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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Philippians 腓立比書

4:10-23

(p. 1791-1792)

V. 13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



10 我靠主大大地喜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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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做。

14 然而，你們和我同受患難原是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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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地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 17 我並不求
什麼饋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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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弗提受了你們的饋送，當做極美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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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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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眾聖徒
都問你們安。在凱撒家裡的人特特地問
你們安。

23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裡！





11/9 (Sat) 9am-12pm  同工會: 小組事工

11/17 (Sun) 洗禮/會員班

11/23 (Sat) 5:30pm      感恩節見證會

12/22 (Sun), 10am  聖誕聯合崇拜 ,
洗禮/入會



SERMON

信息

11/3/13



“授受的事 (I): 知足常樂”

(腓立比書 4:10-23)

邓牧師



2014 教會預算

• 腓立比書 4:10-20 “金錢-奉獻”神學
• 奉獻意義, 態度, 使用, 來源

• 教會與工人 (使徒, 傳道人: 牧師, 宣教士)

• 福音相称 (投資) 移民心態 (省錢)

• 才干的比喻 (太 25; “又恶又懒的仆人?”)

教會? (腓立比書 1:5-7)

• 福音的伙伴/投資公司: 為福音打拚!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 你們是同心合意地
興旺福音. . . . 無論我是在捆鎖之中, 是辯明證
實福音的時候, 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



教會? (腓立比書 1:5-7)

•福音的伙伴/投資公司: 為福音打拚!

福音公司股東? -- 會友 + 工人??

•工人 + 會友 上帝/基督

•福音公司 家庭企業 (提前 3:15)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
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奉獻”神學: “論到授受的事” (腓 4:15)
 工人 (接受一方)

 教會 (授予一方) 

 上帝 (上頭主人)

福音相称



福音公司/家庭企業: “授受的事” (腓 4:15)

• 工人 (接受一方): 受薪?
• 提前 6:17-18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 当
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
的更当如此. 18 因为经上说: ‘牛在场上踹
谷的时候, 不可笼住它的嘴.’ 又说: ‘工人得
工价是应当的.’”

• 林前 9:13-14 “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 
就吃殿中的物吗? 伺候祭坛的, 就分领坛上
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 叫传福音的靠
着福音养生.”



福音公司/家庭企業: “授受的事” (腓 4:15)

• 工人 (接受一方): 受薪!
• 提前 6:17-18 ; 林前 9:13-14 

• 保羅不受薪的教會:
• 帖撒罗尼迦教會 (帖后 3:7-9)
• 哥林多教會 (林后 11:7-10)
• 以弗所教會 (使 20:33-35)
• 原因? -- 林前 9:12-18 “然而, 我们没有用过
这权柄, . . 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 . . . 就
是我传福音的时候, 叫人不花钱得福音, 免
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

• “Preachers of LA” & 致富 “福音”



福音公司/家庭企業: “授受的事” (腓 4:15)
• 保羅受薪的教會: 腓立比教會
• 林后 11:8-9 “我亏负了别的教会, 向他们取
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 9 我在你们那里缺
乏的时候, 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 因我所
缺乏的, 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

• 腓 4:18 “但我样样都有, 并且有余. 我已经
充足, 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

• 原因?
• 不會誤解: 貪財
• “授”的動機純正
• 蒙福: 施比受更為有福 (Next Week)



“授受的事” -- 工人 (腓 4:10-13)
保羅的感謝: 腓立比教會的馈送 (代禱信?!)
v. 10 “我靠主大大地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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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大地喜樂”: 保羅喜樂的榜樣 (牢房中)
• 原因? “因為你們思念我的心如今又發生”
• 馈送: 思念工人, 愛工人, 愛福音

• 福音居首位/福音相称!
•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
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 . . 满足”

• 解釋: “你們向來就思念我, 只是沒得機會.”



保羅的感謝: 腓立比教會的馈送
再解釋 v. 11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
在什么景况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 喜樂感謝原因: 

• 不是因馈送! 不是因缺乏!

• 知足祕訣! (vv. 11-13)

• 學習而會 (v. 11)

• 勝過環境 (vv. 11-12)

• 靠主力量 (v. 13)

• “有沒有奉獻, 我都知足, 喜樂, 感謝!”

• “我不需要你們的錢!” 傳道人的骨氣!



知足祕訣 (vv. 11-13): 傳道人的專利?

學習而來 , 勝過環境 , 靠主力量
来 13:5-6 “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 要以自己
所有的为足; 因为主曾说: ‘我总不撇下你, 也
不丢弃你.’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 ‘主是帮助我
的,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The Hiding Place 密室” Corrie ten Boom

• 集中營裏, 神掌權嗎?

• 集中營裏, 能平安, 喜樂, 知足嗎?

• Betsie: “There is no pit so deep that He is 
not deeper still 幽谷深; 但上帝更深.”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29 

"How Firm A Foundation" 

“穩當根基”



#29 How Firm a Foundation 1/4

耶穌的門徒, 有極穩當根基; 

是神的言語, 在聖經有所記

救主已應許, 賜你永遠的福; 

投靠你救主, 祂必定要保護

How firm a foundation, ye saints of the Lord,

Is laid for your faith in His excellent Word!

What more can He say than to you He hath said

To you who for refuge to Jesus have fled?



#29 How Firm a Foundation 2/4

請聽救主說, 不要懼怕驚慌; 

因為我是神, 我必賜你力量

我必幫助你, 使你站立得住; 

用我全能手, 時常將你扶助

"Fear not, I am with thee; O be not dismayed,

For I am thy God, and will still give thee aid;

I'll strengthen thee, help 

thee, and cause thee to stand,

Upheld by My righteous, omnipotent hand.



#29 How Firm a Foundation 3/4

雖然有患難, 經過水火試煉; 

我必賜給你, 豐富足夠恩典

患難與試煉, 無法將你傷害; 

你必成精金, 必永遠不朽壞

When through fiery trials thy pathway shall lie

My grace, all sufficient, shall be thy supply:

The flame shall not hurt thee; I only design

Thy dross to consume and thy gold to refine.



#29 How Firm a Foundation 4/4

靠近我的人,  靈魂必享安息; 

在我懷中的,  我永遠不丟棄

仇敵無法侵,  災害也不能臨; 

我必常保護,  一直到無窮盡

"The soul that on Jesus hath leaned for repose 

I will not, I will not desert to its foes;

That soul, though all hell 

should endeavor to shake,

I'll never, no, never, no, never forsa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