合一的目標，
使福音可以廣傳，使神的名可以得著榮耀，
若是如此，還有什麼事物比神榮耀豐富的供應，
更能夠達到這麼多美好的目標呢？

如同保羅大部分的書信的格式一樣，最後加上祝福的話，
23「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裏！」作為這封書信的結束。
「恩惠」就代表他們得到神的救贖，已經是神的子民了
「恩惠 就代表他們得到神的救贖，已經是神的子民了
 主耶穌基督的恩與他們同在的意思，就等於是主耶穌與他們同在

吳道宗 老師
保羅寫 腓立比書 就到此結束
他的聲音卻從未中斷過 過去腓立比教會
就到此結束，他的聲音卻從未中斷過，過去腓立比教會
讀過他的信而得到幫助，歷世歷代的信徒，也因這封信受益並且回應神，
今天神的子民再一次聆聽神透過保羅所傳出的信息的時候，
信心同樣可以得到堅固，屬靈的生命得以成長，並且按保羅所指出的人生的方向，
向著標竿直跑，這一切的工作，都是來自於那慈悲憐憫的父。
心存感激之際，不禁使用 20 「願榮耀歸給我們的父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願榮耀歸給我們的父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藉著這樣的話，一起獻上誠摯的敬拜與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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