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利門書》讀經課程
【宗旨】熟悉並掌握《腓利門書》論及以基督超越一切的愛，應用於教會生活，而實行彼此饒恕、彼
此接納，彼此相愛、彼此包容。
課程
主題和重點
讀經
1.
《腓利門書綜覽》──超越一切的愛
門一 16～17
附錄 腓立門和阿尼西母是誰
2. 《腓利門書第一章》──愛心的請求
門一 1～25

【主要參考資料】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瑪波羅教會每日讀經網站(2008～2014)
黃迦勒《查經資料》網站
信望愛信仰與聖經資源中心
倪柝聲《倪柝聲弟兄文集》和《曠野的筵席》
摩根 (Campbell Morgan) 《解經叢書》(Morgan's Expository Series) 和《靈修亮光叢書》(An
Exposition of the Whole Bible)
邁爾 (F. B. Meyer)《珍貴的片刻》(Our Daily Homily)
宣信 (A. B. Simpson) (The Christ in the Bible Commentary)
史考基(W. Graham Scroggie ) (Studies in Philemon)
莫利(H. C. G. Moule ) (Colossians and Philemon Studies)
艾朗賽(H. A. Ironside)( Colossians)
《司可福函授聖經課程 》(SCOFIIELD STUDY BIIBLE COURSE) 和《司可福聖經問答 》
江守道《基督是一切》(Seeing Christ in the New Testament)
陳希曾《腓利門書剪影》
巴斯德(Baxter. J. Sidlow)《 聖經查經課程》 (Explore the Book)
張伯琦《新舊約聖經原文編號逐字中譯(讀經工具書)》和《字典彙編》
羅 伯 遜 (Archibald T. Robertson) 《 活 泉 新約 希 臘 文 解經 》 (第 八 卷 ) (LIVING SPRING
GREEK NEW TESTAMENT EXEGETICAL NOTES
文森特 (M. Vincent)《新約字句硏究》(Word Studies in the New Testament)

【《腓利門書》大綱】
主題
經節
分段
重點

1～7
保羅的讚賞
腓利門的愛心

請求在愛裡的接納
8～17
18～20
保羅的請求
保羅的盼望
對阿尼西母的接納
對虧欠的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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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
保羅的確信
對順服的肯定

第一課【《腓利門書》綜覽】──超越一切的愛
【宗旨】本書藉著從保羅為腓利門的感恩與禱告，感受聖徒之間的交通和友愛；並且從保羅為阿尼西
母的求情，體會肢體之間的那份捨己、接納的愛，這愛能勾消彼此間一切的虧欠，並超越人間所有的區
別。
【背景】按《腓利門書》第 23 節說：「為基督耶穌與我同坐監的以巴弗問你安」。比較《歌羅西書》
西四章 10 節──「與我一同坐監的亞里達古問你們安。巴拿巴的表弟馬可也問你們安」。可見本書一
如《歌羅西書》，都是保羅在羅馬坐監之時寫的，大約是在主後 61 至 63 年左右。又按西四 7，9，17
節的記載，可知本書大概是由推基古作送信人，本書中所提的阿尼西母，也是歌羅西地方的人，而本書
中的亞基布（門 2），大概就是歌羅西教會傳道人之一。
本書是因阿尼西母這人寫的，「阿尼西母」意為「有益處」，原本是腓利門家中的奴僕（門 16，西四
9），可能因偷了主人的財物（門 11，19）而潛逃到遙遠的羅馬，在神主宰的安排下遇見了保羅，蒙他
帶領信了主，有了奇妙的改變，忠誠伺候在捆鎖中的保羅，成了保羅心上的人（門 10～13 節）。保羅
本有意將他留下，但覺得應該打發他回腓利門那裡。只是按照當時羅馬的法律，奴僕若因犯事出走，必
受嚴刑處罰，生死權全操在主人手中，即或犯了小過失，也可能被鞭打，或切斷手腳，甚至釘死十字架
或被野獸喫掉。所以保羅寫了此信，請求腓利門收納他，好像收納保羅自己一樣（門 15～17 節）。
【本書的重要性】
(一)《腓利門書》是一封充滿感情和基督之愛的私人信函。本書僅一章共 25 節，希臘原文只有 335 字，
中文譯本連帶標點符號一共 679 字，為保羅所寫的書信中最短的一卷。本書信的主要內容是保羅
為一個現在已成為弟兄的逃奴阿尼西母向他昔日肉身的主人，今天也是弟兄的腓利門代求，使他
被接納。這封書信顯示神超越的生命和神聖的愛，超越一切的虧缺和區別，使人能與神和好，成
為神的家人。當神的愛及救恩改變一個聖徒的生命時，無論他原來的社會地位怎樣，都成了基督
身體的一部分，能與其他的肢體在平等的地位上彼此相交。因此，任何人若想要知道神聖的愛和
赦免之恩如何超越了一切的虧缺和區別，而使所有在基督身體裡的肢體彼此饒恕、接納、包容，
就必須讀本書。
(二)本書是保羅感人肺腑的私函，是講家務事的一封私函，而且是有關家中逃奴的事，卻在聖經中佔了
一席之地，只因其中原則可應用到教會的生活中。並且這封簡短的私函不知道感動了多少聖徒。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說：「這封書信為基督徒的愛竖立了一個尊貴無比的榜樣。」因本書表
現的愛心、智慧、豐富靈命、主僕之間、朋友之間、神僕與聖徒之間種種關係的真理，實在是最
具體而實用的教訓。聖靈藉著保羅寫了這卷簡短的書信，不是要用高深的真理造就聖徒，而是要
作為一種具體的實例，使眾教會可以從其中得著造就和啟示。因此，任何人若想要知道如何以愛
的行動，而實踐聖徒之間的交通和共同的生活，就必須讀本書。
【如何研讀《腓利門書》？】先將本書從頭至尾讀覽一遍 (共 25 節，大約 3 分鐘)；並且讀時，請注
意保羅如何在愛中為阿尼西母請求，並將自己設身處地放在腓利門的地位上，如何接納、包容、饒恕阿
尼西母。同時，為了加深對本書內容有總體的瞭解，學習熟練地掌握下列五個問題及其答案。對這些問
題，可參考本課的資料，來對照自己所瞭解的程度。
(一) 這封短信的主旨和大綱是什麼？
(二) 腓利門是誰？保羅為什麼要寫這封短信給他？
(三) 阿尼西母是誰？保羅為他求情的理由？
(四) 阿尼西母重生得救之後如何有明顯的改變？今日我們是否像阿尼西母那樣，有「從前」與「如今」
的明顯改變？
(五) 歸納(1)保羅與腓利門之間的關係，(2)保羅與阿尼西母之間的關係，和(3)阿尼西與腓利門之間
的關係。這對我們過教會生活有什麽重要的啟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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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鑰節】「不再是奴僕，乃是高過奴僕，是親愛的兄弟。你若以我為同伴、就收納他、如同收納
我一樣。」(門 16～17) 保羅寫本書的動機，是因阿尼西母在主裏成為親愛的弟兄，因此他懇求腓利門
能夠接納阿尼西母。正如腓利門因為保羅而接納阿尼西母；神也因為基督我們所做的，而接納我們。
【本書鑰字】本章主題講到「親愛的兄弟」，而說出神超越一切的愛能使一個「奴僕」變為「弟兄」。
當時的羅馬帝國非常盛行奴隸制度，保羅沒有譴責、也沒有寬容奴隸制度。但是他藉著福音改變社會制
度裡的人。阿尼西母被保羅稱呼為「我在捆鎖中所生的兒子」(10 節)、「我心上的人」(12 節)、「親
愛的兄弟」(16 節) 、「親愛忠心的兄弟」（西四 9），對於一個奴隸，這是何等不配的稱呼，但因著
基督的愛，使這一切都變為可能。此外，腓利門在收到保羅的信以後，不但饒恕了阿尼西母，並且接納
阿尼西母如同在基督裡「親愛的兄弟」，也不再待阿尼西母如同奴僕。在我們周圍是否也有許多阿尼
西母正等待我們以基督的愛去改變他們、接納他們、幫助他們呢﹖
【本書簡介】本書主要信息是論到保羅憑著愛心，為奴僕阿尼西母求情，懇求主人腓利門收留和善待
他。本書表明在基督裡蒙拯救的肢體，都被接納為親愛的弟兄，能在平等的地位上彼此接納和相交。
【本書大綱】本書僅根據內容要義，可分為四段如下：
（一）引言(1～3)；
（二）保羅為腓利門的感恩與禱告(4～7)；
（三）保羅為阿尼西母的請求與盼望(8～22)；
（四）問安與祝福 (23～25)。
【本書特點】
（一） 《腓利門書》與《歌羅西書》兩書的內容很有關連。這兩封信是保羅在同一時間寫的，也是同
時託同樣的人送達去歌羅西的，除了—個例外，這兩封信中問安的人甚至也幾乎完全雷同(門
23～24，比較羅四10～14)。因此有人說：《腓利門書》是《歌羅西書》的註腳，《歌羅西書》
是論真理，《腓利門書》是論實行。《歌羅西書》啟示基督是教會的元首，教會是基督的身體，
是新人，在此並不分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倘若肢體間有嫌隙、
總要彼此包容、饒恕(西三10～14)。本書給我們看見，腓利門需為基督的緣故饒恕、接納曾虧
欠他的阿尼西母，而且不再看他為奴僕，乃視他為親愛的弟兄(6，16節)。可見《歌羅西書》
所擺出的彼此饒恕彼此包容、饒恕原則，本書將之應用。
（二） 《腓利門書》是排列在三提書之後。三提書論到在末世危險的日子中，如何持守耶穌基督的見
證，其中最要緊的元素就是愛：「命令的總歸就是愛」（提前一5）；末世的一大危機就是失
去了純正的愛：「因為那時人要專愛自己、貪愛錢財……愛宴樂不愛神」（提後三2，4原文）。
人在愛心上墮落了，就落到不敬虔和混亂的光景中，所以愛是在末世維持主見證的關鍵要素。
腓利門書就是給我們看見肢體間那份捨己、接納的愛，這愛能勾消彼此間一切的虧欠，並超越
人間所有的區別。保羅本可用權柄吩咐腓利門行合宜的事。然而他卻以一顆溫柔的心，來請求
他寬恕且接納偷了東西而又逃走的奴僕阿尼西母，這樣的態度就是那份奇妙之愛的明證！
（三） 本書是一封充滿感情和基督之愛的私人信函，充分流露保羅的溫柔、謙卑和慈愛。保羅沒有以
使徒的身分自居，或以這地位來吩咐腓利門，反而在愛中請求：「然而像我有年紀的保羅，現
在又是為基督耶穌被囚的，寧可憑著愛心求你(8～9)」。難怪這本書被許多人所寶愛，對它的
評價很高。正如芬尼所說：「這短信的每一行每一句，都表現出保羅的個性，再沒有一封信是
這樣的」。加爾文說：「很少有其他的書信，能更活生生地描述保羅溫和的靈」。馬丁路德更
是說：「這封書信顯示了基督徒公義、高貴和愛的榜樣」。
（四） 本書信的文筆和結構也很優美。保羅先稱讚腓利門的長處，後說出自己對阿尼西母的看重，再
帶出直接請求，最後肯定自己對腓利門的信心和盼望。所以有人說它是保羅用「最精巧的機智、
最溫文的禮貌、最情感的聰敏」寫成的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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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書信充滿了基督徒之間的交通和友愛──這封書信雖短，卻提到十一個人的姓名，一開始五
位，而結尾五位，主要人物「阿尼西母」在中間。保羅稱呼他們為：所親愛的同工(1節)，同
當兵的(2節)，同有的信心(6節)，我心上的人 (12節) ，同伴(17節)，同坐監的(23節)；這些
稱呼充分表現出基督徒之間的交通和共同的生活，不但同有信心、同工、同伴，甚至也同坐監。
（六） 本卷書信處理了奴隸制度的弟兄關係，在一個新創造中的平等地位(林前一26～30)。十字架把
全人類拉到零點，都是弟兄(太廿三8)，彼此相愛，寬容，並不處死逃跑的奴隸。也不因為是
弟兄而不作奴隸，乃順服肉身的主人(林前七20～24)。
【默想】「腓利門書的價值極大：個人的——可見保羅的品格。倫理的——公義正義的感覺。先見
的——神隱藏的引導，在背後主持一切。實行的——將最高的原則應用在日常生活小事上。福音的—
—鼓勵傳道給墮落最深、最下的。社會的——可見不合基督的奴隸制度。屬靈的——阿尼西母即我們
的代表。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說：『基督代我們求父，如保羅代求腓利門，我們都是耶穌的阿尼
西母。』」──史考基
【禱告】親愛的天父，讚美感謝祢，賜給我們《腓利門書》！通過這本書，讓我們看見，祢神聖的愛
和赦免之恩如何超越了我們一切的虧缺和區別。主啊，我們承認自己從前如阿尼西母，都是無用、不
堪、不配之人。因為袮的愛，我們願意成為生命改變的阿尼西母，而成為袮和眾肢體的心上人。奉我
們主耶穌寶貝的名。阿們。
【詩歌】【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變】(《聖徒詩歌》205 首第 1，5 節)
一 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變，自基督來住在我心；
神榮耀的光輝，照耀在我魂間，自基督來住在我心。
（副）自基督來住在我心，自基督來住在我心；
喜樂潮溢我魂，如海濤之滾滾，自基督來住在我心。
五 往日事都已過，永不再戀舊途，自基督來住在我心；
那有福的盼望， 吸引我奔義路，自基督來住在我心。
視聽――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變～churchinmarlboro
這首福音詩歌，是傳福音的人最喜歡用的一首詩歌。因為基督來住在我們的心，我們的生命就有奇妙的
大改變。作者麥克但以理(Rufus Henry McDaniel，1850 ～ 1940)，他 19 歲時開始講道，然後 23 歲時開
始牧會在南俄州。1914 年，他最心愛的幼兒夭折，令他十分哀痛，但神的話語安慰了他，他再次在神
前獻身，並寫了這首詩歌。跟隨他的兒子早逝，他寫下這句話來提醒自己和他人，即使遭遇不幸，信心，
盼望和喜樂的重要性，「『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這是我最喜歡的讚美詩，是談到當基
督成為我們的救主，我們就成為一個新造的人。我喜歡這歌詞的見證，並享受輕快的旋律。」
神將無色、無臭、無味的氫和氧與黑色無味的碳素變成了白色甜味的糖。神將一把砂土放在地的深處，
以高熱及高壓之下，使其變成美麗的紅瑪瑙。神將一把粘土放在地的深處，以高熱及高壓，使其變成美
麗高貴的紫水晶。神將一把碳素放在地的深處，以高熱及高壓使其變成光華奪目的金剛鑽。神能使醜陋
的變成美麗的，低賤的變成高貴的，沒有什麼價值的變成極有價值的。
照樣，神也能使我們的人生發生奇妙的改變。主耶穌在地上時，曾行過水變成酒的神蹟。這個神蹟就是
說出，祂能改變人生。凡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的，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這生命一進到人的裏
面，就能使人生發生奇妙的改變，邪惡的人生變成良善的人生，黑暗的人生變成光明的人生，愁苦的人
生變成喜樂的人生，虛空的人生變成滿足的人生，無望的人生變成滿有榮耀盼望的人生。
【腓利門是誰】
腓利門(Philemon)名字的意思是「友誼」，是從希臘文的 Phileo 意即「朋友之情」一字轉來。他對待有
恩於他的保羅，或對待曾虧欠他的阿尼西母，都顯出神的愛、朋友之情。從本書看出腓利門是歌羅西教
會負責弟兄之一，所以保羅稱他為親愛的同工(1 節)，而教會就在他的家裏聚會(2 節下)；並且他對於
患難中的弟兄們，樂善好施，愛心可嘉(5～7 節)。他家中有奴僕，他的家庭經濟顯為十分寬裕富足。
書中第 22 節保羅吩咐他要為保羅預備住處，可見他必定常常接持主的僕人。在本書保羅稱亞腓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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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子」(2 節上)，多數解經家相信她是腓利門的妻子；保羅稱亞基布則為「與我們同當兵的」(2 節
中)，多數解經家相信他是腓利門的兒子，也是為主作工的人(西四 17)。
據教會傳統說法，他照著保羅的吩咐，收納阿尼西母，不再看他是逃跑的奴隸，乃是「親愛的兄弟」
(16 節)。傳說他後來因尼祿皇的事件發生，就為主殉道了。
【阿尼西母是誰】
阿尼西母(Onesimus)名字的意思是「有益處的」。保羅有三個屬靈的兒子，即提摩太、提多和阿尼西母。
多數解經家相信他是到保羅所租的房子中聽道(徒廿八 16，30)，以後信了主之後，在行為上有了很大
的轉變，並且盡力地服事保羅，所以保羅非常愛他，稱他為「在捆鎖中所生的兒子」(10 節)。因此，
保羅甚至有意把阿尼西母留下來服事他(13 節)。保羅曾打發阿尼西母和推基古一同到歌羅西去，稱他
為「親愛忠心的兄弟」(西四 9)。相信腓利門書是他兩人帶去的，同時也把腓利門書帶給腓利門。
【阿尼西母的改變】
阿尼西母先前對腓利門是無益的。他雖然是腓利門的奴僕，卻不是忠心的僕人，他偷了主人的財物而逃
走，可見他有貪心、不誠實，是不可信託的人；但這是他以往沒歸信基督之前的情形，現今他已經改變
了。使他改變的是基督的救恩，見證他確已大大改變了的是使徒保羅。一個人的以往無論怎樣敗壞，但
若已經悔改信主，重生得救，別人就不該存著成見還把他看作是壞人。既然阿尼西母確已悔改信主，有
使徒保羅可以作見證，判定他的信主是真誠的。這樣，難道主已經收納、饒恕了的人，腓利門還不肯收
納、不肯饒恕嗎？所以保羅以阿尼西母的改變為理由，實在使腓利門無法拒絕他的代求。注意 11 節中
的「從前」和「如今」，是一個明顯的比較，表現出阿尼西母的改變。未信主之前的阿尼西母，是與人
無益的人。每一個活在罪中的人，也都是對別人沒有益處的，所到之處都增加人的負累，令人煩惱，因
為沒有基督生命的人，常常只顧自己，不顧別人，結果總是使人受損。但阿尼西母重生得救之後，保羅
稱讚他說：「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不但對他原來的主人有益，必定會忠心盡他作僕人的本分，而且
對在監獄中的保羅也有益；這不但是因他敬愛伺候保羅，也因他生命的改變，和信主以後的長進，使保
羅在捆鎖中大得安慰。有基督在心中作主的人，不論以往怎樣敗壞，現今卻都能成為人的益處。今日聖
徒應當自問是否像阿尼西母那樣，「從前」與「如今」有明顯的改變？是否能使人感覺到你是他所需要
的，不是他所避忌的？基督徒應當使周圍的人感到我們是對他們有益的、有用的。
【阿尼西母的下文】
約在第一世紀轉入第二世紀之間，殉道者中有一位偉大的教父伊格那丟(Ignatius)；他由安提阿被押往
羅馬受刑。他在旅途中曾分別寫信給小亞西亞諸教會──其中有些至今仍然存留 。他停在士每拿的時
候，寫信給以弗所教會。他在第一章寫許多關於他們的一位頗具美名的監督。那麼，這位監督是誰呢？
他就是阿尼西母；伊格那丟像保羅一模一樣，在信中用了雙關的諧語──他是名實相符的阿尼西母(有
益的人)；而他的本性也是，因他對基督有用。一個逃跑的奴隸，經過一段年日，成了教會中受人尊敬
的監督。雖然簡短並屬於私人性質，很可能由於他堅持要將這封信列入書信彙集。阿尼西母用這封信告
訴世人他曾是逃跑的奴隸，而他得以保全生命要感激耶穌基督和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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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腓利門書第一章》──愛心的請求
【讀經】門一 1～25。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本書藉著保羅愛心的請求，讓我們看見──
（一）保羅高貴的品格和真情的流露；
（二）與神和與人的正確和平衡的關係，是建立在愛與公義之上；
（三）神主宰的安排，超乎一切事件之上；
（四）將最高的啟示(尤其是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應用於聖徒之間的交通和共同的生活；
（五）神恩典的福音乃是尋找並拯救最低微者；
（六）以在基督裡被接納為處理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原則；
（七）我們的得救的改變應與阿尼西母相似。
【主題】《腓利門書》主題強調：(1)保羅為腓利門感恩和禱告(1～7 節)；和(2)保羅為阿尼西母求情
(8～25 節)。
【特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保羅動之以情，曉之以義、訴之以理，請求腓利門饒恕並接納阿尼西母：
(一)保羅的態度──(1)以祝福代替責難(1～3 節)；(2)以讚賞代替責償(4～5 節)；(3)以信心代替猜
疑(6 節)；(4)以愛心代替吩咐(7～9 節)；(5)以請求代替要求(10～14 節)；(6)以神旨代替壞事
(15～17 節)；(7)以償還代替虧負(18～19 節)；(8)以鼓舞代替施壓(20～22 節)；(9)以問安代替
客套(23～25 節)。保羅的個品格和真情，在此表露無遺。論到保羅，正如芬尼所說：「這小書的
每一行每一句，都表現出保羅的性格，再沒有一本書是這樣的」。加爾文說：「雖然保羅所論到
的題目層次較低，然而他的態度卻能彰顯最高處的神：他降卑自己，為著一個最低微的人謙虛地
懇求。很少有其他書信能更活生生地描述溫和的靈。」
(二)保羅的理由──(1)腓利門的信心和愛心(5～7 節)；(2)保羅憑著愛心求(8～9 節)；(3)保羅與阿尼
西母的屬靈關係(10 節)；(4)阿尼西母的改變 (11 節)；(5)保羅深愛阿尼西母(12 節)；(6)阿尼西
母在獄中伺候保羅(13～14 節)；(7)神的美旨叫腓利門得著阿尼西母(15 節)；(8)阿尼西母成為親
愛的弟兄(16 節)；(9)保羅與腓利門的同伴之誼(17 節)；(10)保羅負責償還阿尼西母的虧負(18～
19 節)。加爾文說：「雖然他處理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一不小心就會弄巧成拙；然而，他的翩翩
風範使他被提升到接近神的屬靈高峰。」
【簡要】本章 1～3 節是保羅的引言與問安。本書是由保羅與提摩太聯名寫給腓利門、亞腓亞、亞基布
與在他們家裏聚會的教會。保羅雖然沒有到過歌羅西，但在以弗所三年之久，腓利門可能在那裡聽保羅
的講道而歸主，並得到保羅的教導，以致成為愛主、事奉主的人。所以保羅在此稱他為「我們所親愛的
同工」(1 節)。後來腓利門的妻子亞腓亞和兒子亞基布也相繼信主，全家歸主，全家人一起事奉主。於
是在腓利門家中的聚會，就是在歌羅西的教會(2 節)。保羅願恩惠平安歸與他們(3 節)。
4～7節是保羅為腓利門感恩。在保羅的工禱告中，提到腓利門時，就常常為他感謝神(4節)。保羅為腓
利門感謝神的原因，是因為：(1)腓利門的愛心與信心(4～5節)；(2)信心交通所顯出的功效(6節上)；
(3)為基督作的各樣善事(6節下)。因此，保羅為腓利門的愛心，覺得非常快樂與安慰(7節)。
8～21節是保羅為阿尼西母求情。保羅原可用使徒的權柄吩咐腓利門，但他寧可以「有年紀的」和「基
督耶穌被囚的」雙重身分，「請求」腓利門(8～9節)。然後，保羅說出他寫信的主要目的，是為他在捆
鎖中所生的福音的兒子阿尼西母求情。因為阿尼西母悔改信主後，行事為人有了極明顯的改變，開始表
現與他名字(即「有益處」之意)相符的生活(10～11節)。保羅原本可以將他心上的人阿尼西母留在羅馬
伺候自己，但考慮到阿尼西母原是腓利門的奴僕，按當時的主僕關係，所以就打發他回到腓利門那裡去，
讓腓利門自己決定怎樣處置他(12～14節)。接著，保羅指出阿尼西母在腓利門家中偷竊，逃離腓利門，
雖然按人看是件壞事，豈知其中也有神的美妙旨意，結果是讓腓利門永遠得著他(15節)；並且阿尼西母
在信主後與腓利門的關係已改變，如今他們都是神的兒女，彼此都是弟兄。因此，保羅訴諸他與腓利門
同伴之間的關係，請求腓利門收納阿尼西母如同收納保羅；並且承諾要償還阿尼西母欠腓利門的(17～
19節)。在這件事上，保羅對腓利門存有很大的希望，一方面也相信腓利門一定會收納阿尼西母，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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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做得比保羅說的更多(20～21節)。
22～25 節是保羅的結語。保羅請腓利門為他預備住處，因為他希望能夠到歌羅西去(22 節)。接著，保
羅代以巴弗，馬可、亞里達古、底馬、路加，也都問腓利門的安(23～24 節)。最後，保羅願主耶穌基
督的恩常在腓利門的心裏(25 節)。
【鑰節】「他從前與你沒有益處，但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我現在打發他親自回你那裡去，他是我心
上的人。」(門 11～12)阿尼西母名字的意思是「有益處的」。阿尼西母因著信主之後，從「從前」沒
有益處的奴隸，變成「如今」有益處弟兄，而名符其實了。
【鑰字】「從前」和「如今」(門 11) ──這是一個明顯的比較，表現出阿尼西母的改變。因他從前棄
主逃跑，對腓利門來說，根本沒有益處，甚至跟他的名字完全相反。然而，本書我們看見他信主之後的
改變︰
(一)基督的生命，能改變一個人的價值。基督能將罪人轉化為聖徒，使一個沒有益處的人，變成別人的
益處；使一個沒有用的人，使其變為有價值的人。並且在阿尼西母身上我們看到，他「從前」是一
個傷腓利門心的人，「如今」變成保羅的「心上的人」。
(二)基督恩典的能力，能改變人的生活為人。阿尼西母遵照保羅的指示回到主人腓利門那裏去；當然恩
典會也在腓利門身上作工，使他遵照保羅所求的，看他如同弟兄(門 16)。在阿尼西母回去的路上，
他也有同伴推基古的鼓勵(西四 7)。主人有權處決逃走的奴隸，但阿尼西母卻願意接受保羅的安排，
而回去守住他蒙召時的身份(林前七 20～24)。這指出一個真心悔改信主的人，必須面對自己的過
去，靠著基督恩典的能力，而重新出發，並超越過去的事情。
(三)基督救贖的工作，能改變人的地位。阿尼西母所犯的罪，按羅馬法律，本該處死的，但因著保羅甘
心的代求和代償，他得著主人的赦免和接納。其實我們不也都像阿尼西母一樣嗎﹖是基督用寶血的
重價將我們救贖回來，使我們與神和好，不再作祂的仇敵，而被接納作祂的兒女，享受神家中之愛。
(四)基督超越一切的愛，能使一個「奴隸」變為「弟兄」。阿尼西母由奴隸的身份，成為弟兄的身份，
乃是藉福音與基督的愛。唯有主的愛和真理，能叫人得自由、心靈得釋放、生命得更新。曾逃跑的
阿尼西母本該是被處死，但因保羅愛的請求和腓利門愛的接納，使他重獲自由，成為神的家人。
摩根說得好，「基督信仰的最高工作就是改變人，從這些改變的生命當中將會產生所有社會條件的改變，
以及公義和愛心的得勝」。
【一個扒手的改變】葛培理第一次去倫敦主領大會時，一個高明的扒手，要從一排最裏面的座位出來，
到台前接受主，在這排靠近走道處，有一位穿著體面的人，也要上前去接受主；當兩人一同走向講台時，
這位原來作扒手的人，從口袋裏拿出一隻皮夾，還給另一人說：「這是你的錢包，是我進來時從你身上
扒來的，對不起！」
【一個財主的改變】美國石油大王洛克斐勒(1839~1937)，勤奮能幹，生前全副精神做生意，掙錢、刮
錢，賺到億萬財富。他到年老時才信主。信主後不但生命改變，對金錢的看法也徹底改變。當他領悟到
聖經「施比受更為有福」的真理後，於是反過來開始盡量捐輸，盈千累萬的施給需要的人。其中最受人
紀念的，要推他在一八九二年所創辦的芝加哥大學，因這所規模龐大的學校，不僅是他一手捐錢創辦，
老人家的心也實在放在每塊磚頭上。同時他也聘請一位充滿智慧的宣教士哈柏為首任校長。當日兩人合
一建立美好的根基，使芝大今日成為世界著名的學府。為促進人類公共衛生及醫療設備，他在一九一三
年成立洛克斐勒基金會；又於一九二一年捐獻钜款，在中國北京創辦一流水準的北京協和醫學院，為中
國栽培許多優秀醫生。洛克斐勒于高齡九十七歲時才安然離世，而其墓碑上是這樣寫的：「我在地上所
投資的都會過去，但在天上所投資的將存到永遠。」
【綱要】本書可分為四段如下：
(一) 引言(1～3 節)──願人得著恩惠平安；
(二) 保羅為腓利門感恩和禱告(4～7 節)──向主耶穌和眾聖徒有愛心和信心；
(三) 保羅為阿尼西母求情(8～21 節)──看他如親愛的弟兄，接納他如接納我；
(四) 保羅的結語(22～25節)──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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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義】本章有三個事實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一)神奇妙的帶領──三個不同軌跡的人生，竟交織出十架的寬恕之情。起初，阿尼西母不只虧欠腓
利門，大概還犯了偷竊的罪(門 18)，就從腓利門那裡逃到羅馬(直線距離超過一千哩) ，消失在人
群中。他到了羅馬，卻偏偏遇見了保羅，並且得救了，成為一個基督徒，而且還服事保羅，成了
保羅有益的助手(門 11～13)。這是神主宰的安排！阿尼西母的經歷對我們是一個何等的鼓勵。這
封信提醒我們，沒有人不能得救。因此，永遠都不要放棄任何人。我們有沒有為我們所愛的人和
朋友(阿尼西母)，能聽到福音和認識主，而禱告呢﹖
(二)基督大能的生命──再大的罪人都可以因為基督的生命，生命有了奇妙的大改變。注意 11 節中
的「從前」和「如今」，這是一個鮮明的對比！未信主之前的阿尼西母，是與人無益的人。留意
保羅說他是：(1)我所生的兒子」(10 節)；(2)「他從前與你沒有益處，但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
(11 節)；(3)「是親愛的兄弟」(16 節)。這一切都告訴我們，阿尼西母信主之後，整個人都改變
了使一個「沒有益處」的人，變成別人的「益處」。因此，有基督在心中作主的人，不論以往怎
樣敗壞，現今卻都能成為人的益處。我們是否降服在基督的恩典中，成為眾人的益處呢﹖
(三)弟兄的關係──本卷書信處理了奴隸制度下的弟兄關係，在一個新創造中的平等地位(林前一 26～
30)。按照羅馬法律，阿尼西母是該死的，但因為保羅的代求、主人腓利門的接納，他重獲自由，
成為神的家人。這是主的大能和大愛，使一個「奴隸」成為「弟兄」。在此，保羅沒有譴責，也
沒有寬容奴隸制度，卻以基督改變其中的人際關係。人與人之間雖有許多障礙，但因為基督在十
字架的工作，無論人原來的社會地位、性別、種族、性格等等，都成了基督身體的一部分，與其
他的肢體平等。並且因為基督在個人心中所作的改變，使信主的主僕，即使在當時邪惡的奴隸制
度下，仍以弟兄相待，因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弟兄(太廿三 8)。我們在教會中是否以愛的行動，實踐
彼此饒恕、彼此接納，彼此相愛、彼此包容呢？
【默想】
(一) 在本書，我們可以看見神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愛是一幅絕妙的圖畫。阿尼西母所犯的罪，
按羅馬法律，本該處死的，但因著保羅甘心的代求和代償，他得著主人的赦免和接納。腓利門對
阿尼西母的饒恕和赦免，也讓我們想到天父因基督代償一切世人的罪債，寬恕赦免接納我們成為
祂的兒子嗎？其實我們不也都像阿尼西母一樣得罪了神，逃離了神嗎﹖但神在祂豐盛的憐憫中拯
救了我們，使我們由奴隸的身份，成為兒子的身份。
(二) 保羅對腓利門說︰「他從前與你沒有益處，但如今與你我都有益處。」(門 12)其中的關鍵在於
福音介入了阿尼西母的人生，改變了他的生命。有基督在心中作主掌權的人，不論他已往如何的
敗壞，都能夠成為別人的益處；基督徒應當讓身邊周遭的人感覺得到，我們是對他們有益處的人。
基督對我們個人是否也有這樣深遠的影響嗎？我們應怎樣發揮我們的影響力呢﹖
(三) 保羅請求腓利門饒恕並接納阿尼西母時，他的方法和態度在那一方面值得我們學習呢﹖
(四) 腓利門名字的意思是「朋友之情」。他對待有恩於他的保羅，或對待曾虧欠他的阿尼西母，都顯
出神的愛，朋友之情。 腓利門的信心和愛心，他不但敞開自己的心門，也為教會打開家門，作
為眾聖徒聚會交通之用。我們是否也敞開放自己的家，讓人享受主的恩典和平安呢﹖他照著保羅
的吩咐，收納阿尼西母，不再看他是奴僕，乃是親愛的兄弟。我們如何去對待需要饒恕的人﹖親
愛的，多麼盼望在我們中間有更多像腓利門的聖徒。
(五) 阿尼西母名字的意思是「有益處的」。從阿尼西母生命中的改變，思想(1)基督的生命，(2)基督
恩典的能力，(3)基督救贖的工作，和(4)基督超越一切的愛。信主之後，我們的生活為人有何改
變呢﹖親愛的，在我們周圍是否也有許多阿尼西母，正等待我們去傳福音，幫助他們認識能改變
人的主耶穌基督，成為一個有益處的人呢﹖
【禱告】親愛主，但願在袮身體裡，我們同作肢體，同為弟兄，同在袮愛中彼此饒恕、彼此接納，彼
此相愛、彼此包容。
【詩歌】【聖徒眾心，愛里相系】(《聖徒詩歌》696 首第 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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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眾心，愛里相系，同在主里享安息；
救主大愛激發愛心，如此相愛永相親。
同作肢體，倚靠元首，眾光反映主日頭；
同為兄弟，行主旨意，主里相系原為一。
視聽――聖徒眾心，愛里相系～churchinmarlboro
這首詩作者是新生道夫(Zinzendorf， 1700~1760)。這首詩說到聖徒之間，在主的愛裡同享合一的交通。
求主恩待我們，互作肢體的神的兒女們，在祂的愛裏活出合一的見證。
【金句】
※ 「這卷書信指出了基督徒的愛的一個正確、崇高、美好的實例。保羅為了可憐的阿尼西母竭盡全力
向他的主人求情，好像他自己就是阿尼西母，是他自己得罪了腓利門一樣。就如基督為我們向父神
求情，保羅也是那樣為阿尼西母向腓利門求情……我認為我們都是阿尼西母。」──馬丁路德
※ 「這封書信的片段使我們體會那種處理事情的態度，是有著基督的精神。這也說明我們與基督的關
係，阿尼西母與保羅及腓利門的關係，也是我們與主的關係。
阿尼西母與保羅──阿尼西母是保羅在捆鎖之中所生的屬靈的兒子。他可能在羅馬被人發現，那裡
逃犯容易隱藏他們的身份，在都市中肆意放縱。也許阿尼西母在潦倒饑餓之中，在主人的家中他見
過使徒，他就來找保羅求助。保羅一定收留他。讓他現在服事這位在捆鎖之中的使徒，成為使徒心
上的人。他不再是奴僕，而是親愛的兄弟。主救贖我們，若離罪惡，所以我們完全歸屬於祂！
阿尼西母與腓利門──他以前對腓利門沒有益處，我們以前對主也是這樣。現在他回去，我們也回
到牧者、群羊的基督面前。他以前是奴僕，現在是親愛的弟兄。我們也不再是僕人，而是主的朋友
了。阿尼西母以前得罪主人，現在罪得赦免，主人給他超越的恩惠，使他有特殊的權利是從前所沒
有的。從這人身上，我們看見自己的光景，我們的罪越多，恩惠就更顯多了，主的憐憫必將我們的
虧欠算在祂自己的賬上。」──邁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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