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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利門書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今晚讓我們一起來查考腓利門書。這封書信是使徒保羅寫給

住在歌羅西的一位名叫腓利門的弟兄。保羅同時也寫了歌羅

西書，在歌羅西書四章第七節到第九節提到，有一位你們那

裡的弟兄阿尼西母，會隨同推基古弟兄到你們那邊去。 

在腓利門書中，保羅特別關照腓利門，請求他接納阿尼西

母，待他如同主內的弟兄，即使阿尼西母曾是腓利門的奴

僕，曾經犯了偷竊和逃跑的罪。 

這是保羅監獄書信之一。保羅一方面請求腓利門，以憐憫恩

慈對待阿尼西母；同時也要求他為保羅準備一個住處。因為

保羅正期望從他的第一次監禁中釋放出來。不久之後，保羅

第二次入獄，並為主殉道。 

“為基督耶穌被囚的保羅，” （腓利門書 1：1） 

聖經告訴我們：“所以你們或喫或喝，無論作什麼，都要為

榮耀神而行。”保羅持守著他是耶穌基督的僕人的身份，來



2 of 25 

腓利門書 

作所有的服事。因為他將自己全然奉獻給主耶穌基督，所以

他能將一切的遭遇都看作為主的緣故。保羅從來不把任何逼

迫患難，看作是針對他個人而來。 

我常常想，作為一個基督徒，當我們在服事主的時候，我們

常會為人的反應而感覺受傷或跌倒。因為我們習慣性的認

為，這些反應是對著我個人而來。比如說，在我分享我對耶

穌基督的愛和信心後，人們卻任意地譏笑或批評我。自然

的，我會認定這是對我的人身攻擊。事實上，我們不過是基

督的僕人或代表，這些攻擊或反應實在是對著我們的主而來

的。我認為，這一點我們要特別清楚明白，兔得常獨自承受

那屬於基督的擔子。 

因此，當早期的教會受到打擊，或被逼迫，不准奉耶穌的名

來傳講福音時，信徒反而大大喜樂，因為他們為主遭受苦

難，必在將來接受榮耀。保羅提到他為補足基督的患難而忍

受各種苦楚。 

所以，在這兒他不自稱為“羅馬的囚犯”。羅馬絕對不能囚

禁保羅，也不能夠阻擋聖靈在保羅生命中的工作。“我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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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基督的囚犯”。當你從這個角度來看事情的時候，一切的

經歷遭遇都有了不同的啟示與光照。我心裏明白，這一切都

是為了主，為了祂神聖的名，為了祂的緣故，我就能接受，

並且忍受加在我身上的任何遭遇。 

保羅曾在米利都會見以弗所的長老，懇切說明他如何與弟兄

們一同事奉主。我們必須認定 神是我們的主，我們是服事

祂的。因此一切的事奉都是為著主和祂的榮耀，而我們不過

是祂的僕人。這說明為何保羅自稱為“為基督耶穌被囚的保

羅”。 

“同兄弟提摩太（腓利門書 1：1），” 

在歌羅西書的卷首，保羅也將提摩太的名字，與自己並列。

因為提摩太曾與保羅一起在歌羅西牧會，與歌羅西的信徒們

熟悉。在腓利門書和哥羅西書的卷尾，保羅也都提到馬可，

亞里達古，底馬和路加為他的同工。 

但是，當保羅第二次入獄的時候，保羅寫信告訴提摩太說，

“凡在亞西亞的人都離棄我”（提摩太後書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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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就離棄我”（提摩太後書 4：

10）。 

所以我們可以推論，腓利門書和哥羅西書，這兩封書信是寫

於同一時期。 

“同兄弟提摩太，寫信給我們親愛的同工腓利門，和妹子

亞腓亞，” （腓利門書 1：1－2） 

亞腓亞是一個女性的名字，可能是腓利門的妻子。保羅在卷

首的問候中又提到： 

“並與我們同當兵的亞基布，” （腓利門書 1：2） 

某一些解經的書籍，推測亞基布可能是腓利門的兒子， 

“同當兵的” 

對於傳講福音的信徒們，聖經裡稱呼他們是耶穌的精兵。所

以這兒提到腓利門，亞腓亞和亞基布一家三口。 

“以及在你家的教會，”（腓利門書 1：2） 

保羅另寫了歌羅西書給整個歌羅西教會。在這兒，保羅是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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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在腓利門家裏聚會的弟兄姐妹們。原文作“eklesia”，

意思是在家中聚集的會眾。在早期，教會是沒有教堂建築

的。信徒常在某些家中聚集，就稱為教會。最簡單的教會定

義是，兩三人奉主耶穌的名的聚集，這樣的聚集，在主的眼

中是蒙悅納的。 

“因為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裡就有

我在他們中間。”（馬太福音 18：20）。 

所以我們知道，在腓利門的家裏，是經常進行著教會團契活

動或是查經聚會的。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與你

們。”(腓利門書 1:3) 

這是保羅在信首常用的問安語，“從神和主耶穌基督而賜與

的恩惠和平安”。 

“我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常為你感謝我的神，”（腓利門

書 1：4） 

神所重用的人，一定具備一個特質，就是恆心禱告。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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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保羅各卷書信中看到，保羅如何日以繼夜的為各教會，同

工和信徒們祈禱。因為保羅了解禱告的力量，他的生活就是

一個禱告的生活。當保羅被拘禁在羅馬的麥馬丁監獄，鎖在

一位看守他的獄卒身旁，他仍然藉著禱告，繼續為主作見

證。羅馬毫不能局限他。透過禱告，保羅照常服事他所成立

的眾教會。 

你現在明白了禱告是不受地域限制的。我們通常認為，服事 

神是最重要的。但禱告實在比一般的服事更重要。因為一般

的服事會受到環境的限制或影響；尤其事在監獄中和羅馬兵

栶鎖，但沒有任何事物，能限制我們禱告的力量。 

保羅在這兒提到，他經常為腓利門禱告。而我們知道保羅的

禱告是包括遍佈在亞洲，希臘，耶路撒冷各地的教會，和某

些特定的教會。他周而復始的為各教會裡的弟兄姐妹們作提

名禱告，為他們能在各種逼迫患難中，為主站住而代求。他

的禱告名單一定是非常長而周到。藉著他在監獄中持久有力

的禱告，他繼續為主作工。 

“因聽說你的愛心、並你向主耶穌和眾聖徒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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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利門書 1：5） 

所以腓利門是一位在基督裡蒙受祝福的弟兄。保羅為了腓利

門對主及所有聖徒表現出的信心，而感謝他。下一節聖經提

到的“同有的信心”，是指一種行出來的信心。這種信心是

表現於他在教會裡的各種服事，以及他對會眾和有需要的人

的供應上。 

就如雅各所說的：“必有人說、你有信心、我有行為。你將

你沒有行為的信心指給我看、我便藉著我的行為、將我的信

心指給你看。”（雅各書 2：18）保羅稱讚腓利門對教會無

私的分享，是信心的實踐。 

“同有的”，希臘文作“koinonia”,可翻譯成團契或分

享，特別指將自己有的提供給團體使用，一種無私而且普遍

的分享。從腓利門擁有奴隸看來，他可能相當有錢。他甘心

樂意的分享他的所有，顯示他真實的信心。 

“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

事都是為基督作的。”（腓利門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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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腓利門生活中對基督肢體的愛和分享，基督的生命得到

了彰顯。 

現在保羅進入主題，阿尼西母。我們一起看第七節。 

“兄弟阿、我為你的愛心、大有快樂、大得安慰。因眾聖

徒的心從你得了暢快。”（腓利門書 1：7） 

因為腓利門有見證的生活，顯示出神在他生命裡的建造，使

得保羅滿心喜樂。 

 “我雖然靠著基督能放膽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這有

年紀的保羅、現在又是為基督耶穌被囚的、寧可憑著愛心

求你。”（腓利門書 1：8－9） 

    保羅憑著他使徒的身份，他有吩咐人作事的權柄。但是

保羅卻寧可放棄這個權柄，用婉轉的方式，來懇求對方。 

耶穌曾對他的門徒說，外邦人喜歡行使主權，駕馭別人，也

愛賣弄權柄。但在門徒中，卻不可如此。因為誰願意為首，

就必作你們的僕人。 

所以保羅不用命令的口吻，強迫腓利門遵行。他說：“腓利



9 of 25 

腓利門書 

門啊，我請求你”。這全是基於他所聽說，有關腓利門對信

徒的愛心，而發出的請求。這種基於超凡的愛的請求，是勝

過一切言語的。 

但許多信徒不是以愛為原動力，他們斷章取義的說，聖經提

到我們可以藉著使人害怕來拯救他們。於是，某些傳道人在

每個星期天早晨，認認真真的把聽眾們，吊在地獄可怕的深

淵上，晃來晃去，滿心盼望聽眾會因害怕而信從。其實羅馬

書 2章 4節，清楚明白的告訴我們， 

“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他的恩

慈是領你悔改呢？” (羅馬書 2:4). 

好了，的確有一部分的信徒是因著害怕而信主。但是保羅說

是基督的愛激勵了我，我們是完全沉浸在祂的愛裡面，這是

更好的動力。所以保羅選擇這個更好的動力，本著腓利門心

裡已經有的愛來作這個請求。所以保羅說， 

我雖然靠著基督能放膽吩咐你合宜的事，但我寧可憑著愛

心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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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像我這有年紀的保羅，”（腓利門書 1：9） 

保羅大概是多大年紀呢？在寫這封書信的時候，保羅大約是

在六十歲左右。因為他為基督經歷忍受了各種患難，他的身

體是非常衰弱的，這可從他常提到他肉身的病痛，感受的出

來。所以他稱自己是上了年紀的人。 

“現在又是為基督耶穌被囚的，”（腓利門書 1：9） 

他再次提到自己是耶穌基督的囚犯，不是羅馬的囚犯。 

“就是為我在捆鎖中所生的兒子阿尼西母求你，”（腓利

門書 1：10） 

在希臘原文中，阿尼西母這四個字，是放在句子的最後頭。

或許阿尼西母這個名字，會帶給腓利門一些心理上的刺激。

因為他曾是腓利門的奴隸，卻偷了主人的錢財，並且逃跑

了。我們自己設身處地的替腓利門想想，假設有一位住在家

裡，是我們完全信任，共同生活的人，忽然偷了錢逃跑了，

我們可能再聽到他的名字時，心裡也不好過。 

曾經有位住在我家附近的老人，他有點事，要我們幫一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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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忙。我們當時動了憐憫心，為他準備住處，供應他三餐，

照顧他，還給他錢。有一天，當我們回到家的時候，發現他

偷了我整套的電動工具，跑走了。接下來的幾個月，你要是

跟我一提他的名字，我的火就來了。想想看，在那氣頭兒

上，卻有人要我以愛心來接納他。 

我得再強調，那套電動工具，對我具有非常特別的意義。那

是我哥哥遭遇空難死後，留給我的紀念品。我一直喜歡作些

木工，也喜歡各種工具，但我自己是買不起的。所以你可以

想像，當我得到這套工具時，那種珍惜的心情。好了，現在

這位我們一向以恩慈對待的傢伙，居然恩將仇報，做出這種

事來。 

所以，也許腓利門一聽到阿尼西母的名字，會有個同樣的反

應，“好啊，總算讓我給逮住了！”保羅細心的在提阿尼西

母之前，加上“我在捆鎖中所生的兒子”幾個字，來說明這

個人是經過改變的，所有的生命，一旦經歷了基督的大能，

一定會起變化的。保羅接著說到阿尼西母的生命有了改變，

是保羅在捆鎖中所生的兒子， 



12 of 25 

腓利門書 

“他從前與你沒有益處，但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腓

利門書 1：11） 

現在我為這位年輕人懇求，我知道他以前的情形，但他真的

變了，他現在對你，或是對我，都是一個好幫手。 

“我現在打發他親自回你那裡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腓利門書 1：12） 

他是我心裡疼愛的，如同我的肢體。 

“我本來有意將他留下，在我為福音所受的捆鎖中替你伺

候我。”（腓利門書 1：13） 

腓利門啊，我知道你有心來幫忙，尤其當我身處牢獄之中。

保羅是被鎖銬在監視他的獄卒身上。但他仍然藉著四周的人

和同工們，積極的為主作工。有時是托他們代筆寫信，有時

是請他們作各種跑腿打雜的工作。阿尼西母像是代替腓利

門，在監獄中幫保羅許多的忙。 

阿尼西母是一個奴隸，當然有許多悲慘的經歷。當人將他的

同類視為奴隸時，真是一件最恐怖，最殘忍的事。我對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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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奴役的人，深感同情。人對人的欺壓虐待，實在是非常惡

劣的。 

在羅馬帝國時代，奴隸制度是非常是慘無人道的。當保羅寫

這封書信時，羅馬帝國約有六千萬奴隸。執政者總擔心，這

六千萬人會聯合起來造反。所以，奴隸若有任何一點不服

從，比如說，試著逃跑吧，他們就用最嚴厲的方式，來懲罰

他。為了收到警惕的效果，逃奴通常是被處死的，最輕的刑

罰，是在額頭上用烙鐵，烙上一個標記，永遠顯示他逃奴的

身份及羞辱。 

一個奴隸是完全沒有任何權利的，他不能擁有東西，當他受

刑罰，被剝奪時，他是完全無處申訴的。沒有任何法令來保

護奴隸，因此，主人對他的奴僕，掌有絕對的生殺大權。主

人可隨時處死一個奴隸，而不需要任何理由，或者負任何責

任。奴隸常常被交到，以虐待人為樂的管家手中，備受各種

折磨。他們實在是活在人間的煉獄裡。但是，在保羅的以弗

所書中，對於作主人的，乃是要求他們以恩慈和愛心來對待

奴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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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現在對腓利門作一項人權的訴求。腓利門大可以處死阿

尼西母，或在他額頭上烙印。但是保羅說，我要求你能接納

他。保羅本來可以留著阿尼西母在他的身邊，代表腓利門為

福音工作效勞。但是保羅特別寫這封信，來徵求腓利門的認

可，一個完全出於甘心樂意的認可，而不僅僅是出於工作上

的需要。 

神從來不要我們基於需要或勉強，來服事他，或作任何形式

的奉獻。 神不會對人搞壓力戰的，人倒是喜歡這一套。我

曾經收到一封充滿壓迫口吻的信，是由一群急進福音宣傳者

發出，試著要我相信我們的 神，現在正面臨破產邊緣，為

了解決這個危機，他們建議我馬上到銀行提出多少錢，若是

不夠，用借的也行，得用最快的方式，寄到他們指定的地

址，因為 神上個月不小心，又超支了。壓力真大啊！ 

保羅說，我不要從你那邊接受任何東西，如果你給的時候，

是出於一種我必需做的心理，或在人施加的壓力或權謀下，

勉強的給。所以保羅在這裡，問腓利門，是否能樂意的接納

阿尼西母為弟兄，並且將他奉獻給 神，來幫助各種福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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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所以保羅在哥羅西書中提到， 神喜歡一種存著歡喜之

心的敬拜與奉獻。希臘文中，hilarious, 這個字就是形容

一種歡喜的情不自禁的感受。所以，你願意給 神，就歡歡

喜喜的給，假使你還無法做到，就安安心心的留著。 神寧

可你留著，也不要看你咬牙切齒，給的心不甘情不願。 

我現在也懂了，為什麼不要勉強人，做他不願意的事。因為

曾經有些人給了我一些東西，之後聽到他們在背後三言兩

語，抱怨不斷。我就把東西還給他們，說明我實在不需要這

個，請他們留下自用吧！你真不希望聽到人的埋怨，若是他

們的給，是本乎他們愛你，那真棒。否則真的不需要多此一

舉。 

所以我還給一位弟兄，他所奉獻的夏威夷的房子，因為我不

想使用任何物件，假使對方給後又心中懊悔。 神也是如

此。 

若是你想事奉 神，就開開心心，甘心樂意的事奉。若是你

想給 神任何形式的奉獻，就開開心心，甘心樂意的給。否

則不如不做，因為你一旦心中後悔，或開始抱怨，在 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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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裡，這個奉獻是毫無價值的，你最好還是自己留著的好。 

保羅說，我真想留下阿尼西母，他實在是我的好幫手。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願意這樣行、叫你的善行不

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腓利門書 1:14) 

我希望你是心甘情願，並且完全是基於你的愛心。 

“他暫時離開你、或者是叫你永遠得著他。” (腓利門書

1:15) 

神在我們失望沮喪時，仍然繼續祂神奇的建造工作，這是我

們常常難以了解的。當阿尼西母偷錢逃跑時，腓利門定然是

非常生氣的。他可能會問 神，為什麼 神允許他佔我的便

宜，還安然逃走？為什麼 神容許這事發生在我身上？ 

但是保羅說，你真的不明白，也許這是 神救恩計畫的一部

分，阿尼西母因此能夠聽到耶穌基督的福音。也許因著這短

暫的分別，是要叫你永遠的得著他。阿尼西母是到了羅馬，

才認識耶穌基督。現在，他是你在基督裡，永遠的弟兄了。

所以，你雖然曾經暫時失去了他，現在卻永遠的得著一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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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弟兄。 

有意思的是，在嬉皮反文化革命浪潮中，成千上萬的年輕人

離家出走。父母們為了離家的子女，生氣難過。奇妙的是，

許多人在這個尋求過程裡，發現耶穌基督是一切關乎生命的

答案。這群父母們，同樣的經歷到這句話，雖然暫時失去，

但是 神在他們的心裡作工，等到他們重回父母身邊時，一

家人成為主內永遠的弟兄或姊妹。 

有的時候，是丈夫或妻子離開了家，帶給家人極大的悲哀和

傷痛。但是，你不知道 神正在進行何等的工作。或許在數

個月後， 神改變了他們的生命，並照著祂純全可喜的旨

意，重新建立這個家。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學習，在凡事上仰望我們的主，讓主在

凡事上居首位。我的生命是屬於主的，我身邊發生的一切

事，都由祂主宰安排。所以，我不需要焦急憤怒，我祇求 

神照著祂的計畫，成全祂的旨意。我們可以對 神，做一個

交托的禱告，“我的主啊，你是掌管一切的，我現在雖然不

明白，但我以信心仰望你。”這正是信心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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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我非等到，我親眼看見了，頭腦裡也想明白了，我才相

信 神，這不是信心，也不需要信心。真正的信心，是當你

身處逆境時，內心平靜安息，滿有把握。 

往往在人的眼裡，一切情形，都不順心如意，就如雅各說: 

“這些事都歸到我身上了。”（創世記 42：36）他為什麼

會這麼哭喊呢？正因為他沒有辦法看到事情的全貌。他認為

一切事情都對他不利，事實上並非如此。相反的，在他一生

當中，最歡樂的時光，即將來到，那位埃及大官，似乎是又

苛刻又刁鑽，其實正是他想念多年的愛子約瑟。他馬上就要

知道，約瑟還活著，而且他能再度緊緊的擁抱他。但是他在

見到全局之前，他憑著眼前的片斷資料，心裡不禁悲傷沮

喪，發出怨言。 

我們不是也常常如此嗎？抱怨事事不稱心。其實我們那能說

“事事”呢？你就是不知道所有的過程和結局，你也不曉得 

神的作為。讓我們學習耐心的等候，全然信任祂，並在祂裡

面，享受安息，讓主照祂的心意時間來完成大事。你會發現

他的計畫，是遠遠超過任何人的智謀，當你學習著全然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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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時，祂會在你週遭的人和你自己的心中，栽種建造那永恆

的生命。讓我們學著在任何情況下，尤其在逆境之中，單純

的交托仰望主。 

依照阿尼西母逃亡事件的結果來看，保羅的推論是相當合理

的。阿尼西母在基督裡，成為腓利門永遠的弟兄了。不但如

此，他過去並不是有益於人的，但現在他成為福音事工中，

得力的幫手。 

“不再是奴僕” (腓利門書 1:16)， 

羅要求腓利門釋放他，不再為奴僕。 

“乃是高過奴僕”(腓利門書 1:16)， 

我希望你接納他就如同他， 

“是親愛的兄弟，在我實在是如此，何況在你呢。這也不

拘是按肉體說，是按主說”， 

保羅是要求一個完全的寬恕，使他脫離奴僕的地位，成為主

內親愛的弟兄。 

“你若以我為同伴，”(腓利門書 1:17) 



20 of 25 

腓利門書 

作為同工，我希望你， 

“就收納他、如同收納我一樣。”(腓利門書 1:17) 

請你無論對他或對我，都有同等的親切與愛，不帶任何的區

別。 

“他若虧負你，或欠你甚麼，都歸在我的賬上；”(腓利門

書 1:18) 

請你問我要賠償， 

“我必償還，這是我保羅親筆寫的。”(腓利門書 1:19) 

保羅在此為阿尼西母擔保，若是腓利門照著保羅的要求，釋

放阿尼西母，接納他為弟兄，甚至將他視同保羅一般，成為

同工；保羅保証賠償一切損失，並為阿尼西母負一切的責

任。也就是做他的中保。 

聖經裡說，耶穌是我們的中保，“凡靠著他進到 神面前

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為他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

求”(希伯來書 7:25)。 

以賽亞預言他為罪人求赦免，做擔保。在羅馬書第 8章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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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保羅說：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裡

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耶穌過去不曾定罪人，現在也不會，將來同樣不會定罪人。 

耶穌說：“因為 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

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約翰福音 3章 17 節) 

耶穌來，並不是為了定你我的罪，而是成為我們的中保。

“天父，請你接納他們成為你的子女，因他們的罪已得贖，

請你悅納他們，如同你悅納我一般”。與 神同在高天，共

享榮耀。將父神的祝福，恩典和美好的性情，賜給我們這些

完全不配的人。而耶穌願意替我們承擔全部的責任，付上最

高的代價。 

所以我所有的罪性和罪行，都可由他償還承擔， 神要耶穌

為我們全體的不義不潔付代價。“假使他們欠你錢，告訴

我，我來付”。耶穌付清一切虧欠。“我全然屬祂”。我真

愛那首歌的最後一句，“當我站立在祂寶座前，耶穌代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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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靈魂得救，我口不斷稱頌，因耶穌付清我贖價，我全然

屬祂”。我的罪，即使赤若硃紅，祂也能為我洗淨，潔白似

雪。 

祂是我們的中保，也要帶領我們一同進入那永遠的國度，同

享榮耀。讓我們把所有的罪和虧欠，都交托給祂，由祂負

責。 

所以保羅說，這是我親筆寫的，我會付清一切。 

“我並不用對你說、連你自己也是虧欠於我。” (腓利門

書 1:19) 

顯然的，腓利門是保羅帶領，才認識主的。保羅曾有機會，

對他傳講耶穌基督，這美好的福音，使腓利門得到了永生，

在基督裡成為新造。若不經過保羅，這個神所重用的器皿，

腓利門也沒有這個新生命。所以，保羅提醒他，我會為阿尼

西母付清一切欠款，但請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欠我不少，可

以說你的生命，都是我給的。 

“兄弟阿、望你使我在主裡因你得快樂。並望你使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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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得暢快。” (腓利門書 1:20) 

在原文裡，保羅的快樂是用一個，我們不常用的說法來形

容，直接翻譯是，“使我肚腹清爽舒暢”。這是由於保羅當

時的文化和觀念而來，當時的人，認為人最深的感情，是發

自肚腹，而不是來自腦部。這或許也有些道理。 

當我們深感痛苦時，我們的胃腸深處，會很難受，而頭部沒

有這種特別的感覺。當你極為興奮時，這個高興，也是影響

你的腹部深處，他們稱之“肚腹”。所以我們聽過這種說

法，像是腹中的感情，或腹中的憐憫等等。保羅在此用這個

方式，來形容他這快樂，是超乎一切，而且是發自最深處的

喜樂。 

你是不是也有同樣的經驗，當情緒非常激動時，你得抱著肚

子？有時候我們笑的厲害，笑的肚子都疼。頭倒是不痛，但

肚子絕對有反應。所以他們稱腹部是感情的中樞。但這種形

容法，因為不太文雅，所以漸漸不用了，在我們現代人看到

了，一時不習慣，也不太能理解。現在我們知道，保羅講的

是一種非常深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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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信給你、深信你必順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過於

我所說的。”(腓利門書 1:21) 

這種語氣，我們稱之為假定語。你大概有經驗，領教一些銷

售員的高招，假想現在有個小女孩，站在你琳瑯滿目的攤位

前，她有點想買條手巾，但是還沒決定，你乘著她正看著手

巾的當兒，趕緊介紹價錢品質。接著說，妳要買那個顏色

啊？這就是假定語。我先假定她已經要買手巾，就建議她選

顏色。這是一種假定語。 

所以保羅用這個假定語氣，表示他對腓利門充滿了信心，他

相信腓利門不但會照著保羅的心意做，甚至會過於他所要求

的。到此，保羅交待完了有關阿尼西母的事情。 

接著是這封信的結尾， 

“此外你還要給我預備住處、因為我盼望藉著你們的禱

告、必蒙恩到你們那裡去。”( 腓利門書 1:22) 

請你替我預備房間，因為我即將蒙 神的恩典，得以出獄。 

“為基督耶穌與我同坐監的以巴弗問你安。與我同工的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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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亞里達古、底馬、路加、也都問你安。願我們主耶穌

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裡。阿們。” (腓利門書 1：23-25) 

這封寫給腓利門弟兄個人的信，結束於保羅親切的聯名問安

中。這個結束問安，與歌羅西書的結尾，相當類似。 

親愛的天父，我們深深的感恩，因為我們有耶穌基督，這位

升上高天的大祭司，做我們的中保，為我們代求。感謝主，

因為你願意為我們負全責，在父神面前代表我們。我們愛

你，也感謝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主啊！我們更要為將來你

要完成的工作而感謝你。在那日，你將以極歡樂的心情，將

我們無瑕疵，無玷污的呈獻給榮耀的父。哦，主啊！你真是

如此的恩待我們。獻上我們的感謝。阿門。 

求 神與你同在，並豐豐富富得到祂的祝福。願你與主同行

的經歷，穩定增長。願 神的恩典借著你週遭的各種事物，

來顯明祂對你的愛，以及聖靈的工作。無論是堅固你，引導

你，幫助你，或是在你內心深處，作祂那純全可喜的工作。

禱告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