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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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
腓四 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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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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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13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14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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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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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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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你已经学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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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长乐牧师 2018.09.09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聚会，实在是神的恩典！
我们都知道过去这一个礼拜发生了许多事情：

大阪跟名古屋遭受了很严重的风灾 北海道有地震大阪跟名古屋遭受了很严重的风灾，北海道有地震。
这些地方的人可能还没有水没有电，连日常生活都有困难。

年初的时候也有暴风雪在北部。年初的时候也有暴风雪在北部。
当基督徒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起来祷告。

神不喜欢我们冷漠，我们要与那些在悲伤痛苦的人一起有份。
我们 起来祷告 求主保守重建的过程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主保守重建的过程，

也保守当地的教会在苦难中为主做见证…

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信息是：你已经学会了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我们生活在 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

因此「学习」成为我们必要的生活态度。

我常常跟我太太分享：
我们见证了一个大时代一连串的改变。
以前我们跟人联络，要写信。

我在台湾的 个外岛 马祖当兵我在台湾的一个外岛—马祖当兵，
我写一封信一个礼拜才有一班船可以帮我送出去，

对方接到信最快地给我回信，也要再过一个礼拜我才能接到回信。对方接到信最快地给我回信，也要再过 个礼拜我才能接到回信。
后来有了电话、之后电脑发明了，我们有了email。

我本来很拒绝学电脑，但是后来我发现越来越少人问我：你家住哪里？
很多人 问我 你的 么 所以我 好赶快 始学电脑很多人只问我：你的email是什么？所以我只好赶快开始学电脑。

等到有了手机以后又发生改变，现在也不太有人问我email了。
你有没有「LINE」？「微信」？你有没有「LINE」？「微信」？

我来到日本以后才开始用LINE跟微信。



不仅通讯的方式如此，付钱的方式、买东西的方式也在改变。
以前我们用现金，要到实体的店去买，以前我们用现金，要到实体的店去买，

后来用信用卡，用网路购物；
师母是网路达人，她每次买东西我都心惊肉跳，

因为我的思想很保守，总觉得：这是可靠的吗？
现在不仅用信用卡跟支付宝，

去年我跟我太太去美国的时候也发现另外一个改变去年我跟我太太去美国的时候也发现另外 个改变，
就是：我们买好东西要付账的时候，柜台都没有人，

然后你自己刷个卡，在上面画一画就可以，
我们两个很害怕，去找了唯一剩下有人服务的那个窗口。

我们很庆幸日本比较慢，结果最近发现我们家附近的超市也这样了—
我发现生存越来越困难了我发现生存越来越困难了。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除了生存的技巧之外，更要学习面对人生的态度。
我们要熟悉圣经的真理，并且要将这样的真理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熟悉圣经的真理，并且要将这样的真理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才能够发挥真正的影响力。

我今天分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什么是人生的必修课？
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保罗在罗马监狱中收到了腓立比教会的奉献，透过一位弟兄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保罗在罗马监狱中收到了腓立比教会的奉献，透过 位弟兄

叫以巴弗提转给转给他的，他非常的喜乐，他说他是靠主喜乐。
我相信他可能有需要、也祷告，然后神垂听了他的祷告。

弟兄姊妹，相信一件事情：
你凭着自己口袋的能力付钱，绝对比不上你自己没钱，

祷告神替你付钱来得快乐 这是 个非常奇妙的属灵祝福祷告神替你付钱来得快乐，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属灵祝福。
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马其顿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他跟他们有很好的关系，

他们多次的奉献支持他的生活和事工。其实他所真正高兴的他们多次的奉献支持他的生活和事工。其实他所真正高兴的
不只是接到奉献而已，而是腓立比的基督徒对他的关怀和思念。

我们做子女的逢年过节总要孝顺父母，其实我们给的非常有限，
但是父母亲心里的高兴是因为子女的心里有他。
我和师母的长辈在世的只剩下我岳母，

我们常常在她的生日 母亲节跟过年我们常常在她的生日、母亲节跟过年，
寄一点红包给她，她常常说「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心里有我。」

使徒保罗在这里说，他不是因为缺乏得到供应而喜乐。
他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 他学到了 个功课他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学到了一个功课：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
当我们要学会知足的时候，先要认识一件事情：，

不论你是信主或是不信主，在人生中都会遇到各种状况；
有的时候是顺境，有的时候是逆境。

像使徒保罗所说的 他有时候丰富 有时候缺乏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他有时候丰富，有时候缺乏。

但是，很多基督徒有个错误的想法—
认为信主以后应该一帆风顺认为信主以后应该 帆风顺，

许多错误的成功神学更是如此的教导。
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就晓得—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一个画家，只用一种颜色画不出什么特别的画来；
如果你是一个音乐家，你不可能用单一的音符来创造出美好的音乐；

所以上帝也用各样环境来塑造我们的人格跟灵性所以上帝也用各样环境来塑造我们的人格跟灵性。

做传道人的孩子很辛苦，常常他放假的时候正是父母最忙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的孩子小学 年级的时候 有 个主日的晚上我还记得我的孩子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主日的晚上，

她看到我跟师母终于忙完了，就抓着我们要我们陪她玩一种游戏：「Uno」，
我相信很多的年轻人都玩过，我跟师母就答应陪她玩。我相信很多的年轻人都玩过，我跟师母就答应陪她玩。
可是小孩子有一个特质：一定要玩到他赢才甘心，

这常常也是我们人生还像婴儿一样的那种心境。
她那天手气非常不好，怎么玩都输，我跟师母又累得半死，

终于她玩到尿憋不住了去上厕所，我跟师母就赶快作弊，
把所有的王牌都通通发到她那边，她上完厕所回来，一拿起牌来，眼睛亮了，

不得了，这盘非赢不可！可是她打了两张牌以后就说不玩了，她说：
「没有这种牌！」弟兄姊妹 人生没有只有你想象的那种牌 发牌的不是你「没有这种牌！」弟兄姊妹，人生没有只有你想象的那种牌，发牌的不是你。

但不论是怎样的情况，使徒保罗说他都可以知足。知足跟满足是一种
内心的状态 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 也不会一直贪求要更多的东西；内心的状态，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也不会 直贪求要更多的东西；

当他面对一个不能够改变的外在环境，他仍然能够欣然接受。



但这跟一般哲学家所说的「无欲则刚」、「禁欲主义」是不一样的，
而是基督徒应该要相信而且甘心的接受：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有神的安排而是基督徒应该要相信而且甘心的接受：自己所遭遇的 切都有神的安排。

而且就算在最糟糕的环境下，神仍然眷顾你，
罗八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 我们晓得 事都 效 ，叫爱神的人得 。

一个知足的人，他不会在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立刻抱怨，
他也不会随便的问「为什么是我？」而是可以向神来祷告：
「神啊！你要我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怎样的功课？」
「神啊！你要我在这样的环境中怎样的荣耀你？」各位，不要另外一种迷思：
处困难比较不容易 处顺境比较容易 缺乏比较困难 富足比较容易处困难比较不容易，处顺境比较容易；缺乏比较困难，富足比较容易。

其实顺境跟富足更要谨慎，当中所蕴含的试探更大！
有一次有一位长辈找我 他说：「牧师 我昨天晚上整夜失眠 」有一次有一位长辈找我，他说：「牧师，我昨天晚上整夜失眠。」
我问他：「你为什么失眠呢？」他说：「我在想一个问题，万一我中了大乐透
要怎么办？我要怎么运用我中了大乐透好几亿的钱？我想了半天，实在不会用，要怎么办？我要怎么运用我中了大乐透好几亿的钱？我想了半天，实在不会用，

所以我失眠了。」我就跟他说：「我为你祷告不要中。」

在这里使徒保罗说他「学会了」，
这也跟一般的哲学家所描述的不一样—不是靠着自己的苦修来顿悟，这也跟 般的哲学家所描述的不 样 不是靠着自己的苦修来顿悟，

而是在圣灵的开启下，他一次又一次的认识：耶稣基督是他的至宝。
使徒保罗在 腓立比书第三章曾经讲过：从前有许多让他夸口的事情、

觉得对他有意义的事情，现在都把它当作不重要的事情，
因为他得到了耶稣基督这样的至宝。

使徒保罗本来在犹太教中有大好的前途，
他也可以继承很丰富的家产，

但是他 次又 次的但是他一次又一次的
让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当中的至宝。

弟兄姐妹 抓住每一个生命当中的环境和机会弟兄姐妹，抓住每 个生命当中的环境和机会，
你在逆境当中吗？你里面有宝贝是挪不去的；
你在顺境当中吗？而这些也不能够影响你在顺境当中吗？ 这些也不能够影响

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地位。

二、什么是你人生的依靠？
有很多人说「信什么都一样」 我告诉你 没事的时候真的是看不出来有很多人说「信什么都 样」，我告诉你，没事的时候真的是看不出来，

你真正的遇到人生的挑战和困难，你就知道「依靠什么」有多重要。
使徒保罗说「我深深的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是他能够知足的很重要的原因。「 深深的知道 」， 知足
他也得到了一个秘诀，就是：「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上帝，他凡事都能做。」
这句话很好用，但是也会被误解，有些年这句话变成一首很美的诗歌，

我们也常常唱；但是弟兄姊妹，你真的了解这句话吗？有很多你做不到的事情，
你靠着上帝就可以做了吗？我听到一个例子，…有一个基督徒要过河：

场大雨河水暴涨 这基督徒还想过河 怎么办呢 他想起这首诗歌一场大雨河水暴涨，这基督徒还想过河，怎么办呢？他想起这首诗歌—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一面唱一面强行过河，最后就被淹死了。
有很多人误用了这样的话 上帝不是要成就你的野心 神要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有很多人误用了这样的话。上帝不是要成就你的野心，神要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

这边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靠着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单单信靠主，而且在日常生活紧密的与主有美好的连结。就是你不单单信靠主，而且在日常生活紧密的与主有美好的连结。

你不仅接受神的供应，你也顺服神的引导，同时你也要承认自己是软弱和有限的。

保罗在很多的地方承认他是软弱和有限的，而且他一再的强调—
你要刚强吗？没有别的路 只有依靠神 你只有依靠神才能做刚强的人你要刚强吗？没有别的路，只有依靠神。你只有依靠神才能做刚强的人。

保罗在这里接受了腓立比教会的奉献，但是哥林多教会的奉献他就是不接受，
不是说他不需要，而是他真的能够分辨他什么时候是依靠主作刚强的人。不是说他不需要， 是他真的能够分辨他什么时候是依靠主作刚强的人。

甚至当他身上有一根刺，他三次祷告来寻求主，上帝并没有照他想要的方式
来解决他的困难。上帝却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此当保罗体会到这点的时候，

他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

我们都好像一个小孩子要搬很重的东西，我们的父亲站在旁边，
我们尽了所有的力量也搬不动，但是却忘记了—慈爱的天父就在旁边！

我们忘记了人生有一个最大的资源，随时等待我们去支取。
每 个基督徒都要学习在任何的情况下 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在任何的情况下，依靠神的大能大力。

旧约的约瑟，当他在委屈中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当他面对诱惑时，
他更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常常我们太容易掉到试探里他更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常常我们太容易掉到试探里，

乃是因为我们没有依靠神的大能大力。



圣经把做一个刚强的人的秘诀告诉我们：
有一位神，他乐意将力量给我们，我们要懂得依靠他。有 位神，他乐意将力量给我们，我们要懂得依靠他。
诗篇37篇就讲到：当我们把我们的事情交托给神、并且倚靠他的时候，

他就会成全凡是交在我们手上的事。弟兄姊妹，学习依靠神！

三、什么是神所悦纳的祭物呢？
保罗好几次接受了腓立比教会的奉献，满足了他在生活和事工上的需要。
对 个奉献的人来说 钱出去了就变少了 对不对？对一个奉献的人来说，钱出去了就变少了，对不对？

但是在这里，使徒保罗给每一个奉献的人一个清楚的概念，
这不只是概念而是一个事实：奉献不是只有付出，而且有获得。这不只是概念 是 个事实 奉献不是只有付出， 且有获得。
他说：我所求的不仅是你们的奉献，而是希望这些「果子」都记在你们的账上。

这个「果子」是一个商业用语，是一个帐本。我觉得被开启：
喔 原来我们在上帝那里 每人有 本帐本 在这边好像是支出喔！原来我们在上帝那里，每人有一本帐本，在这边好像是支出，

在神那里却是收入，是一种存款，而且是用复利来算的存款！
这样的祝福不仅是在永恒中让我们得到，这样的祝福不仅是在永恒中让我们得到，

这是让我们在今生就得到上帝的恩典，品格也得到塑造。

在这里更讲到，这样的奉献在神的面前好像是一个蒙悦纳的馨香的祭物。
当你在圣工有份的时候 你所奉献的是神所悦纳的 而且像一个馨香的祭物当你在圣工有份的时候，你所奉献的是神所悦纳的，而且像 个馨香的祭物。

旧约有五种祭物，有四种都是多少跟自己有关：犯罪了献赎罪祭、
得罪人献赎愆祭、蒙恩了献感谢祭，但是只有一种祭物人献赎愆祭、 恩了献感谢祭， 只 物
神说是馨香的祭物，全然是为着上帝的，那是：「燔祭」，

所有的通通要归给神，不为着自己的需要，只因为神是配得的。
罗十二1 保罗说我们将身体献上当做燔祭。

弟兄姊妹，当神的心满足的时候，神也会大大的祝福我们，
因此使徒保罗在这里挂保证，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使你们这些奉献的人在一切所需要的事上都富足。哇！使徒保罗保证，
不是诸牧师保证 你要不要押这个宝啊？不是诸牧师保证，你要不要押这个宝啊？

其实不只是使徒保罗，每一个经历神的恩典的人，都可以这样的保证。
我们为着神的时候 神 定顾念我们的需要 而且不是照着我们所想象的我们为着神的时候，神一定顾念我们的需要，而且不是照着我们所想象的，

是照着神荣耀的丰富来给我们。神是丰富的神，超过你我所能想象。

最后跟各位做一个见证…
1994年我在台北的教会第二次建堂 10周年 总共需要4700万日圆1994年我在台北的教会第二次建堂，10周年，总共需要4700万日圆；

教会十周年应该要对外奉献，决定要奉献400万日圆。
那时候教会才一百多人，自己的经费不够，虽然弟兄姊妹尽力奉献；就向母会申请，那时候教会才 百多人，自己的经费不够，虽然弟兄姊妹尽力奉献；就向母会申请，

可不可以帮助我们一些，母会挣扎了半天，答应奉献给我们1800万日圆。
还是不够，就祷告，结果实际收到的是2500万日圆。不为别的，

母会说：你们在极缺乏的时候仍然愿意给人，我们受感动；
我们觉得一千八百万太少。

弟兄姊妹，腓立比教会是一个非常穷的教会，但是他们乐意奉献，
到今天仍然被纪念；弟兄姊妹，为着主的摆上神永远纪念。
人生要学习 我们要学习知足和感恩 要学习依靠神的大能大力人生要学习，我们要学习知足和感恩，要学习依靠神的大能大力，

要常常献上神所悦纳的燔祭。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盼望你快快的去上慕道班，
能够认识这一位在任何情况下加力量给你的神能够认识这 位在任何情况下加力量给你的神，

可以使你有盼望的神，而且可以照他荣耀的丰富来祝福你的神。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思想这段经文。
信靠你主啊！你自己说我们不仅要信靠你，

而且要学习明白真道成为你的门徒。

若是我们过去不懂得依靠你，
若是我们还没有学会知足的功课，若是我们还没有学会知足的功课，

求你一遍又一遍的开启我们，光照我们，
直到我们成为主你手中合用的器皿直到我们成为主你手中合用的器皿。

也感谢你让我们对奉献有一个新的认识，
寡妇的两个小钱你都记念，

求你让我们常常凭着信心献上你所悦纳的。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