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道分解》腓利门书

第 1 讲：导论
1. 简介
腓利门书是以一卷充满爱的书卷，属监狱书
信中最短的一卷，更加是保罗书信中唯一的
私人信件，并不是公开传阅的。在保罗所写
的书信中，除了腓利门书之外，全部都是写
给教会的公开信，谈论真理的教导和教会的
事情。

2.

示愿意承担一切阿尼西母向腓利门所负的
债，然后便打发阿尼西母带着保罗给腓利门
的个人书信，和保罗的同工推基古一同去歌
罗西，使他可以安心回去见腓利门，请求主
人赦免，重新收纳他，这便是保罗写本书的
原因。
人物介绍：腓利门
腓利门是歌罗西人，是保罗带领信主的，但

腓利门是保罗写给住在歌罗西的一位有钱的
信徒──腓利门的，主要目的是请求腓利门
重新接纳曾经逃走的奴仆阿尼西母，并且要
像弟兄一样对待他，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

保罗从来没有去过歌罗西，腓利门是从什么
途径听到保罗传讲的福音呢？从资料显示，
腓利门有可能是一位商人，经常需要到以弗
所做生意，所以在以弗所听到救恩。腓利门

所以简单地来说，腓利门书是围绕着保罗、
阿尼西母和腓利门三个人物而写成的。
腓利门书表面上是为了处理一个奴仆的说
话，但是书里面充满了主的爱和主的生命，
使腓利门读了大受感动，于是他把这封信在

有四点美德值得我们学习：
2.1. 带领全家归主：腓利门得救后，引导妻
子腓亚同走天路，而亚基布则是腓利门
的儿子，他也奉献自己为主作工，所以
腓利门的家庭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参

歌罗西教会中公开，教会领受后，就像领受
别的书信一样，把这封私人的书信传遍了亚
西亚。根据西 4:2-9 的记载，保罗大概在写腓
利门书的同一时间内，也写了歌罗西书（参
西 4:2-9）。
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腓利门的奴仆阿尼
西母曾偷了主人腓利门的财物，然后逃到罗
马，后来在保罗带领下认识救主。阿尼西母
自从得救之后，前后判若两人，甘心和保罗

1-2 节）
2.2. 在家庭中建立教会：他不但带领家人信
主，更加在家。第 2 节提到腓利门家里
的教会。腓利门的家里只有三个人，但
是他却设立了教会，信主的邻居也来参
加聚会，一起赞美神。
2.3. 有极大的爱心：保罗称赞腓利门对主和
信徒都有爱心，经常接待主的，热心帮
助信徒。（参 6-7 节）

同住，用爱心勤劳来服事保罗。但奴仆逃走
是一件罪，若回到主人那里，又要按着律法
被定死罪，因为在当时的制度之下，奴仆就
像是牛马一样。阿尼西母既然犯了这么的罪，
主人是可以随意打骂他，并且可以判钉十字
架的。所以阿尼西母请保罗写信给腓利门，
请求腓利门饶恕他，并且重新收纳他家庭里。
虽然保罗本来有意思留阿尼西母在他的身
边，替腓利门服事他，但是因为听到阿尼西

2.4. 真挚的友谊：
“腓利门”三个字就是“友
谊”之意，他自己生活中的表现，和他
的名字是名符其实的。（参 8-9 节）
人物介绍：阿尼西母
阿尼西母是腓利门的一个奴仆，后来信了主。
从阿尼西母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罪人蒙
恩得救的经过，这可以分为五部分：
3.1. 阿尼西母偷了主人的财物：偷了主人的
财物就是亏负了主人，欠了主人的债，

母逃走这件事的始末，知道阿尼西母始终是
腓利门的奴仆，按理应该归回给主人，所以
保罗用最柔和的词句、用最真诚的言语，写
信给腓利门，替阿尼西母求情，保罗更加表

3.

这正代表了世人都犯了罪，在世上“没
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另外，
阿尼西母从歌罗西逃到罗马，就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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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罪之后远离神、逃避神的刑罚。
3.2. 阿尼西母没有办法偿还他的亏欠：圣经
没有记载他偷了主人多少财物，不过可
以肯定的是他所偷的相当贵重，因为逃
走到罗马的旅费并不便宜，况且他还在
繁华的罗马挥霍。当他把钱花完了，就
变得一无所有了，因为他是一个奴仆，
没有任何财产，没有自己的自由。然而
我们自己也因着被罪捆绑，也没有自由，
主耶稣曾经：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
仆。”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还清罪债，而罪
的结局就是死。

3.5.4. 生活的改变：阿尼西母的名字是
有益处的意思，他在信主之前，
不但是与人无益，更加是有损的；
一直到了他信主之后，生活才大
大地改变，成为“与你我都有益
处”的人。根据古代教会的传说，
阿尼西母后来成为马其顿庇哩亚
教会的主教，在主的名在罗马殉
道。
第 2 讲：分段、门 1-6 节
1.

3.3. 阿尼西母只有靠保罗作他唯一的中保：
阿尼西母既然亏负了主人，自己又没有
办法还，他只能够透过一位中保来替他
说话。这位中保就是保罗。保罗是带他
信主的人，愿意替他向腓利门求情，请
腓利门重新收纳他，所以保罗成为了阿
尼西母和腓利门之间的中保。我们犯了
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也急需一位中保
帮助我们，这位中保就是主耶稣！除了

经文分段
1.1.
1.2.
1.3.
1.4.

2.

问安（1-3 节）
保罗对腓利门的称赞（4-7 节）
保罗向腓利门的请求（8-21 节）
结论（22-25 节）

问安（1-3 节）
保罗自称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在保
罗所写的 13 封教会书信中，只有此信如此称
呼自己。保罗在一封信的开头的时候，习惯
是自称是“基督耶稣的使徒或者仆人”，因为

耶稣之外，再没有人可以作我们和神之
间的中保（参提前 2:5）。主耶稣自己也
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
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3.4. 阿尼西母是保罗为福音在捆锁中所生的
儿子：保罗写腓利门书的时候，虽然在
监牢里，失去了自由，但是他没有停止
传福音的工作，阿尼西母就是保罗在监
狱中带领信主的，是他属灵的儿子。

他在其他信都是讲论教会圣工方面的真理，
或者辩论教义上的基本信仰问题，所以必须
站在基督耶稣的使徒或仆人的身分上发言。
腓利门书没有提及他使徒的职分，主要是因
为他写信的目的，是凭着爱心求他赦免阿尼
西母的罪。
另一方面，保罗知道腓利门是一个爱主的人，
他的自称可以打动腓利门的心，用自己捆锁
的苦来激发腓利门的同情，使腓利门更容易

3.5. 阿尼西母有了奇妙的四大改变：
3.5.1. 地位的改变：原是奴仆，但得到
主人收纳之后，他不再是奴仆，
而是亲爱的弟兄。
3.5.2. 生命的改变：信主后，走上了人
生的新阶段，以后所过的日子将
会被神记念。
3.5.3. 心里的改变：保罗称阿尼西母是
“亲爱忠心的弟兄”，显明他结出

接纳他的请求，收纳阿尼西母 。
1-3 节提到四种收信人：腓利门、亚腓亚、亚
基布和教会；另外，第一节还出现了提摩太。
保罗写给各个教会的信件中，经常将提摩太
的名字与自己并列，这是因为腓利门和提摩
太很熟，保罗在以弗所传道三年的时候，提
摩太和他同工，并且曾经被派去探望马其顿
的教会，腓利门有可能从提摩太那里得到很
多属灵的帮助，他们彼此之间也有相当深厚

悔改的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
他的心里有了奇妙的改变，所以
得到保罗的信任，托他把一切的
事情告诉歌罗西教会（参西 4:9）。

的友谊，所以保罗提到这封信是和提摩太一
同联名的，是为了激发腓利门接纳阿尼西母。
保罗用“亲爱的同工腓利门”来称呼腓利门，
因为在他的眼中一同事奉主的人都是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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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实上，腓利门信主后确有美好的见证，并
且有一颗火热的心去爱主爱人。第 2 节所说

阿尼西母也把腓利门的美德告诉保罗。保罗
的称赞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向主耶稣

的“妹子亚腓亚”可能是腓利门的妻子。保
罗提到亚腓亚是因为腓利门书是为了家庭奴
仆的事情而写的，这与亚腓亚也有关系。另
一方面，是因为亚腓亚有丰盛的生命，按照
希腊文，亚腓亚就是“丰盛”、“多结果子”
的意思。
亚基布是腓利门的儿子，即保罗在问安的时
候，提到腓利门的一家三口。保罗称亚基布
是“与我们同当兵的”，意思是作基督的精兵，
一同作传道的工作。保罗在西 4:17 曾经吩咐

的爱心和信心”；第二个是“向众圣徒有爱心
和信心”。
在保罗其他的信中，他一般是先提信心，然
后才提爱心，在腓利门书里，他却先提爱心，
然后才提信心。这是因为腓利门借着爱的行
动，表现出他的信心，他是一个信爱兼顾的
信徒，因着被主耶稣的爱所激励，多多地为
祂作工。
第 6 节提到对腓利门的两种愿望。第一种是：
“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同有

亚基布“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
可见亚基布是一个专职的传道人，是歌罗西
教会的传道之一，当歌罗西教会正受到异端
搅扰的时候，保罗特别提醒亚基布要谨慎传

的信心”是指一种行出来的信心，这种信心
是表现在腓利门在教会里的各种服事，以及
他对会众和有需要的人的供应上。保罗称赞
腓利门对教会无私的分享，是信心的实践。

道。
2 下半节所写的“你家的教会”是指着歌罗西
的教会说的，强调信徒在一起聚会就是教会，
所以保罗是称呼在腓利门家里聚会的弟兄姐
妹们，因为在早期的时候，信徒都是在家里

“同有的”在希腊文里面，和“团契”或者
“分享”是同一个字，特别指将自己有的提
供给团体使用，这是一种无私而且普遍的分
享。从腓利门拥有奴仆看来，他可能相当有
钱。他甘心乐意分享，显示他真实的信心。

聚会。
第 3 节是保罗问安的内容。希腊人见面的时
候，习惯用“恩惠”这个词作为祝福的话，
就像讲希伯来话的人习惯用“平安”一词一
样。
保罗对腓利门的称赞（4-7 节）
3.1. 保罗感谢的话（4 节）
3.2. 保罗称赞的话（5 节）
3.3. 保罗愿望的话（6 节）

保罗对腓利门的第二种愿望是“使人知道各
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保罗盼望腓利门所
作的各样善事，不是为了自己得到称赞，而
是以荣耀基督为目标，要腓利门的家人为基
督行善，同心合意地荣耀主。
第 3 讲：门 7-17 节
第 7 节是保罗对腓利门的勉励，保罗因着腓利门
有见证的生活，显示出神在他生命里的建造而满

3.4. 保罗勉励的话（7 节）
保罗称赞腓利门，并不是要讨他的喜悦，而
是实实在在的先在神的面前，发出感谢的话。
神所重用的人，一定具备一个特质，就是恒
心祷告。我们可从保罗各卷书信中看到，保
罗如何日以继夜的为各教会、同工和信徒们
祈祷。因为保罗了解祷告的力量，他的生活
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当保罗在罗马监狱的
时候，锁在一位看守他的狱卒身旁，他仍然

心喜乐。保罗勉励腓利门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为
腓利门的爱心而“大有快乐，大得安慰”。经文中
所用的“畅快”这个词，有“安息”的意思，是
指众信徒因着腓利门的帮助而得到安息，恢复精
神。这样看来，可见腓利门用爱心帮助人的结果
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使保罗的心大有快乐；第
二是使众圣徒的心得了畅快；第三是他因着帮助
别人，自己的心也满有喜乐。
保罗向腓利门的请求（8-21 节）：

借着祷告，继续为主作见证，透过祷告，保
罗照常服事他所成立的众教会。
保罗怎样知道腓利门的美德而称赞他呢？有
可能是以巴弗告诉他的（参门 23 节；西 4:12）

1.
2.
3.
4.

请求的解释（8-9 节）
请求的理由（10-14 节）
请求的目的（15-17 节）
请求的迫切（18-1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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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求的结果（20-21 节）
保罗并不是凭着资格来请求，也不是凭着年纪请

的缘故伺候主的仆人，现在腓利门不在身边，他
的奴仆阿尼西母却殷勤地服侍他，好像代替腓利

求，更不是凭着自己的劳苦请求，而是凭着爱心
请求。保罗知道，他如果凭着使徒的身份和使徒
的权柄叫腓利门顺服，重新接纳阿尼西母的话，
腓利门一定会听从的，因为他是一个尊重使徒的
人，但是保罗不用这些身分，而是谦卑地靠着基
督发出请求。
在第 9 节，保罗形容自己是“像我这有年纪的保
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我们相信他写
这封书信的时候，大约是在六十岁左右。因为他
为基督经历忍受了各种患难，他的身体是非常衰

门一样。保罗本来可以留着阿尼西母在他的身边，
代表腓利门为福音工作效劳。但是保罗特别写这
封信，来征求腓利门的认可，这是一个完全出于
甘心乐意的认可，而不仅仅是出于工作上的需要。
所以保罗问腓利门，是否乐意地接纳阿尼西母为
弟兄，并且将他奉献给 神，帮助各种福音工作，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服事主，还是帮助人，都
是出于甘心。
保罗请求腓利门接纳阿尼西母，一共有四个理由：
1. 以属灵的关系为理由：阿尼西母是他在捆锁

弱的，这可从他常提到他肉身的病痛，感受的出
来。所以他称自己是上了年纪的人。另外，保罗
又指出自己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这正是保罗
的劳苦。保罗并没有借着这种劳苦请求腓利门，
而是借着劳苦激励腓利门，使他知道信徒之间无
论多么劳苦，仍然要彼此相爱，所以如果腓利门
肯收纳阿尼西母，就是彼此相爱的表现了，同时
也符合了保罗的目的。
第 10 节说了请求的理由，是因为阿尼西母是保罗

2.
3.
4.

中所生的儿子（10 节）
以奇妙的改变为理由：保罗把阿尼西母信主
前后作出比较（11 节）
以深挚的情感为理由：保罗指出阿尼西是他
疼爱的人（12 节）
以正义的督促为理由：保罗表示自己本来想
留下阿尼西母一起同工，后来想到腓利门是
他的主人，所以决定打发他回去腓利门身边
（13-14 节）

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保罗细心地在提阿尼西母
之前，加上“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几个字，
来说明这个人是经过改变的，他的生命已经重生
了，他和保罗、和腓利门之间因着基督而有属灵
的关系。我们知道，所有的生命一旦经历了基督
的大能，一定会起变化的。
保罗接着说到阿尼西母的生命有了改变，第 11 说：
“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
处。”保罗将阿尼西母的从前和如今作出了比较，

第 15-17 节是请求的目的。保罗请求的目的有两方
面，第一是叫腓利门接纳阿尼西母；第二是叫他
公平地对待阿尼西母。当阿尼西母偷钱逃跑时，
腓利门可能会问神，为什么允许阿尼西母占了便
宜，还安然逃走？为什么神容许这事发生在自己
身上？但是保罗说，这是神救恩计划的一部分，
阿尼西母是到了罗马，才认识耶稣基督。腓利门
虽然曾经暂时失去了他，现在却得着一位主内的
弟兄。

使腓利门知道阿尼西母奇妙的改变。阿尼西母的
名字本来是“有益处”的意思，可惜他从前名不
符实，不但无益，反而有损，但是他接受救恩后，
生命起了变化，对保罗、对腓利门都有益处。
接下来，保罗动之以情，指出阿尼西母是他所疼
爱的人，第 12 节显出了保罗对阿尼西母的爱心，
因为按照罗马帝国的严厉制度，主人是可以随意
对待奴仆的，阿尼西母偷了主人的财物逃走，如
果要打发他回到主人那里，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第 4 讲：门 18-25 节
18-19 节是保罗请求的迫切。保罗在这里为阿尼西
母担保，他指出，如果腓利门照着保罗的要求，
释放阿尼西母，接纳他为弟兄，甚至将他视同保
罗一般，成为同工；保罗保证赔偿一切损失，并
为阿尼西母负一切的责任。也就是做他的中保。
保罗写信给腓利门的时候，他说：“他若亏负你，
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

所以保罗强调，阿尼西母是他心上的人，是彼此
为肢体的。
腓利门在神面前领受的负担是接待、伺候圣徒，
保罗既然为主的名被捆锁，腓利门当然愿意为主

我保罗亲笔写的。”保罗在这里说明腓利门书是他
亲笔写的信，证明他请求收纳阿尼西母是何等的
迫切，也表示自己会负责还债，这就像一张借据
一样，写明自己的责任。换句话来说，保罗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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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腓利门看在自己的面上，免去阿尼西母的亏
欠。
第 20-21 节是保罗请求的结果。在原文里，保罗的
快乐是用一个我们不常用的说法来形容，直接翻
译是“使我的肚腹清爽舒畅”。这是由于保罗当时
的文化和观念而来，当时的人认为人最深的感情，
是发自肚腹，而不是来自脑部。当我们深感痛苦
的时候，我们的胃和肠会觉得很难受，而头部没
有这种特别的感觉。当你极为兴奋时，这个高兴，
也是影响你的腹部深处，他们就称这是“肚腹”。
保罗在此用这个方式，来形容他这快乐，是超乎
一切，而且是发自最深处的喜乐。
保罗请求腓利门收纳阿尼西母的结果，使他自己
对腓利门产生了信心和盼望。保罗在其他书信中，
经常讲到信、望、爱的道理，在这封短短的信中，
也同样发挥了这个信息。

所以无论如何，腓利门一定要把阿尼西母的
事情办妥。
23-24 是保罗再一次的问安，不过这次是和其他的
同工联名来问安。保罗和腓利门之间彼此在主里
充满了爱的生活，经文出现了五个人的名字。
1. “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以巴弗在圣经中的
记载不多，从歌罗西书的记载里，他是歌罗
西人，信主后作教会的执事（西 1:7，4:12）。
以巴弗是一个热心事奉主的信徒，他虽然离
开了歌罗西教会，但是仍然托保罗问他们安，
并且在祷告之间为他们竭力祈求，求神使他
们信心坚固、站立得稳。以巴弗和保罗一起
2.

坐监，藉此来服事保罗。
马可：就是巴拿巴的表弟，保罗和巴拿巴在
第一次宣教旅程时，曾经带马可同去，后来
他在中途离开宣教队伍，返回耶路撒冷，保

门 20 节显示出盼望的信息。保罗对腓利门存有很
大的希望，就是希望腓利门不要使他失望。保罗
知道腓利门是一个满有爱心的人，以致保罗为他
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第 21 节显示了信心
和爱心的信息，保罗满有把握地相信腓利门一定

罗和巴拿巴曾为是否带马可展开第二次旅程
而闹意见，结果不欢而散，巴拿巴选了马可
作为伙伴；保罗则选了西拉。后来，马可渐
渐醒悟，殷勤事奉主，等到巴拿巴离世之后，
马可便专心地跟从保罗，成为和保罗同心的

会收纳阿尼西母，而这件事也表现出主内肢体彼
此的爱心，可以看见保罗在处理信徒之间纠纷的
时候，虽然自己具有最高的灵权柄，却极力不用
那种迫使信徒屈服的方法，而是尽量用爱心激励
信徒，体会主的心，因而自动地、甘心乐意地顺
服。
在 22-25 节的结论中，保罗吩咐腓利门为他预备住
处。保罗在他的书信中，经常有这种话语，表明
他的心灵与主有不断的交通，所以说话很有把握，

好同工。
亚里达古：亚里达古是马其顿人，他的本城
是帖撒罗尼迦，他信主后就和保罗同行，在
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受到逼迫，后来保罗前
往亚西亚时，他也跟着同去；甚至保罗去罗
马的时候，亚里达古也陪伴左右（参徒 19:29，
20:4，27:2）。
底马：他是帖撒罗尼迦人。底马是一个青年
人，当时跟从保罗，与保罗同工，他并且有

相信必能够到歌罗西和腓利门、以及其他信徒见
面。从保罗吩咐腓利门预备住处的事情来看，我
们可以看出三种表现。分别是亲切的表现、爱心
的表现和智慧的表现。
1. 亲切的表现：腓利门和保罗的关系十分密切，
因为保罗绝对不会吩咐一个和他没有太深认
识的人为自己预备住处的。
2. 爱心的表现：腓利门一直有接待圣徒，保罗
吩咐他为自己预备住处，就是信徒相爱的一

3.

种表现。当腓利门收到保罗的信后，一定会
欢欢喜喜地为他预备、用爱心来接待他。
智慧的表现：保罗透过“你还要为我预备住
处”这句话，表示自己很快便会去歌罗西，

3.

4.

爱心，肯与保罗一同坐监、服事保罗。但是
几年之后，也就是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
底马却离开了保罗（参提后 4:10）。
5. 路加：路加是医生，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
的作者。他出生在叙利亚的安提阿一个犹太
人家庭，正如保罗生在大数一样，从小受了
希腊的高等教育，传说他一生没有结婚，在
保罗的旅行布道中同工，忠心地服事主。
在腓利门书最后一句，保罗祝福说：
“愿我们主耶
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这句祝福的话
和加拉太书的祝福相似，根据保罗的祝福，有三
点意思是我们值得知道的。
1. 盼望腓利门知道，恩惠是从主耶稣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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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惟独主耶稣的恩才是真实的、传到永远的。
盼望腓利门知道恩典的范围。保罗首先提到
主耶稣的恩，接着就说“常在你心里”，这是
指出我们整个人都是蒙恩的。
盼望腓利门知道得恩的实在。他在祝福之后
说“阿们”，这是很有意思的。在旧约时代，
犹太人在会堂里听完教导、或者念完圣经之
后，都会齐声说“阿们”。新约时代，圣徒聚
在一起祷告之后，也会同声说“阿们”，
“阿
们”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林后 1:20 翻
译成实在，所以保罗盼望腓利门得恩是实实
在在的，愿主叫我们向弟兄所说的祝福话，
或者向弟兄所施行的善事，都是从心里发出
的，是实实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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