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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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lbert 和Jenny 的母親歸主 (11/4)

Matthew’s surgery (11/14)

11/17 (Sun) 浸禮/會員班

11/23 (Sat) 5:30pm      感恩見證會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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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受的事 (II): 慷慨大方”

(腓立比書 4:10-23)

邓牧師



2014 教會預算

• 30% Missions 宣教
• 關心福音

• 樂意給予

CBCOC 腓立比教會

腓 4:10-20  壓軸: 保羅的感謝 (奉獻)

• “金錢-奉獻”神學
• 關心工人 (v. 10)

• 關心福音 (v. 14)

• 討神喜悦 (v. 18)

•腓立比教會: 福音相称的生活



腓 4:10-20  “金錢-奉獻”神學

• 關心工人 (v. 10) “我靠主大大地喜乐, 因为
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 你们向来就思
念我, 只是没得机会.”

• 奉獻 思念 (關心)

•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 神的顧念 神的給予

• 出 2 “过了多年, 埃及王死了. 以色列人因做
苦工, 就叹息哀求, 他们的哀声达于神. 24 神
听见他们的哀声, 就记念他与亚伯拉罕, 以
撒, 雅各所立的约. 25 神看顾以色列人. 也知
道他们的苦情.”



腓 4:10-20  “金錢-奉獻”神學

• 關心工人 (v. 10) “我靠主大大地喜乐, 因为
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 . . ..”

• 奉獻 思念 (關心)

•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 神的顧念 神的給予

• 约 3:16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
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 彼前 5:7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 因为
他顾念你们.”

奉獻 (給予) 像神!



腓 4:10-20  “金錢-奉獻”神學

• 關心工人 (v. 10)

• 關心福音 (v. 14) “然而, 你们和我同受患难
原是美事.”

• 1:29 “因为你们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

• 为主受苦 犧牲奉獻 (vv. 15-16)

“腓立比人哪, 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 离了马
其顿的时候, 论到授受的事, 除了你们以外并
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 16 就是我在帖撒罗尼
迦, 你们也一次两次地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



为主受苦 犧牲奉獻 (vv. 15-16)

“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 离了马其顿的时候.”

• 林后 8:1-5 “弟兄们, 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
会的恩告诉你们, 2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
炼的时候, 仍有满足的快乐, 在极穷之间还格
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 3 我可以证明他们是
按着力量, 而且也过了力量, 自己甘心乐意地
捐助, 4 再三地求我们, 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
的恩情上有份. 5 并且他们所做的, 不但照我
们所想望的, 更照神的旨意, 先把自己献给主, 
又归附了我们.”



为主受苦 犧牲奉獻 (vv. 15-16)

“腓立比人哪, 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 . . 我在
帖撒罗尼迦, 你们也一次两次地打发人供给 .” 
林后 8:1-5 “. . 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
告诉你们, 2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
候, 仍有满足的快乐, 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
他们乐捐的厚恩. 3 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
量, 而且也过了力量, 自己甘心乐意地捐助. 再
三地求我们, 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 . .”

• 剛剛信主

• 极穷患难中

• 乐捐的厚恩 (慷慨大方): 福音的朔造



为主受苦 犧牲奉獻 (vv. 15-16)
“腓立比人哪, 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 离了马
其顿的时候, 论到授受的事, 除了你们以外并
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 16 就是我在帖撒罗尼
迦, 你们也一次两次地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
• 剛剛信主
• 极穷患难中
• 乐捐的厚恩 (慷慨大方): 福音的朔造

犧牲奉獻輝煌歷史: Thank God for you!
1:3-5 “我每逢想念你们, 就感谢我的神; 4 每逢
为你们 . . 常是欢欢喜喜地祈求, 5 因为从头
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



为主受苦 犧牲奉獻 (vv. 15-16)

• 關心工人 (v. 10) & 關心福音 (v. 14)

• 討神喜悦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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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做极
美的香气, 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

• 舊約的獻祭 新約的奉獻

• 弗 5:2 “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 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做馨香的供物和祭
物献于神.”

• 犧牲奉獻 : 愛神, 效法基督, 討神喜悦



为主受苦 犧牲奉獻 (vv. 15-16)

• 愛工人 (v. 10)

• 愛福音 (v. 14)

• 愛神 (v. 18)

“施比受更為有福!”: CBCOC 蒙福教會

• 天國帳號 (v. 17)

• 豐富人生 (v. 19)

• 榮耀父神 (v. 20)

香火錢? 積功德?



为主受苦 犧牲奉獻 (vv. 15-16)

“施比受更為有福!”: 蒙福教會

• 天國帳號 (403b) (v. 17) “我并不求什么馈送, 
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 归在你们
的账上.”

•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 豐富人生 (v. 19)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 致富福音? –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 林后 6:10 “似乎一无所有, . . 样样都有的.”

• 腓立比书 4 豐富人生



为主受苦 犧牲奉獻 (vv. 15-16)

“施比受更為有福!”: 蒙福教會
• 天國帳號 (403b) (v. 17) “我并不求什么馈送, 
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 归在你们
的账上.”

• 豐富人生 (v. 19)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 榮耀父神 (v. 20) “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
，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 林前 10:31 “所以, 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
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腓立比教會: 慷慨大方 (4:10-20)
• 为主受苦, 犧牲奉獻
• 愛工人
• 愛福音
• 愛神
• “施比受更為有福!” 蒙福教會
• 果子增多
• 豐富人生
• 榮耀父神

CBCOC: 如何效法腓立比教會?
• “23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裡!”

浪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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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