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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概論論

提多書及腓利利門書

DCCC國語主㈰㊐日㈻㊫學
2016年年6㈪㊊月19㈰㊐日

保羅羅書信的年年㈹代
保羅羅㉂自歸主後，首㈩㊉十㈤㊄五年年（33－49A.D.）未㈲㊒有任何㊢寫作（最
低限度度沒㈲㊒有存㆘㊦下來來)，此後的再㈩㊉十㈤㊄五年年（49-67A.D.），他為
教會存㆘㊦下極寶貴的教義存稿，為後㈹代信徒不不可缺少之經典；
茲表述保羅羅書信的年年㈹代 如㆘㊦下：

[ 個  ㆟人  書  信 ]

[㈼㊬監獄書信]	   [教牧書信]	  

提 多 書

目的: 勸告提多在福福音事工㆖㊤上堅守，等候㈲㊒有福福的盼望到臨臨。

主旨: 堅守主道，努力力勸化。

1:9 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理，就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


㈵㊕特徵: 1. 題旨與提摩太前書相若若，然較官式化。

 2. 是㆒㈠㊀一本「教牧㈻㊫學」手冊。

 3. 新約書卷㆗㊥中唯㆒㈠㊀一把主再來來之事稱作「㈲㊒有福福的盼望」 
 （被提），及榮耀的顯現（再來來）。
2:13 等候所盼望的福福，並等候㉃至大的神神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

 4. 把基督教義作精精簡的總結。
3:4-7 但到了了神神我們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愛顯明的時候，  他便便
救了了我們，並不不是因我們㉂自己所行行的義，乃是照他的憐憐憫，藉著重生的洗
和聖靈靈的更更新。  聖靈靈就是神神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救主厚厚澆灌在我們
身㆖㊤上的，  好叫我們因他的恩得稱為義，可以憑著永生的盼望成為後嗣。

歷歷史背景：
A .提多生平簡介
提多雖是保羅羅之密友及同工、但在使徒行行傳從未提及，㈲㊒有關他生平㆒㈠㊀一
切切均從其他保羅羅書信而來來（加拉拉太書、哥林林多後書、提摩太後書）。 
然而從這些稀貴的㈾㊮資料料㆗㊥中，也可重建㆒㈠㊀一點㈲㊒有關他生平的概要。


1. 身世與歸主
提多為希臘臘㆟人（加 2：3），早年年曾與保羅羅赴耶路路撒冷冷「現身」，目的為外
邦信徒無受割禮禮歸主之例例證（ 加 2：1－5）。


2.工作與行行蹤
保羅羅似曾打發提多到哥林林多㆔㈢㊂三次之多：1. 從以弗所打發到哥林林多，發動捐
款給耶路路撒冷冷信徒的事（林林後 8：6，10）；2. 保羅羅㊢寫就哥林林多前書，後差
遣提多送往哥林林多去，並留留㆘㊦下來來察視那封信所發生的果效，及處理理教會的
事情，他㉂自己則轉到馬其頓去（林林後 2：12－13）；3. 保羅羅在馬其頓等候，
提多來來到帶給他美好的消息（林林後 7：5－7），保羅羅於是書成哥林林多後書，
再托提多及㆒㈠㊀一些㆟人帶去（林林後 8：16－24），此後提多完成收集馬其頓捐
款之事（林林後 8：6，16－24），顯出他是㆒㈠㊀一個能幹及機智的㆟人。
保羅羅首次在羅羅馬被囚得釋放後，曾到訪革哩底 (Crete)，在那裡裡與提多同工，
㉃至別時保羅羅把他留留㆘㊦下來來充任㉂自己的㈹代表，牧養革哩底教會。在保羅羅㊢寫提馬
太後書時，他顯然為保羅羅往撻馬太（Dalmatia）佈道去（提後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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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提多書的目的㆞地

革哩底為㆞地㆗㊥中海最大之海島，位於愛琴海之南，其㆞地居民聲明狼狼藉，道德敗
壞。俗諺「革哩底化」便便是「說說說謊」、「行行騙」之意，顯出該島道德之破產。
徒2:11 革哩底㆟人㈲㊒有參參加㈤㊄五旬節；徒27: 7, 12-16 保羅羅坐船往羅羅馬經過革哩底。

㆒㈠㊀一.

㆓㈡㊁二.

㆔㈢㊂三.

㆕㈣㊃四.

A.
B.

B.

A.

A.
B.

1.
2.
3.

1.

2.

1.
2.

提 多 書
圖析

摘要：
提多書為㆒㈠㊀一本「教牧㈻㊫學」的短箋，可說說說是㆒㈠㊀一卷精精簡的教
牧手冊，專論論教牧㆟人員所需㈲㊒有之善行行。
本書的主題是「管理理」：教會的管理理與生活的管理理。

㆒㈠㊀一  .引言
A.承受之命（1：1－3）
作者在本書之啟語時，指出他（1）作神神的使徒，（2）作傳揚的
工夫，均是按著“無謊言的”神神的命令令而作。
1:1-2 神神的僕㆟人、耶穌基督的使徒保羅羅——憑著神神選民的信心與敬虔真理理

的知識識， 盼望那無謊言的神神在萬古之先所應許的永生， 到了了㈰㊐日期，藉著
傳揚的功夫把他的道顯明了了；


B.交託問安（1：4）
作者受神神的命托，如今把 這傳揚「共信之道」（的責任），交給
（歸於）受信㆟人提多。	  

	  	  

提 多 書
	  

㆓㈡㊁二  .教會管理理

A.㈼㊬監督的職責（1：5－16）
 1. 職分
 首先作者囑咐提多關乎教會的工作，而教會首要的職任乃是㈼㊬監督 “overseer”, 
 ㈼㊬監督（即長老老）的職分在教會㆗㊥中必先設立立，因他們是神神的管家 “entrusted 
  with God’s work”. 

 2. ㈾㊮資格
 ㈼㊬監督的㈾㊮資格㈲㊒有㈨㊈九：（1）無可指責；（2）㆒㈠㊀一夫㆒㈠㊀一婦；（3）兒㊛女女歸主；
 （4）兒㊛女女檢點；  （5）性情可親；（6）性格受敬；（7）堅守主道；
 （8）能教導㆟人； （9）能駁辯㆟人。

 3. 需要
 為了了教會的建立立，信徒的需要，㈼㊬監督之設立立是必須的。

B.會友的管理理（2：1－15）
 1. ㆟人的吩咐（管理理的對像）
 作者先吩咐提多無論論對任何㆟人，總要以「純正的道理理」為管理理時絕對的準
 繩，再後逐點舉例例，教導提多向（1）老老年年㆟人；（2）老老年年婦㆟人；（3）少年年
 婦㆟人；（4）少年年㆟人；（5）主僕間等㆟人；「凡事要顯出善行行的榜樣」。

 2. 神神的心意（管理理的基礎）
 ㆖㊤上文的吩咐乃作者在㆟人方面的囑咐，現今他補述神神的心意乃是要㆟人生活敬
 虔，等候救主的再臨臨，熱心為善，作者以再堅固與囑咐提多為結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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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多書 2
1 但你所講的，總要合乎那純正的道理理。 2 勸老老年年㆟人要㈲㊒有節制，端莊，
㉂自守，在信心、愛心、忍耐㆖㊤上都都要純全無疵。 3 又勸老老年年婦㆟人舉止
行行動要恭敬，不不說說說讒言，不不給酒做奴僕，用善道教訓㆟人， 4 好指教
少年年婦㆟人愛丈夫，愛兒㊛女女， 5 謹守，貞潔，料料理理家務，待㆟人㈲㊒有恩，
順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神的道理理被毀謗。 6 又勸少年年㆟人要謹守。 

7 你㉂自己凡事要顯出善行行的榜樣，在教訓㆖㊤上要正直、端莊、 8 言語
純全、無可指責，叫那反對的㆟人既無處可說說說我們的不不是，便便㉂自覺羞
愧。 9 勸僕㆟人要順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討他的喜歡，不不可頂撞他， 
10 不不可私拿東西，要顯為忠誠，以致凡事尊榮我們救主神神的道。 


11 因為神神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來， 12 教訓我們除去不不敬虔的心
和世俗的情慾，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度㈰㊐日，13 等候所盼望的福福，
並等候㉃至大的神神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
14 他為我們捨了了㉂自己，要贖我們脫離離㆒㈠㊀一切切罪惡惡，又潔淨我們，㈵㊕特做
㉂自己的子民，熱心為善。


15 這些事你要講明，勸誡㆟人，用各等權柄責備㆟人，不不可叫㆟人輕看你。


   teach,  encourage, rebuke with authority

 ㆔㈢㊂三  .生活的管理理

A.對掌權的（3：1）
由第 3章開始，作者論論述㆒㈠㊀一些生活（處世）管理理的細則。他首論論對在
㆖㊤上掌權者的態度度，應為順服遵命，好叫能行行各樣的善事。

B.對其他㆟人（3：2－11）

 1. 總要和平
 在對其他的吩咐時，作者分兩兩點敘述，他主要論論和平共處，不不要毀謗爭
 競，如以前的作風㆒㈠㊀一般，但如今既是屬神神的㆟人，便便應留留心行行善。

 2. 遠離離紛爭
 信神神的㆟人㆒㈠㊀一方面要追求和平，㆒㈠㊀一方面要遠避無知的辯論論，棄絕㆒㈠㊀一些
 分門結斗的紛爭。

㆕㈣㊃四. 結語

A.個㆟人計劃（3：12－14）
在結束前，作者宣佈他的㆒㈠㊀一些個㆟人計劃，在此可見見作者首次在羅羅馬
㈼㊬監禁釋放後的㆒㈠㊀一些行行蹤。

B.問安㈷㊗祝福福（3：15）	  

[馬㈲㊒有藻] 提多書為㆒㈠㊀一本囑咐在主工場後軰工㆟人提多的手冊，
主要吩咐在工場㆖㊤上顯出善行行的榜樣來來。
㆒㈠㊀一個管理理神神家的㆟人，如果㉂自己沒㈲㊒有善行行的榜樣，怎能使
㆟人樂樂樂樂意服從他呢？㈵㊕特別在「革哩底的環境」（事實㆖㊤上，
世界㆖㊤上㈲㊒有那裡裡不不是「革哩底的重演」) ㆗㊥中，要顯出善行行的
榜樣委實不不易易，然而這卻是主對每㆒㈠㊀一服侍他之㆟人的要求 :
2：12-13 ... 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度㈰㊐日，等候所盼望的福福 ...

但願主再次以那「㈲㊒有福福的盼望」保受我們㉂自守、敬虔和
公義的善行行。

腓 利利 門 書

目的：請求腓利利門在主裡裡赦免與再納阿尼西母 。

17 你若若以我為同伴，就收納他，如同收納我㆒㈠㊀一樣。


主旨：主內的赦免。


㈵㊕特徵：1. 保羅羅的私㆟人書信㆗㊥中唯㆒㈠㊀一能保存㆘㊦下來來的㆒㈠㊀一卷。

2. 含㈲㊒有新約㆗㊥中㈲㊒有關赦免與接納的偉大教義。

3. 透露露保羅羅具㈲㊒有豐富的㆟人情味，也顯出他成功的㆞地方。

4. 為㆒㈠㊀一本㈲㊒有關主僕關係的 「實際註釋書」。

5. 在「㆟人㆟人價值」，「屬靈靈價值」，「㆝天命價值」，
   「實踐價值」，「福福音價值」，「㈳㊓社交價值」等
  再無其他書籍可以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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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歷史背景：
A.腓利利門的生平簡介
腓利利門是保羅羅在以弗所那㆔㈢㊂三年年期間到歌羅羅西工作的果子。腓利利門為㆒㈠㊀一富㈲㊒有
之㆟人，從他擁㈲㊒有奴隸隸，及他的家夠寬敞可供信徒聚會，並他常向其他信徒
施慈惠事（5-7）等可見見。  保羅羅稱他為「同工」（1）。㆒㈠㊀一般㈻㊫學者均公認
亞非亞（2a）乃腓利利門的妻子，亞基布 ( 2c）是他的兒子。保羅羅稱後者為
「同當兵的」（2b），顯出他積極參參與教會事工。


B.阿尼西母的生平簡介
阿尼西母本是腓利利門家㆗㊥中的奴僕（16），在主㆟人家㆗㊥中犯了了某㊠項罪行行，可
能是偷竊㈮㊎金金錢（18），然後潛逃於羅羅馬，銷聲匿匿跡在大都都市的㆟人海㆗㊥中，
不不知如何與囚㆗㊥中的保羅羅相遇，在保羅羅帶領領㆘㊦下歸主（10）。信主後，阿尼
西母大㈲㊒有改變，㈴㊔名副其實的對保羅羅「㈲㊒有益益」（11），他與保羅羅的友情實
非泛泛之交（12），但保羅羅覺得他應回到主㆟人那裡裡去，向主㆟人請罪賠償。


C.腓利利門書著成時機
保羅羅不不願阿尼西母獨㉂自回去，因他在路路㆖㊤上可能逃逸逸，也可能到後不不蒙主㆟人
的赦宥，故此保羅羅等候㆒㈠㊀一㊜適當的時機才打發他回去。現今他蒙歌羅羅西教會
的以巴弗前來來伺候，於是在書就歌羅羅西書後（西 4: 7-9），再補㆖㊤上此短簡，
向腓利利門解釋㆒㈠㊀一切切，交由推基古帶去，並同時打發阿尼西母回去，以㉂自己
的信及㉂自己的㈹代表推基古「雙管齊㆘㊦下」㈹代阿尼西母向主㆟人求情。

腓 利利 門 書
1 為基督耶穌被囚的保羅羅同兄弟提摩太，㊢寫信給我們所親愛的
同工腓利利門， 2 和妹子亞腓亞，並與我們同當兵的亞基布，以
及在你家的教會。 3 願恩惠、平安從神神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
歸於你們！
4 我禱告的時候提到你，常為你感謝我的神神， 5 因聽說說說你的愛
心並你向主耶穌和眾聖徒的信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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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是為基督做的。 7 兄弟啊，
我為你的愛心大㈲㊒有快樂樂樂樂，大得安慰，因眾聖徒的心從你得了了暢
快。
8 我雖然靠著基督能放膽吩咐你合宜的事， 9 然而像我這㈲㊒有年年
紀的保羅羅，現在又是為基督耶穌被囚的，寧寧寧可憑著愛心求你， 
10 就是為我在捆鎖㆗㊥中所生的兒子阿尼西母求你。 11 他從前於
你沒㈲㊒有益益處，但如今於你我都都㈲㊒有益益處。 12 我現在打發他親㉂自
回你那裡裡去，他是我心㆖㊤上的㆟人。 13 我本來來㈲㊒有意將他留留㆘㊦下，在
我為福福音所受的捆鎖㆗㊥中替你伺候我。 14 但不不知道你的意思，
我就不不願意這樣行行，叫你的善行行不不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腓 利利 門 書

15 他暫時離離開你，或者是叫你永遠得著他， 16 不不再是奴僕，
乃是高過奴僕，是親愛的兄弟。在我實在是如此，何況在你呢？
這也不不拘是按肉體說說說，是按主說說說。 17 你若若以我為同伴，就收
納他，如同收納我㆒㈠㊀一樣。 18 他若若虧負你或欠你什什麼，都都歸在
我的帳㆖㊤上。 19 我必償還——這是我保羅羅親筆㊢寫的。我並不不用
對你說說說，連連你㉂自己也是虧欠於我！ 20 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
裡裡因你得快樂樂樂樂，並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裡裡得暢快。
21 我㊢寫信給你，深信你必順服，知道你所要行行的必過於我所說說說
的。 22 此外，你還要給我預備住處，因為我盼望藉著你們的
禱告，必蒙恩到你們那裡裡去。
23 為基督耶穌與我同坐㈼㊬監的以巴弗問你安。 24 與我同工的馬
可、亞里里達古、底馬、路路加也都都問你安。
25 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裡裡！阿們。

Mar$n	  Luther,	  Preface	  to	  the	  Le4er	  to	  Philemon	  	  

	  	  	  	  This	  epistle	  surely	  is	  a	  right,	  lovely,	  noble	  example	  of	  Chris8an	  love.	  	  
Here	  we	  see	  how	  St.	  Paul	  lays	  himself	  out	  for	  poor	  Onesimus	  and	  with	  
all	  his	  means	  pleaded	  his	  cause	  with	  his	  master,	  and	  so	  set	  up	  himself	  
as	  if	  he	  was	  Onesimus,	  and	  having	  himself	  done	  wrong	  to	  Philemon,	  
even	  as	  Christ	  did	  for	  us	  with	  God	  the	  Father,	  thus	  also	  does	  St.	  Paul	  
for	  Onesimus	  with	  Philemon,	  we	  are	  all	  Onesimi,	  to	  my	  thinking.	  

	  

 這封書信顯示了了基督徒公義、高貴和愛的榜樣。這裏我們看見見使

徒保羅羅煞費苦心㆞地為可憐憐的阿尼西母，盡㆒㈠㊀一切切的努力力懇求他的主

㆟人，好像阿尼西母就是他㉂自己，好像是保羅羅㉂自己對不不起腓利利門。

這就像基督在父神神面前為我們所作的㆒㈠㊀一樣。使徒保羅羅在腓利利門面

前為阿尼西母所作的，也正是如此；我看我們都都是阿尼西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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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Calvin,	  Commentary	  on	  Philemon	  	  
	  	  	  	  The	  singular	  loDiness	  of	  the	  mind	  of	  Paul	  is	  aEested	  by	  this	  

Epistle,	  in	  which,	  while	  he	  	  handles	  a	  subject	  otherwise	  low	  
and	  mean,	  he	  rises	  to	  God	  with	  his	  wonted	  eleva8on.	  Sending	  
back	  a	  runaway	  slave	  and	  thief,	  he	  supplicates	  pardon	  for	  
him.	  In	  behalf	  of	  a	  man	  of	  the	  lowest	  condi8on,	  he	  demeans	  
himself	  so	  modestly	  and	  humbly,	  that	  nowhere	  else	  is	  the	  
meekness	  of	  his	  temper	  painted	  in	  a	  more	  lively	  manner.	  	  

	  

 雖然保羅羅所論論到的題目層次較低，然而他的態度度郤能
彰顯最高處的神神；他降降卑㉂自己，用這麼謙虛的懇求來來
為着㆒㈠㊀一個最低微的㆟人。很少㈲㊒有其他的書能更更活生生的
描述保羅羅溫和的靈靈。

㆒㈠㊀一.

㆓㈡㊁二.

㆔㈢㊂三.

㆕㈣㊃四.

㈤㊄五.

A.
B.

A.
B.

A.
B.

A.

B.

C.

D.

A.
B.

腓 利利 門 書
圖析

摘要：
腓利利門書為㆒㈠㊀一本頗㈲㊒有㆟人情味的書卷，從書內可見見保羅羅處處為㆟人
著想的心，那是刻劃入微細緻的心，保羅羅的偉大不不單在乎他能
闡釋深奧的教義，而也在乎他常關懷別㆟人的處境，為別㆟人著想。

本書為㆒㈠㊀一封㈵㊕特別的書信，是㆒㈠㊀一封短函，字裡裡行行間充滿著和善、
友誼、智慧和親切切的感覺，他沒㈲㊒有擺出莊嚴的面孔來來說說說教，卻
用謙遜溫和的語氣勸服㆟人，這是保羅羅到家的㆞地方。

㆒㈠㊀一  .引言
A.啟語問安（1－3）
作者在啟語問安時充滿㆟人間溫暖的口吻，在此他把過去的感情，以愛作
線縫在㆒㈠㊀一處，使㆟人捧讀讀時那溫暖與甜蜜的感覺浮㆖㊤上心頭。

 B.感恩的話（4－7）
作者為收信㆟人㆒㈠㊀一家（父腓利利門、母亞腓亞、子亞基布）獻㆖㊤上感謝的祈
求，為他們的愛心、信心而感謝，也為他們「信心的功效」及「為基督
的善行行」更更使㆟人認識識而獻㆖㊤上祈願。為此作者大㈲㊒有快樂樂樂樂、安慰和暢快。	  

腓 利利 門 書
	  

㆓㈡㊁二  .保羅羅的請求

A.請求的憑藉（8－9）
作者向腓利利門發出個㆟人的請求，他的請求不不是憑著使徒的身份，如
同向㆒㈠㊀一些教會般，而是憑著 
 1.基督－－指出在主內的關係； 
 2.年年紀－－在主裡裡的經驗；
 3.被囚－－為主的緣故；
 4.愛心－－在主裡裡的聯聯繫（愛的相連連），而以此點為最要緊的。
   他什什麼都都不不要憑藉，只憑著愛向腓利利門求，讓愛替他說說說話。

B.請求的對像（10－14）
作者以愛為由，為㆒㈠㊀一個㆟人相求，就是逃奴阿尼西母。阿尼西母不不是
㆒㈠㊀一個普通的奴僕，而是
 1.在捆鎖㆗㊥中所生的兒子－－即是在被囚時所帶領領歸主的；
 2.㈲㊒有益益的㆟人－－以前因偷而逃，是㈴㊔名不不副實無益益的奴僕，如今因已
  歸主，可算是㈴㊔名副其實「㈲㊒有益益」（「阿尼西母」字之意）㆟人； 
 3.心㆖㊤上㆟人－－如同心㆗㊥中所最親愛的㆟人； 
 4.伺候的㆟人－－他的㈲㊒有益益，因他伺候主的僕㆟人如同伺候主㆒㈠㊀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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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㈡㊁二  .保羅羅的請求（續）

C.請求的解釋（15－16）
 1. 暫時變永遠
 作者請求腓利利門收納阿尼西母為僕㆟人，向他解釋阿尼西母暫時
 的逃跑反使他因禍得福福，因他的信主使他與其主㆟人由暫時的關
 係，變成㆒㈠㊀一個永遠不不分的關係，使腓利利門能 「永遠得著他」。

 

 2. 奴僕變弟兄
 如今阿尼西母回來來，不不單㈲㊒有奴僕的身份（奴僕信主並不不因此不不是
 奴僕），但卻㈲㊒有㆒㈠㊀一個更更高超的身份，乃是在主內如同兄弟般。

D.請求的目的（17）
經過㆖㊤上文「短篇」的請求，現今作者正式發出請願的目的，把阿尼
西母收納如同收納作者本㆟人般。	  

18他若若虧負你，或欠你甚麼，都都歸在我的賬㆖㊤上，19我必償還。

這是我保羅羅親筆㊢寫的。	  

以 賽 亞 書 53
5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
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6我們都都如羊走

迷；各㆟人偏行行己路路；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都歸在他身㆖㊤上。
	  

利利 未 記 16 
20亞倫倫為聖所和會幕並壇獻完了了贖罪㉀祭，就要把那隻活著的公山
羊奉㆖㊤上。21兩兩手按在羊頭㆖㊤上，承認以色列列㆟人諸諸般的罪孽過犯，就

是他們㆒㈠㊀一切切的罪愆，把這罪都都歸在羊的頭㆖㊤上，藉著所派之㆟人的

手，送到曠野去。22要把這羊放在曠野，這羊要擔當他們㆒㈠㊀一切切的
罪孽，帶到無㆟人之㆞地。

㆔㈢㊂三  .保羅羅的保證

 A.保證的內容（18－19a）
作者請願後加㆖㊤上個㆟人的保證，保證他必償還阿尼西母所欠的㆒㈠㊀一切切債
務，要腓利利門全數數歸在作者本㆟人的賬㆖㊤上，這「都都歸在我的賬㆖㊤上」正是
主基督擔㈹代世㆟人罪孽的㆒㈠㊀一幅極美的圖畫。	  

㆔㈢㊂三  .保羅羅的保證（續）
B.保羅羅的憑藉（19b）
作者如此保證因腓利利門也虧欠保羅羅，故可以向他保證阿尼西母的債
必得還清。

㆕㈣㊃四  .保羅羅的盼望
A.使他快樂樂樂樂（20）
作者盼望腓利利門能如此作，好叫他個㆟人方面因後者「信心的功效」而
得快樂樂樂樂，在主裡裡面更更能暢快



 B.必順服行行（21）
作者深信腓利利門必定順著他的請願而行行，而且超過他所求所願的。

㈤㊄五  .結語
A.個㆟人計劃（22）
在結語時作者吐露露他希望能到腓利利門那裡裡探望他們㆒㈠㊀一家，因他們㆒㈠㊀一家
（連連阿尼西母）與保羅羅的關係如同㉂自家㆟人㆒㈠㊀一般

B.問安㈷㊗祝頌（23－25）
從這些話㆗㊥中可見見當時作者的同工㉃至少㈲㊒有㈦㊆七㈴㊔名，這處境若若與提摩太後書便便
全然不不同，在撰述此書時，雖然作者處身在桎梏㆗㊥中，然而他的心境是
喜樂樂樂樂的，因他以「擁㈲㊒有」這些同工（包括腓利利門㆒㈠㊀一家） 為樂樂樂樂為榮。	  

[馬㈲㊒有藻] 腓利利門書在表徵㈻㊫學㆖㊤上可算是㆒㈠㊀一本論論救恩的書信，
在基督徒㆟人生哲㈻㊫學㆗㊥中卻是㆒㈠㊀一本論論「信心功效」的書。信
心要顯出功效才是真信。保羅羅稱讚腓利利門信心的功效後
便便給他㆒㈠㊀一個考驗：接納阿尼西母。但他深信腓利利門必會
接納，因他是已蒙主接納的㆟人；如主能赦免他，他必也
能赦免其他㆟人。

哥林林多前書 11:1 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㆒㈠㊀一樣。	  
	  

信徒啊，㈲㊒有誰冤枉你？赦免他，因主已赦免他，而你也
蒙主的赦免，他已把我們㆒㈠㊀一切切的罪債歸到主基督的賬㆖㊤上，
故我們因信便便得赦免，我們應因愛而彰顯赦免，使我們
的善事（赦免）不不是出於勉強，而是出於甘心。但願神神
使我們在信心、愛心㆖㊤上，都都能顯出「甘心的功效」，叫
㆟人從我們身㆖㊤上得著「阿尼西母」－－得著益益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