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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利门书》
腓利门书》
介绍
作者:
1,9,19 节)
作者: 保罗, 耶稣基督的使徒 (1,9,19
写信地点:
写信地点: 罗马, 与给歌罗西教会写信的时间差不多。推断根据如下：
1) 这封书信和写给歌罗西教会的书信都是在保罗被囚时写的 (1,10,13,23
1,10,13,23 节)
2) 这两封信都是提摩太和保罗一同写的 (1
1 节; 歌罗西 1:1)
1:1
3) 两封信中都提到以巴弗、马可、亚里达古、底马、路加的问安 (23,24
23,24 节; 歌
罗西 4:104:10-14)
14
4) 本书信中谈到的阿尼西姆，是给哥罗西教会送信的人员之一 (哥罗西
哥罗西 4:74:7-9)
5) 本书信特别提到的收信人之一亚基布(2
2 节 ),同样也在歌罗西书中提及 (歌
歌
罗西 4:17)
4:17
写信时间:
（《以
写信时间: 如果这封写给腓利门的信与《歌罗西书》以及另外两封“监狱书信”
弗所书》和《腓立比书》）写于同一时间段，这封信便是保罗在罗马关监狱时所写，
大约在公元 61-63 年之间。
写信背景:
歌罗西 4:17),他大有
写信背景: 腓利门是歌罗西教会的成员 (参见 1,2 节, 以及歌罗西
4:17
爱心(1,2,5,7
1,2,5,7 节).有可能他是保罗亲自教导归主的人 (19
19 节)。按情理讲亚腓亚可
能是他的妻子，亚基布是他的儿子。(1,2
1,2 节)。
阿尼西母曾是腓利门的奴仆 (16
16 节),后来跑了 (15
15 节)。他可能是在去罗马的途中
找到了保罗，并转而信主 (10
10 节).他非常受保罗疼爱,一直都是个“有益处”的人
(11
1111-13 节)。
但是保罗觉得让阿尼西母留在罗马不妥，于是打发他回到腓利门那里 (12
1212-14 节)。
信中请求腓利门收留阿尼西母待他为主内弟兄，若他以前做了什么错事请饶恕他
(15
1515-21 节)。
写信目的:
写信目的: 从这封信的内容看，保罗有一个主要目的和一个次要目的：
1) 主要为了确保阿尼西母得宽恕。
主要为了确保阿尼西母得宽恕。
2) 同时请腓利门提供
同时请腓利门提供保罗出狱后
提供保罗出狱后的
保罗出狱后的住处(22
住处(22 节)
此信的意义:
此信的意义: 该信虽短，但其意义在于：
* 树立基督徒礼貌的典范
* 彰显基督徒的爱
* 纪念基督徒的归主
也许圣灵保存这封信是为了让我们从中获益。
重点章节
重点章节:
章节: (10,1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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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母求你；
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母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
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
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
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
梗概大纲:
梗概大纲:
保罗的问安 (1
1-3 节)
保罗的称赞 (4
4-7 节)
保罗的劝导 (8
8-21 节)
保罗的结束语 (22
2222-25 节)
该书信详细的大纲见第一章内容大纲。
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
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
1) 这封书信的作者是谁?
这封书信的作者是谁?
- 保罗
2) 他在哪里写的信
他在哪里写的信?
?
- 罗马
3) 这封信大概写于什么时间
这封信大概写于什么时间？
？
- 大约在公元 61-63 年之间
4) 保罗在同一时期还写了哪几封信
保罗在同一时期还写了哪几封信？
？
- 《歌罗西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
5) 在腓利门家里聚会的
在腓利门家里聚会的可能是哪里的教会
可能是哪里的教会？
可能是哪里的教会？
- 歌罗西的教会
6) 阿尼西母是谁
阿尼西母是谁？
？
- 从腓利门家逃跑的奴仆
7) 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
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
？
- 确保阿尼西母得宽恕
- 请腓利门在保罗出狱后为保罗提供住处
8) 这封
这封信的重点章节有哪些
信的重点章节有哪些？
信的重点章节有哪些？
- 《腓利门书》 10-1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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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利门书》
腓利门书》
第一章
《腓利门书》
腓利门书》学习目的
1) 体会早期教会中基督徒之间的亲切关爱
2) 学习如何机智处事
概要
这是一封非常简短的私人书信，是保罗写给腓利门，亚腓亚，亚基布以及在他们家
中的教会的。我们很快可以看出这封信的内容主要针对腓利门而写，他是保罗的挚
友，一位跟随保罗的同工 (1
1-3 节)。
在问安后，保罗称赞腓利门在过去体现出的高贵品质，尤其是他对圣徒们的爱，为
此保罗表示感谢。正是因为腓利门以前的表现，使保罗相信腓利门一定会凭着信心
答应他的请求（4
4-7 节)。
保罗为一个从腓利门家里跑出来的奴仆阿尼西母求情。由于某些原因他在罗马碰到
了保罗，并归入耶稣基督。作为主内的弟兄，阿尼西母在罗马一直很帮助保罗。但
由于按照法律规定他仍属于腓利门，保罗便打发他回去，但请求腓利门能够以主内
弟兄的身份对待阿尼西母，原谅他，收纳他。若阿尼西母亏欠了腓利门，保罗愿意
替他偿还 (8
8-21 节)。
书信最后保罗在书信的最后请求腓利门为他预备近期以后的住处，并附上同保罗一
起在罗马的其他人的问安 (22
2222-25 节)。
大纲
I.

问安 (1(1-3 节)
A. 写信人 (1 节前半句)
节前半句)
1. 保罗,因耶稣基督被囚的囚犯
2. 提摩太, 弟兄
B. 写信给
写信给...
......
...... (1 节后半句节后半句-2 节)
1. 腓利门，亲爱的朋友，同工
2. 亚腓亚
3. 亚基布,同当兵的
4. 在他们家的教会
C. 问候 (3 节)
1. 恩惠和平安
2. 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

II.

感谢及祷告 (4(4-7 节)
A. 保罗的感恩
保罗的感恩 (4(4-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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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在祷告时感谢神
2. 因为腓利门的爱心，以及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
B. 保罗的祷告 (6(6-7 节)
1. 愿腓利门与人分享的信心显出功效
2. 使人知道腓利门所做的各样善事
3. 比如，保罗因腓利门的爱心而感受到的快乐和安慰因为保罗听到腓利门让众
圣徒的心得畅快
III.

为阿尼西母求情 (8(8-21 节)
A. 是请求,
请求,不是命令
不是命令 (8(8-9 节)
1. 保罗有权力要求他做合宜的事
2. 但他选择请求是基于......
a. 爱心
b. 保罗的“年纪”
c. 他在狱中
B. 保罗求情 (10(10-20 节)
1. 挂念阿尼西母 (10
1010-11 节)
a. 他是保罗在捆锁中教导归主的，现在他就像保罗自己的儿子一样
b. 虽然以前对腓利门无益处，但是现在对保罗和腓利门都有益处
2. 保罗打发阿尼西母回到腓利门那里 (12
1212-14 节)
a. 尽管保罗非常疼爱他
b. 尽管保罗希望把他留在身边，为福音的缘故，让他代表腓利门留在保罗身
边做工
c. 但保罗在没有得到腓利门出于完全甘心的同意之前，不会擅作主张
3. 保罗期望腓利门能像收纳主内弟兄那样，收纳阿尼西母 (15
1515-17 节)
a. 也许他逃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这样他便可以成为主里亲爱的弟兄
b. 因此如果腓利门把保罗当成自己同伴的话，保罗请求他接纳阿尼西母，如
同接受保罗一样
4. 保罗愿意偿还腓利门 (18
1818-19 节)
a. 为阿尼西母可能亏欠的
b. 当然，腓利门自己已经亏欠了保罗
5. 若腓利门以此方式接纳阿尼西母，会使保罗的心在基督里得到快乐和畅快
(20
20 节)
C. 保罗对腓利门的信心 (21 节)
1. 深信腓利门的顺服
2. 知道腓利门所要行的会超过保罗所请求的

IV.

结束语 (22(22-25 节)
A. 请求预备住处 (22 节)
1. 以便保罗能够和腓利门住在一起
4

2. 因为保罗相信藉着腓利门的祷告，他很快就可以去到他们那里
B. 其他人的问安 (23(23-24 节)
1. 以巴弗,为耶稣基督一同坐监的
2. 马可、亚里达古、底马、路加，与保罗一起的同工
C. 结束祷告 (25 节)
复习问答
1) 保罗为什么在介绍身份时说自己是“
保罗为什么在介绍身份时说自己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
为基督耶稣被囚的”(1 节)
- 他在“捆锁中”(被软禁，等待审讯）
- 但也要注意他说是“为基督,”因为他是因服侍基督，为基督的缘故被囚
2) 为什么提到提摩太
为什么提到提摩太?
? (1 节)
- 他和保罗一同在罗马
- 并且，腓利门可能也认识他
3) 腓利门的名字有什么涵义
腓利门的名字有什么涵义?
? 他是否像他名字所指的那样?
他是否像他名字所指的那样?
- 他名字的意思是“有爱心的人”
- 他的确是! 参见第 5 节和第 7 节
4) 亚腓亚和亚基布可能是谁
亚腓亚和亚基布可能是谁?
? (2 节)
- 亚腓亚可能是腓利门的妻子
- 亚基布可能是他们的儿子，在歌罗西教会侍奉 (参见歌罗西 4:17)
5) 这封信主要写给腓利门的还是写给所有人的?
这封信主要写给腓利门的还是写给所有人的?
- 给腓利门的 (4-21 注意在第四至二十一节使用的单数人称“你”)
- 保罗提及其他的人，只为了让他们能够帮他鼓励腓利门
6) 那件事能很好体现这一家人对
那件事能很好体现这一家人对基督的信心以及他们对众圣徒的爱心
基督的信心以及他们对众圣徒的爱心？
基督的信心以及他们对众圣徒的爱心？(2 节)
- 很明显，他们让教会在他们家聚会。
7) 定义
定义“
“恩惠”
恩惠”和“平安”
平安”(3 节)
- 恩惠: 无功而得的厚爱
- 平安: 和睦(例如 与神，自己，他人)，神恩惠的结果
8) 保罗是如何听到关于腓利门的事的
保罗是如何听到关于腓利门的事的?
? (4,5 节)
- 从以巴弗那里，他是歌罗西教会的成员 (歌罗西 4:12,13)
- 从阿尼西母那里听到
9) 保罗听到了关于腓利门的哪些好事
保罗听到了关于腓利门的哪些好事?
? (5 节)
- 他对基督和众圣徒的爱心以及信心
10) 哪些例子体现了腓利门爱众圣徒
哪些例子体现了腓利门爱众圣徒？
？
- 让教会在他的家聚会 (1 节)
- 让众圣徒的心得畅快 (7 节)
- 预备客房 (22 节)
5

11) 保罗为腓利门代祷的内容是什么
保罗为腓利门代祷的内容是什么?
? (6)
- 腓利门与人分享的信心显出功效
12) 这个祷告与 8-21 节中保罗的求情有什么联系?
节中保罗的求情有什么联系?
- 引出保罗为阿尼西母的求情，
希望通过此事好让他人分享腓利门的信心
13) 是什么原因使保罗在监狱中得到极大的快乐和安慰
是什么原因使保罗在监狱中得到极大的快乐和安慰?
? (7)
- 腓利门的爱，并且众圣徒们都因为腓利门而心得畅快。
14) 保罗如何再次强调他与腓利门之间的紧密关系
保罗如何再次强调他与腓利门之间的紧密关系?
? (7)
- 称他为“弟兄”
15) 4-7 节内容与 8-9 节内容之间的因果关系说明了什么问题？
节内容之间的因果关系说明了什么问题？(4-9 节)
- 因着 4-7 节中提到的腓利门过去的好行为，保罗预期他能为阿尼西母求情
16) 保罗本来怎么处理这件事
保罗本来怎么处理这件事?
? (8 节)
- 放胆吩咐腓利门做合宜的事
17) 而保罗最终是怎么做的
而保罗最终是怎么做的?
? (9 节)
- 他向腓利门“求情”
18) 保罗为什么称自己
保罗为什么称自己“
“有年纪?
有年纪?”(9 节)
- 也许为了求得腓利门的同情
- 保罗当时可能六十岁左右，
但由于在他侍奉的过程中他身体所受的伤，(参见哥林多后书 11:23-29)
他比实际年龄更显老
19) 他为什么再次称自己是囚犯
他为什么再次称自己是囚犯?
? (9 节)
- 也许他希望通过技巧方式劝导腓利门，
既然保罗为了侍奉基督受了这么多的苦，腓利门一定会尊重他的请求。
20) 在原文中
在原文中，
，“阿尼西母”
阿尼西母”这名字出现在这句话的什么地方？
这名字出现在这句话的什么地方？(10 节)
- 在最后:“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母求你。”
21) 把阿尼西母的名字放在句末有何用意
把阿尼西母的名字放在句末有何用意?
?
- 也许保罗如此机智地措辞是为了让腓利门先在心里接受他的请求，
若一开始就提到这个名字可能会唤起腓利门不悦的回忆
22) 保罗是如何称呼阿尼西母的
保罗是如何称呼阿尼西母的?
? 有何意义？
有何意义？(10 节)
- “我所生的儿子”
- 就像对待提摩太一样，保罗待这个归主的人如自己的儿子
23) “阿尼西母”
阿尼西母”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
- “有益的,”或“有用的”
24) 阿尼西母成为一名基督徒后有何改变
阿尼西母成为一名基督徒后有何改变?
? (11 节)
- 在他归主之前他是“无益处的”（是一个逃跑的奴仆）
- 现在，他对保罗和腓利门都“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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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他现在对得起他自己的名字了!
25) 对于阿尼西母
对于阿尼西母，
，保罗希望腓利门怎么办
保罗希望腓利门怎么办？(12 节)
- 收纳他
26) 保罗如何进一步表示出
保罗如何进一步表示出他对
他对阿尼西母
他对阿尼西母的情义
阿尼西母的情义？
的情义？(12 节)
- 他称阿尼西母为“我心上的人”
27) 关于阿尼西母
关于阿尼西母，
，保罗自己本希望怎么办？
保罗自己本希望怎么办？(13 节)
- 收留他，让他服侍服侍保罗传福音
28) 保罗为什么没有按照他希望的那样去做
保罗为什么没有按照他希望的那样去做?
? (14 节)
- 他不希望在没有得到腓利门完全甘心的同意之前，擅作主张。
29) 保罗
保罗认为让这件事转变的原因
认为让这件事转变的原因“
认为让这件事转变的原因“或许”
或许”是什么？
是什么？(15 节)
- 是神的安排
- 注意保罗用的词“或者是,”保罗意识到我们无法总是非常确信为什么会
发生这样的事（就如同末底改在以斯帖记 4:14 中所说的），或者神是否
总是会这样做
30) 保罗希望腓利门如何收纳阿尼西母
保罗希望腓利门如何收纳阿尼西母?
? (16 节)
- 不再视他为奴仆，而要视为亲爱的弟兄
31) 保罗请求腓利门像接纳保罗那样接纳阿尼西母
保罗请求腓利门像接纳保罗那样接纳阿尼西母，
，这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
的？(17 节)
- 如果腓利门认为保罗是自己的同伴的话
32) 保罗愿意替阿尼西母做什么
保罗愿意替阿尼西母做什么?
? (18(18-19 节)
- 偿还阿尼西母可能亏欠腓利门的任何东西
33) 哪句话可以体现保罗很有可能亲自向腓利门传过福音使他归主
哪句话可以体现保罗很有可能亲自向腓利门传过福音使他归主？
？(19 节)
- 保罗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34) 腓利门若原谅了阿尼西母
腓利门若原谅了阿尼西母，
，对保罗会有怎样的影响?
对保罗会有怎样的影响? (20 节)
- 即使保罗正在捆锁中，他心里将得到快乐和畅快。
35) 对于他提出的请求
对于他提出的请求，
，保罗担不担心腓利门会作出怎样的答复？
保罗担不担心腓利门会作出怎样的答复？(21 节)
- 不会，他深信腓利门所要行的，必超过保罗所求的。
36) 腓利门会怎样做从而超过保罗所求的？
腓利门会怎样做从而超过保罗所求的？
- 他可能释放阿尼西母
- 他可能给他闲暇时间传福音
- 他可以用同样的怜悯之心对待其他的奴仆
37) 保罗如何机智地
保罗如何机智地利用
利用“
利用“请求预备住处”
请求预备住处”的机会敦促腓利门重视他为阿尼西
母的求情？
母的求情？(22 节)
- 这样腓利门便知道保罗很快就会亲眼见到
腓利门对于为阿尼西母求情一事所做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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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我们从哪里还能读到这些随同保罗向腓利门问安的人们
我们从哪里还能读到这些随同保罗向腓利门问安的人们？
？(23,24 节)
- 所有这些人在歌罗西书 4:10-14 中都有提及
- 以巴弗 (歌罗西书 1:7; 4:12,13)
- 马可 (使徒行传 12:12,25; 13:5,13; 15:36-40; 提摩太后书 4:11;
彼得前书 5:13)
- 亚里达古 (使徒行传 19:29; 20:4; 27:2)
- 底马 (提摩太后书 4:10)
- 路加 (使徒行传中称“我们”的部分，提摩太后书 4:11)
39) 保罗为腓利门做的结束祷告是什么
保罗为腓利门做的结束祷告是什么?
? (25 节)
-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
40) 列出这封信的要点
- 问安 (1-3 节)
- 感谢及祷告 (4-7 节)
- 为阿尼西母求情（8-21 节)
- 结束语 (22-2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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