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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4:10-23 7/5/2021 

10 我靠主大大的喜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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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事隨

在，我都得了祕訣。 

13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14 然而，你們和我同受患難原是美事。 

4:10 

思念就是想念(新譯本),也是關心. 被人關心是令人喜樂的,保羅的大喜樂來自腓立比教會

對他的思念,思念的心要藉著行為表現出來,行為可能是一張卡片,一通電話,一次探訪,或

者一些餽贈,通常在特殊事件發生的時候,是表現思念行為的好時機. 如果有思念的心,一

定要把握機會表達出來,讓被思念的人得到喜樂. 保羅在多處（哥林多後書 8）提到腓立比

教會對他的饋贈,甚至差派以巴弗提來照顧保羅, 腓立比書 2:25 “然而，我想必須打發

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裡去。他是我的兄弟，與我一同作工，一同當兵，是你們所差遣的，也

是供給我需用的。” 腓立比書 4:16 “就是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的打發人

供給我的需用。” 

4:11 

保羅的一生經歷了豐盛,也經歷了缺乏,都能從容地面對,他的祕訣就是知足的心, 提摩太

前書 6:6-8: “6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7 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

也不能帶什麼去。8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4:12 

俗話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人皆努力工作,希望脫離物質缺乏,進入物質豐富的生

活,但是沒有正確的生活態度, 不論豐富或缺乏, 都會給魔鬼可趁之機, 箴言 30:7-9 “7

我求你兩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賜給我：8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也不貧

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飲食，9 恐怕我飽足不認你，說：耶和華是誰呢﹖又恐怕我貧

窮就偷竊，以致褻瀆我神的名。”  

4:13 

保羅被主光照之前,受大祭司委派去逼迫基督徒,是有學問有地位的人,但是被主揀選之後,

他受盡了痛苦-受羞辱,受飢渴,被鞭打,棍打,石頭打,被捕坐監. 他寫腓立比書的時候, 正

是在羅馬坐監,可說跌入了谷底,為了服事主,保羅生活的改變何止是” 由奢入儉”而已,

但是能夠無所畏懼卑賤,飢餓及缺乏,繼續 “向著標竿直跑”的力量從何而來? 完全就是 

“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主)”的呼召和應許. 

4:14 

在人看患難並非美事,但是在神的計畫裡,一時的試煉是為了將來要成就的美事,就像孟子

說的 “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

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羅馬書 5:3-5 “3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

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4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5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

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討論問題: 

1. 我們要如何把握機會關懷人? 我們要以何種心態接受別人的關懷? 

2. 你一生中曾經歷豐富和缺乏嗎? 它對你的人格或人生觀有何影響? 

3. 人在豐富的時候, 還是在缺乏的時候, 容易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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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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就是我在帖撒羅尼迦，你們也一次兩次的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 

17 我並不求什麼餽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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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腓立比是保羅聽到馬其頓呼聲去到歐洲的第一站,並建立的第一間教會,當地雖非富裕,但

是對保羅的供給,特別有愛心, 帶給保羅極大的喜樂, 腓立比書 4:1 “我所親愛、所想念

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 

保羅也常為此感恩, 哥林多後書 8:1-4 “1 弟兄們，我把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告訴你

們，2 就是他們在患難中受大試煉的時候，仍有滿足的快樂，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

樂捐的厚恩。3我可以證明，他們是按著力量，而且也過了力量，自己甘心樂意的捐助，

4 再三的求我們，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上有分；” 保羅在外傳福音, 腓立比教會用

捐助供給的支持來參與,是宣教的好榜樣. 

4:16 

保羅初到歐洲,所停留的幾個地方,依序是腓立比,帖撒羅尼迦,庇哩亞,雅典,和哥林多 (使

徒行傳 16-17章). 多年前在帖撒羅尼迦時, 腓立比教會對保羅的愛心供給, 保羅仍然紀

念, 並表示感激之心. 

4:17 

神的僕人不在乎自己生活的豐富, 他們的喜樂在乎羊群的生命見證, 福音的廣傳,多結果

子, 腓立比書 1:4-5 “4 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5 因為從頭

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 

4:18 

保羅在羅馬受到軟禁,行動不自由,雖然有腓立比教會的供應,生活一定簡單而不至寬裕,但

是他有知足的心,並憑信心仰望神的供應,就有滿足的喜樂, 並把腓立比教會對他的餽送,

當成對神的愛心奉獻, “極美的香氣”指腓立比教會的愛心奉獻, 是神所喜悅的,  

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會差派來服侍保羅的,非常忠心,不辭辛勞,甚至積勞成疾,幾乎要死, 

腓立比書 2:25-27 “25 然而，我想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裡去。他是我的兄弟，與

我一同作工，一同當兵，是你們所差遣的，也是供給我需用的。26他很想念你們眾人，

並且極其難過，因為你們聽見他病了。27他實在是病了，幾乎要死；然而神憐恤他，不

但憐恤他，也憐恤我，免得我憂上加憂。” 可見保羅對以巴弗提的愛心, 以巴弗提不只

對人忠心, 對教會忠心,更是對神忠心, 歌羅西書 3:22-24 “22你們作僕人的，要凡事聽

從你們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討人喜歡的，總要存心誠實敬畏主。23 無

論作什麼，都要從心裡作，像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24 因你們知道從主那裡必得

著基業為賞賜；你們所事奉的乃是主基督。” 

4:19 

保羅有信心:神必紀念腓立比教會的愛心,報答並祝福他們的需要. 

 

討論問題: 

4. 教會應當如何與宣教士或機構配搭服事, 廣傳福音? 

5. 從保羅和以巴弗提的配搭,我們應如何作好主人,如何作好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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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這裡的眾弟兄都問你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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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眾聖徒都問你們安。在該撒家裡的人特特的問你們安。 

23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裡！ 

4:21-22 

保羅在開始和結尾都不忘記問安,並代身邊的人問收件人安,非常週到,愛心無微不至. 

該撒是羅馬皇帝,“該撒家裡的人”可能指羅馬教會裡的人. 

 

 

新譯本 

腓立比書 4 

凡事知足的秘诀 

10 我在主里大大地喜乐，因为你们现在又再

想起我来；其实你们一向都在想念我，只是

没有机会表示。 11 我并不是因为缺乏才这样

说：我已经学会了，无论在甚么情况之下都

可以知足。 12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

样处富裕；我已经得了秘诀，无论在任何情

况之下，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富裕，

或是缺乏，都可以知足。 13 我靠着那加给我

能力的，凡事都能作。 14 然而，你们一同分

担了我的患难，实在是好的。 

腓立比信徒的馈送 

15 腓立比的弟兄们，你们也知道，在我传福

音的初期，离开马其顿的时候，除了你们以

外，我没有收过任何教会的供给。 16 我在帖

撒罗尼迦的时候，你们还是一而再把我所需

用的送来。 17 我并不求礼物，只求你们的果

子不断增加，归在你们的帐上。 18 你们所送

的我都全数收到了，而且绰绰有余；我已经

足够了，因我从以巴弗提收到你们所送的，

好象馨香之气，是 神所接纳所喜悦的祭

物。 19 我的 神必照他在基督耶稣里荣耀的

丰富，满足你们的一切需要。 20 愿荣耀归给

我们的父 神，直到永远。阿们。 

问候与祝福 

21 问候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同我在一

起的弟兄们问候你们。 22 众圣徒，特别是凯

撒家里的人，都问候你们。 23 愿主耶稣基督

的恩惠与你们同在（“与你们同在”原文作

“与你们的心灵同在”） 

ESV 

Philippians 4 

God's Provision 

10 I rejoiced in the Lord greatly that now at 

length you have revived your concern for me. 

You were indeed concerned for me, but you had 

no opportunity. 11 Not that I am speaking of 

being in need, for I have learned in whatever 

situation I am to be content. 12 I know how to be 

brought low, and I know how to abound. In any 

and every circumstance, I have learned the 

secret of facing plenty and hunger, abundance 

and need. 13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who 

strengthens me. 

14 Yet it was kind of you to share[f] my 

trouble. 15 And you Philippians yourselves know 

tha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gospel, when I left 

Macedonia, no church entered into partnership 

with me in giving and receiving, except you 

only. 16 Even in Thessalonica you sent me help 

for my needs once and again. 17 Not that I seek 

the gift, but I seek the fruit that increases to your 

credit.[g] 18 I have received full payment, and 

more. I am well supplied, having received from 

Epaphroditus the gifts you sent, a fragrant 

offering, a sacrifice acceptable and pleasing to 

God. 19 And my God will supply every need of 

yours according to his riches in glory in Christ 

Jesus. 20 To our God and Father be glory forever 

and ever. Amen. 

Final Greetings 

21 Greet every saint in Christ Jesus. The brothers 

who are with me greet you. 22 All the saints greet 

you, especially those of Caesar's household. 

23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be with 

your spirit.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85%934&version=ESV#fen-ESV-29440f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8%85%934&version=ESV#fen-ESV-29443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