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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以巴弗提的榜样提摩太、以巴弗提的榜样
腓腓二19‐30

19 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

20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20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

21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22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明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

23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

24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

25然而 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25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

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

26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

27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 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

28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

29故此 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 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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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

30因他为做基督的工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

这整个大段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二19‐24所谈到的是提摩太的榜样…
又分成三个段落 第一段落二19保罗希望派提摩太到腓立比教会去又分成三个段落，第 段落二19保罗希望派提摩太到腓立比教会去，

是由「我指望」这个字来表达，保罗所指望、所希望的根据是「靠主耶稣」，

原文直译「在主耶稣里」，显示计画跟思想是臣服于主耶稣的旨意还有主权

希望能「快」差派提摩太去是基于为腓立比教会的好处，而不是有其他的动机

提摩太是保罗所信任的同工，曾经被差派到不同的教会去，为的是要坚固、劝勉
其他教会的信徒 如今也即将为他们属灵上的好处 被差往腓立比的教会其他教会的信徒，如今也即将为他们属灵上的好处，被差往腓立比的教会。

保罗打发提摩太的目的，是「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安慰。」是双重的：
保罗可以知道信徒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指教会的信徒能够和睦，保罗可以知道信徒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指教会的信徒能够和睦，

而且顺从保罗的教导，所以他的心里就得以安慰

腓立比的信徒，也可以因为得知保罗的情况而得到鼓励

「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安慰。」是一个正面的措辞，显示是假设情况，
就是当提摩太返回罗马时，所带来的是好消息。

保罗想知道的是「你们的事」 从文脉来看就是指一27‐二18 所提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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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想知道的是「你们的事」，从文脉来看就是指 27‐二18 所提到的事，

就是一27「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讨论的主题之下。

提摩太榜样的第二部分二20 ‐ 22，所谈的内容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称赞…
20一 始「因为」就说出了保罗打发提摩太的原因 而不是打发别人去20 始「因为」就说出了保罗打发提摩太的原因，而不是打发别人去，

就是「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接着说「实在挂念你们的事」。
「实在」有真诚、真正的意思，「挂念」是正面的意思。提摩太对信徒的挂念，

将会在他到访的时候，透过实际的帮助他们而真正地落实。

21保罗又以「因为」来解释上一节—为什么没有人像提摩太一样挂念他们的事。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 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是相当严厉的「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是相当严厉的，
「别人」原文直译是「所有的人」，而这些人是只求自己的事，

这样的情形就跟 20提摩太挂念你们的事成为对比。这些别人是谁呢？这样的情形就跟 20提摩太挂念你们的事成为对比。这些别人是谁呢？
一15‐17罗马教会的有一部分的信徒，传福音的动机是嫉妒纷争、结党，

这些人并没有像提摩太一般的有同心、还有挂念信徒的品德

也包括腓立比教会部分的信徒，有不合一的现象而且有

自私跟骄傲，所以保罗要求他们要效法耶稣

「别人」除了有求自己的事之外 他们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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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除了有求自己的事之外，他们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特别是指关心腓立比教会信徒的事情。



提摩太的品格受到考验是由以下特别的方式来表达，
22b他兴旺福音 与我同劳 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22b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 样。
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因为是一起服事神的，

现在保罗以父子的观念、关系，来说明他们在福音的工作上是情同父子

这句话其实是取自于当时的用语。在保罗的时代，

通常会期待孩子向父亲学习贸易或者是学习谋生之道，因此从保罗的用法里，

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知道提摩太向保罗学习到一切保罗所能够教导的事情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知道提摩太向保罗学习到一切保罗所能够教导的事情，

以致于提摩太来到他们那里的时候，就能够正确地表达保罗心中所想的事情

提摩太跟保罗的关系，透过下一句可以表达得更加清楚，提摩太跟保罗的关系，透过下 句可以表达得更加清楚，
就是「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兴旺福音」可以了解作「为了福音」。

「劳」是跟奴仆或者是奴隶同一个字根，意思就是在福音上的服事。
保罗在一1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在这个时候他就指出来，

为了福音的缘故提摩太就跟他同劳，提摩太跟他像奴隶一样的工作、事奉

而这样的叙述也多少就显示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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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的叙述也多少就显示 件事情

就是保罗想把提摩太的榜样摆在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面前

有关于提摩太的第三个部分 23‐24，所谈的是重申差派提摩太的计画…
23最前面出现「所以」 是要表示保罗对提摩太的推荐结束之后23最前面出现「所以」，是要表示保罗对提摩太的推荐结束之后，

又回到 19所提到的差派提摩太的主题上面。
保罗差派提摩太是跟他自己的事情有关，

23b「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
一看出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指的就是保罗受审判的事，

他的意思就是 旦保罗知道审判的结果他的意思就是一旦保罗知道审判的结果，

他会立刻打发提摩太去腓立比的教会探望他们。

除了差提摩太去探望腓立比的教会之外，除了差提摩太去探望腓立比的教会之外，
保罗自己也表示他去他们那个地方的一种自信，

24「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
表示对主的信心是在主里的，也就是说保罗的自信之所在是在主的身上：

保罗并不知道他是否会殉道，或者是有一天可以得到释放

但是他对于未来的盼望是臣服于主耶稣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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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对于未来的盼望是臣服于主耶稣的愿望，

他未来的问题，不是自己要去解决的，而是主耶稣要去解决的

25‐30第二个部分，讲到以巴弗提的榜样，也分成三个段落…
25b他是我的兄弟 与我一同做工 一同当兵 是你们所差遣的 也是供给我需用的25b他是我的兄弟，与我 同做工， 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

前三个描述或者说前三个名词，是把重心放在以巴弗提跟保罗的关系上面

后两个措辞则是把焦点放在以巴弗提受托的责任上面

1.我的弟兄，所指的是属灵上的关系，因着父神的救赎，
所有的信徒彼此之间就互相成为弟兄或者是姊妹，

这是 个比较 般性的关系这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关系。

2.与我一同作工，可以翻译成我的同工，
在新约当中不是指一般的基督徒，乃是与一般的信徒有别，在新约当中不是指 般的基督徒，乃是与 般的信徒有别，

特别是指那些与保罗在福音上同劳的基督徒。

3.与我一同当兵，可以翻译成我的同袍，原本是用来指战场上一起作战的战友，
用在福音上的时候，它特别是要指出福音的工作也是一种属灵的争战。

保罗跟以巴弗提面对相同的敌人，包括那些敌对福音的人

以及一切敌对神的势力 因此以巴弗提就跟保罗一起分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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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切敌对神的势力，因此以巴弗提就跟保罗一起分担的，

不只是福音的工作也包括随之而来的受苦。

4.是你们所差遣的，是指教会所差派的代表。

5 也是供应我需要的 原文直译是为我的需要之服事者5.也是供应我需要的，原文直译是为我的需要之服事者。
从需要这个用字可以知道，这个地方其实是腓立比书当中

第一次提到腓立比教会致赠金钱给保罗这件事情。

因为在当时下在监狱的犯人，他们在生活上的必需品，
不是由国家来提供，而是由亲戚或者是朋友供应，

特别是在食物上面 在这方面 腓立比教会特别是在食物上面，在这方面，腓立比教会

确实是帮助了保罗，而且帮了一个大忙。

「供应」这个字，可以翻成是服事者，「供应」这个字，可以翻成是服事者，
在七十士译本当中的用法，特别是指祭司的服事。
当保罗在这个地方使用这个字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意思就是：

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透过以巴弗提为他所做的，

就相当于是祭司向上帝献上的事奉

但是不论如何 以巴弗提的主要任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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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论如何，以巴弗提的主要任务就是

带给保罗金钱上的需要，以维持保罗在监狱当中的生活



第二个段落 26‐28讲到以巴弗提被差回去的原因…
保罗特别花一些篇幅 来说明以巴弗提的近况保罗特别花 些篇幅，来说明以巴弗提的近况。

26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
这一节说明保罗比预期还要早打发以巴弗提回去的原因，有两个：

1.「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即使在腓立比的教会有一些的问题，
比如说有内部的不合，可是以巴弗提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爱，

却是超越教会的 题 并 是透过想念 们 把这种爱充分地表达出来却是超越教会的问题，并且是透过想念他们，把这种爱充分地表达出来。

2.「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
以巴弗提的难过 不是因为他自己生病以巴弗提的难过，不是因为他自己生病，

是因为他知道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听见他生病了。
经文并没有清楚地说出以巴弗提是什么时候开始生病

也没有说明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是如何获知以巴弗提生病的消息

也没有指出以巴弗提如何知道腓立比教会知道他生病这件事情

但是以巴弗提的生病 确实是使腓立比教会感到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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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巴弗提的生病，确实是使腓立比教会感到忧心，
这一点就让以巴弗提感到难过。

27a对以巴弗提的病情有更进一步的描述：
「他实在是病了 几乎要死」「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

从这句话的措辞，我们并不知道

以巴弗提到底是得了什么病、病了多久，

但是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
以巴弗提的生病是到了几乎要死的地步。

他却是能够逐渐地康复 保罗认定这种的情形是神的怜悯他却是能够逐渐地康复，保罗认定这种的情形是神的怜悯。

27b「然而神怜悯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悯我」，
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神怜悯他，就是指神使以巴弗提痊愈这件事情。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神怜悯他，就是指神使以巴弗提痊愈这件事情。

接下来他所说的也怜悯我，这个「我」当然就是指保罗，
也怜悯我就是指下一句的「免得我忧上加忧」。

由于以巴弗提生病了，并且因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对以巴弗提的关心，
28a「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

这句话就再次地表明 保罗要打发以巴弗提回去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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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就再次地表明，保罗要打发以巴弗提回去的意愿，

并且希望能够越发急速地打发他回去。

28进一步地说明打发以巴弗提回去的另外两个原因…
1 「叫你们再见他 就可以喜乐」，1.「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

应该翻译成：「叫你们见他，就可以再喜乐」。
「再」是来修饰喜乐，而不是来修饰「见」。

意思就是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

可能会因为以巴弗提的生病以致于失去了喜乐。

所以如果保罗打发恢复健康的以巴弗提回去的时候所以如果保罗打发恢复健康的以巴弗提回去的时候，
就可以使教会的弟兄姊妹再一次的喜乐，所以应该把它翻成就可以再喜乐。

2.「我也可以少些忧愁」。保罗这句话的说法有一点出人意料之外，2.「我也可以少些忧愁」。保罗这句话的说法有 点出人意料之外，
因为原本以为他会说：我也会喜乐，可是他却是说「我也可以少些忧愁。」

「少些忧愁」原文是一个字，它应该是指免于忧愁。
为什么保罗打发以巴弗提回去之后，就可以免于忧愁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以巴弗提个人感情的因素，他回到腓立比教会之后，
他想念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那种的感情就可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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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念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那种的感情就可以落实
腓立比信徒对以巴弗提的忧心也可以消除

第三个段落 29‐30，谈到的是腓立比信徒接待以巴弗提应该有的态度…
保罗既然要打发以巴弗提回去 相对的腓立比教会所应该采取的行动就有两个：保罗既然要打发以巴弗提回去，相对的腓立比教会所应该采取的行动就有两个：

第一个行动 29a「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要信徒在主里接待以巴弗提，
「在主里」就是指教会接待以巴弗提，就像他是教会的一分子一样

「欢欢乐乐的」希腊文的直译是带着所有的喜乐，

就可以翻译成满心喜乐地、或者是满怀喜乐地，

意思就是要以毫无保留的喜乐来欢迎以巴弗提意思就是要以毫无保留的喜乐来欢迎以巴弗提

第二个行动是29b「尊重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是复数而不是单数，所以他是要表示，不只是以巴弗提，「这样的人」，是复数而不是单数，所以他是要表示，不只是以巴弗提，

所有像以巴弗提那样事奉的人，都值得腓立比教会信徒的尊重

对保罗而言，以巴弗提是一个事奉主的典范，

因此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应该全心地欢迎他

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尊重」，尊重像以巴弗提这样的人，
并不会因此就跟保罗在前面所说的「把荣耀归给神」这样的观念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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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会因此就跟保罗在前面所说的「把荣耀归给神」这样的观念相冲突；
因为这位服事神的仆人，受到应有的尊重的时候，神便得到荣耀了。



30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尊重以巴弗提的理由：
「因他为作基督的工夫 几乎至死 不顾性命 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 」「因他为作基督的工夫，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

「基督的工夫」按照希腊文直译，就是「基督的工作」。
按照文法的了解，意思就是「为基督工作」，就是指「福音的工作」。

为什么说以巴弗提所做的工作是福音的工作呢？
因为他把腓立比教会的馈赠送到保罗手中，

用来供给那以传福音为职志的使徒保罗用来供给那以传福音为职志的使徒保罗，

这就算为是基督的工作，也是福音的工作。

以巴弗提为基督工作的程度是几乎至死，表示几乎到了死亡的边缘。以巴弗提为基督工作的程度是几乎至死，表示几乎到了死亡的边缘。
保罗称以巴弗提的服事是不顾性命的服事，
「不顾性命」这个措辞的希腊文直译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就可以回溯到 27 以巴弗提病了，而且是几乎要死；
以巴弗提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也就是说以巴弗提是不顾性命来完成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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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以巴弗提是不顾性命来完成他的使命，

从这一点就可以显示，他使命必达的忠诚或者是忠心。

以巴弗提冒着生命危险的目的就是 30b「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
这句话的「供给」 原文有「服事」的意思这句话的「供给」，原文有「服事」的意思。

按照以巴弗提的工作可以知道，这里的服事或者说和合本的翻译成供给，
就是指教会把金钱的馈赠送到保罗的手中。

而以巴弗提的生病，不论是发生在送交教会的馈赠给保罗的途中，

或者是发生在以巴弗提抵达保罗所住的地方，

他仍然是不顾性命 以致于圆满的达成他的任务他仍然是不顾性命，以致于圆满的达成他的任务。

而当保罗说「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的时候，
并不是责备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或是抱怨的话并不是责备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或是抱怨的话

相反的，是要肯定、感谢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以及要感谢以巴弗提的工作

这里的「不及之处」的不及就是指不足，当然是缺乏、缺欠的意思，
如果跟供给这个字做对照的时候，供给就是指服事，

它就是指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能够亲自来到保罗的身边，
因此当以巴弗提代表教会的弟兄姊妹 来到保罗这个地方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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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以巴弗提代表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到保罗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补足了这份不足之处，他成为教会的代表，补足了他们供给保罗的不足之处。

总结…
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 提出两个人物作为腓立比教会信徒的榜样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出两个人物作为腓立比教会信徒的榜样，

第一位是提摩太，

提摩太是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加入保罗的宣道队；
加入之后他们就来到腓立比城，

在那个地方，提摩太就亲自参与在腓立比城的福音工作。
当然 提摩太 定是认识第 批归主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当然，提摩太一定是认识第一批归主的教会的弟兄姊妹，

因此当保罗在书信当中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

一定会让弟兄姊妹，顿时睁大眼睛。会 弟 姊妹， 时睁 眼睛。

他们这时候所听到的提摩太仍然像过去一样的关心他们，
就如同二20 所说的，并且为传福音跟保罗一起来劳苦

提摩太在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眼中，就像一个盘石立在那里

腓立比教会过去所认识的提摩太，他仍然忠心的为主工作，
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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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心志，
这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来说，是一个榜样、也是一个鼓励。

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所熟悉的弟兄，腓立比书本身并没有明说，
这个教会为什么特别选派以巴弗提 把金钱的馈赠送到保罗的手里这个教会为什么特别选派以巴弗提，把金钱的馈赠送到保罗的手里。

但是由保罗的描述可以知道，腓立比教会确实是选对了人，
因为他为服事基督而几乎要死，他不顾性命，

以致于保罗就称以巴弗提是他的同工，

就如同保罗所用的词，一同作工就是同工
保罗也称他是 同当兵 意思就是指属灵上的战友保罗也称他是一同当兵，意思就是指属灵上的战友

还有称他是供给我需要的，

就是服事保罗的需要的

从表面上来看，这两位都是不起眼的人物，
他们既没有显赫的地位跟名声，也没有什么可夸的成就，

一位是保罗的工作伙伴，

一位则是腓立比教会所差派到保罗那里的同工。

但是在保罗的眼中 他们的榜样就足以立在教会的面前 供信徒效法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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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保罗的眼中，他们的榜样就足以立在教会的面前，供信徒效法与尊重，
也是要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属灵上能够不断地长进。



可以学到的功课…
第一 当保罗在论到提摩太的时候第 、当保罗在论到提摩太的时候

二20‐22他的心里一定是充满了安慰跟感恩。
不但如此，保罗特别强调他跟提摩太的关系是像父子的搭档一样来服事神，

二22「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就是指提摩太向保罗学到一切的教导。
但是保罗却绝口不提他有恩于提摩太之处，

包括保罗造就他 训练他 教导他还有照顾他包括保罗造就他、训练他、教导他还有照顾他，

这样的心胸可以说是宽广而且无私。

保罗是宣教团队的领袖，保罗是宣教团队的领袖，
他没有把他的同工，看作仅仅是自己的属下，甚至作为自己成名的踏板，

保罗更不会把对方是因为比自己资浅或者是年轻，就轻视他

保罗在别人的面前高举他的同工，说出他的优点，

使别人因此能够尊重他的同工

保罗常常为同工属灵上的好处着想 使同工的生命能够得着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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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常常为同工属灵上的好处着想，使同工的生命能够得着造就，
因此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看到什么叫作领袖特质，什么又叫作属灵领导。

第二、当以巴弗提生病的时候，保罗一定是忧心如焚。
不过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保罗在以巴弗提的病情上 似乎是使不上力不过我们注意到 件事情，保罗在以巴弗提的病情上，似乎是使不上力。

保罗有医病的恩赐，比如：
徒廿八8医治米利大岛长部百流的父亲、还有医治岛上的人；
但是有时候对自己甚至对同工，比如：提摩太他的胃口不清；

提后四20保罗的同工特罗非摩病了，
保罗就把他留在米利都并且照顾他直到他的病好了保罗就把他留在米利都并且照顾他直到他的病好了。

对他的同工，也不能够使用医病的恩赐来医治他们。

我们知道神给人医病的恩赐，是受制于神的主权跟旨意，我们知道神给人医病的恩赐，是受制于神的主权跟旨意，
我们无法使用恩赐像变魔术一样，要有就有要变就变的。

世界各地的信徒，特别容易在医病的恩赐上，有所偏差跟迷思，

很多人狂热地追求神医，并且把身体的医治

视为是神的怜悯、视为是神工作的记号；

这也让许多打着医治的各式神棍有机可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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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让许多打着医治的各式神棍有机可趁，
以致于教会常常看到不少人借机敛财，并且混乱神的真道。

对于二千年前的人来说，也包括现代的落后地区，

疾病得到医治 透过神来亲自医治 确实是比较常见的疾病得到医治，透过神来亲自医治，确实是比较常见的。

但是现在的医学发达，人的疾病经由医生的医治得到痊愈，
比神医的特会还要来得多。

对现代的基督徒来说，有病找医生才是正途，
透过神医大会并不一定会得到医治，也不会增加对神的信心。
有许多人参加完之后并没有得到医治有许多人参加完之后并没有得到医治，

有时候会觉得他信心不够、甚至会觉得神并不爱他

对信心并没有得着帮助，这是因为有错误的追求的关系

神在不同的世代、在不同的环境、用不同的方式来彰显祂的权柄，
人是不能够限制神工作的方式，也没有办法强求自己所要的结果。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神工作最重要的地方，不在于我们的身体而是在于灵魂，

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办法日日更新、不断长进，

就是身体暂时得着医治 对我们的灵魂是没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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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身体暂时得着医治，对我们的灵魂是没有帮助的。

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把握这样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