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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RET OF CONTENTMENT 

Phi l ipp ians 4 .10 –  23 

A sermon preached  by Ian Garre t t  

 

 

 

来到这里工作之前，我曾在一个剑桥的教会工作。有一天，

一个教区助理借我的车出去开，撞了。我的收入只够我生活的。

我没有存款。所以当我得知要花掉250英镑来修理时，我真是束手

无策。 

只有几个人知道我的车被撞坏的事，而且只有我知道我需要

250镑来修车。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在门口的垫子上发现了一个

没留字迹的信封。里面叠着几张纸，上面写着马太福音第6章第8

节：“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

了。” 

纸里夹着250镑现金。我完全不知道这是谁留下的。所以我只

能感谢神。 

但是想象一下，如果那个人不是匿名地做这件事而是写上了

他的名字。假如那样的话，你也会想要感谢这个人。问题是：

“怎样感谢？” 

因为一方面，如果你感谢得过了头，那就可能会传达错误的

态度。别人听了以为你没有车就不能活了，好像说如果他们不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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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的话，你的世界就完了。但是另一方面，你也不想感谢得没诚

意，让人觉得你不知感激。 

而且很明显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顺服神，想要这看起来是神的

供给。因此也许你应该对他们说：“我真心因为你们的慷慨而感

谢神。” 这话从神学上来说没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听上去

好像你还是没有在感谢他们。 

在这里正确措辞是十分难把握的。保罗在给腓立比教会书信

的结尾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难题。我们在今晚将结束对腓立比

书的系列布道。这部分涉及内容很多，但可以说，它是对于来自

于腓立比教会的金钱的一个感谢。保罗措辞的方式给了我们一个

杰出的榜样，它教导我们对待金钱和景况，对待我们拥有的和缺

乏的，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所以请把圣经翻到第1178

页，腓立比书第1章。让我来提醒大家保罗是如何开始的，第1章

第3节： 

3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4（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

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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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保罗把福音带到腓立比并建立了一个教会。当他离开以

后，腓立比教会通过祷告、保持联系和提供资金的方式来支持

他。 

再翻到第2章第25节。让我来提醒你们这种同工伙伴关系的最

新近的一个例子。第2章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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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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保罗因福音而受逼迫，被囚在罗马的监狱里。那里

没有监狱膳食，没有洗衣服的地方，没有医生。如果囚犯得不到

外界的帮助，他们可就真的没有任何帮助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

力，他们还是无法把任何东西送到保罗那里，腓立比教会最终通

过以巴弗提把资金和供应带给了保罗。 

因此，腓立比书在谈到很多事物之外，它也是一封表达感谢

的信。而且大部分的感谢在信的结尾部分。往下看第4章第9节，

保罗说： 

9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 

这一节是我们把腓立比书应用到自己身上的关键。因为书信

大部分的内容是保罗写他自己——他所面对的、他所思考的。就

像进入他灵魂的一个窗户。并且他说：“你们通过这个窗户所看

到的，要将其付诸实践”。 

所以今晚我有四个标题——四件我们能在保罗身上看到，也

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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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 

1、无论什么状况，他靠基督知足。（第10到13节） 

请往下面看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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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的是以巴弗提终于见到了保罗。 

然后就是他表达感谢的巧妙遣词。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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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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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他想要为钱说“谢谢”，却又不要人觉得他要靠这

些钱才能满足。他的意思是：“我写这封信并不是因为我受到不

公平的待遇，也不是因我之前有所缺乏感到不满，收到你们的礼

物现在又知足了。”不是的，第12节：无论景况如何，我都得了

知足的秘诀。 

而在此处，他的景况其实是在监狱里，因为传福音生命受到

试炼。 

你们心中最要紧的景况可能非常不同，可能是难过的单身状

态，或者是困难的婚姻关系，或者是破裂的婚姻，或者是破碎的

家庭，或者是不能生育，或者是儿女的问题，或者是失业，或者

是无趣的工作，或者是疾病，或者是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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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在这些景况里知足是什么意思？ 

其实，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第13节：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注意，这句话绝不能脱离上下文来看。这里不是说：“我靠

着耶稣的帮助绝对什么都能做到。比如，不用参加任何驾驶课程

就能通过驾照考试。”在上下文中，这节是说：“靠着耶稣的帮

助，神把我放在任何景况下，我都能生活。通过跟耶稣的关系，

我能够应付任何景况，并且在其中找到目标和喜乐。” 

所以，知足并不是说要为那些本质上不让人高兴的事情而高

兴，例如因为福音而入狱。也不意味着你不能选择或者期待或者

祈求其它的可能性，比如出狱。 

这里在说，如果你在那些景况里，那么你就需要接受现实，

神现在让你身处这些景况，信任神允许这些景况存在有他的美

意，信任他会在这些景况里使你能够为他而活。 

以我提到的单身为例。玛格丽特·克拉克森是一位美国作家

以及赞美诗作者。她一直单身，她在晚年写道： 

并非我自己的选择，我无法在美丽亲密的基督徒婚姻中体会

性经验……。作为一个委身的基督徒，我别无它选，只能选

择过单身的生活……。现在我已经60多岁了，我认为我的经

历是有说服力的。我想要成为一个见证，证明对那些委身行

神的旨意的人们来说，神给我们诫命，也给我们能力去做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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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继续道： 

我整个人都在不停呼喊，渴望一些我可能无法得到的东西…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没有选择只能顺服神，尽管要付出

代价。我必须信赖他，让我的单身生活能够荣耀他。 

像云彩般围绕我的许多见证人都能够与我一起证明，这是能

做到的。各个年代、各种景况下的无数的基督徒都已经在此

事上证实了神的丰盛。他许诺供给我们的需求，而且他从不

食言。如果我们在他里面寻求满足，我们就能寻到。这可能

不容易，但谁说基督徒的人生是容易的呢？ 

为什么我必须过单身的生活？我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是我

生命的主。我相信他的权柄并且接受他给我的单身状态。他

能够使我过上不同的生活，但是他选择不这样做。作为他的

孩子，我必须信任他的爱和智慧。（选自《你是单身》，玛

格丽特·克拉克森1） 

这是一个榜样，它告诉我们在任何景况里都知足是什么意

思。这种知足来自于跟主耶稣的关系。就像保罗所说，这是我们

随着时间而学习到的，尤其是在我们有缺乏，或者失去了什么的

时候。 

我从经历当中知道，人们讲解这些经文的时候，可能让人听

起来言不由衷。 

                                                
1 So You’re Single, by Margaret Clark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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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经文的核心是主在说：“我可以给你所有你所需的

内心的资源，让你能够度过我为你安排的景况。你需要学习如何

倚靠我，在我的爱中得到更多的满足，更多的接受我的权威和智

慧。”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保罗身上所看到的第一件事情，主也要

在我们身上做工。 

无论景况如何，他在基督里知足。 

 

2、他感谢基督徒同工对他的帮助（第14到16节） 

在第10节，他已经说过： 

10我靠主大大地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 

就是说，想我那250镑一样，他知道主是他最终要感恩的人。 

然后在第11到13节，他也说过：“我的满足不是靠着你们的

馈赠。有你们的馈赠也好，没有也好，我靠主得到满足。”这话

听起来好像他根本没在“感谢”他们。听起来好像他在说：“我

只需要主的帮助，你们其实不用操心。”但他根本不是这个意

思，选词用字还是要小心谨慎。看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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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

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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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里可以学到的就是，我们应该感谢基督徒同工对我

们的帮助，而且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的感激之情。 

我们的教会远不是完美的，但按第14节的意思，每周我都能

看到很多人分担彼此的困难。有些是与我们宣教同工的分担，就

像腓立比教会与保罗。比如，我知道在座的有些医生们通过电子

邮件和Skype跟维森夫妇通话，想要帮助他们解决一再发生的健

康问题。但大多数的对困难分担都发生在我们之间。那么我想

问：你有没有告诉你的基督徒朋友们，你很感谢他们的帮助？比

如，你最近一次对你的家庭小组或是小组组长表示感激是什么时

候？应用到更广泛的事工，你有没有感谢照顾你小孩们的暑期俱

乐部组长们？你有没有感谢一整年里孩子们各种各样的活动的组

长们？ 

这不仅适用于正式的角色。对所有帮助我们，分担我们困难

的人们都一样适用。我们有没有告诉他们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

有没有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还是只是想想而已？ 

几年前我们学习《社区四十天2》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不知道

你当时在不在这里。其中一个最“美国”的时刻是这样：课程建

议你的家庭小组每个人轮流告诉大家你为什么感谢他们。组长手

册甚至写到：“你甚至可以考虑为某些人做一个盘子或者杯子，

把‘我们感谢你’印在上面。” 

                                                
2 Forty Days of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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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我的小组太“英国”，没有一个人听取这些建议。

但它确实让我意识到我有多么的感激我的家庭小组，而且觉得我

要是曾经常常表达我的感激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到的第二件事情，神也想要在我们

身上做工。他感谢基督徒同工对他的帮助。而且这种态度使一个

教会少些抱怨非议，多些感恩。 

 

第三件是这样： 

3、对他来说，最要紧的是基督徒同工的属灵状况（第17

到18节） 

要记得，保罗正在小心翼翼的处理为了金钱而表达感谢这个

问题。 

一方面他说：“不论有没有你的馈赠，我靠主满足。”但因

为这么说听起来没有感恩之情，于是他又说：“但是我对你们的

馈赠非常感激。”但这么说又好像他只因为他们的馈赠而重视他

们。甚至这么说好像是一个暗示，请求更多的馈赠似的。所以第

17节，他说： 

17我并不求什么馈送…… 

有一天我去看牙医，在那里看《读者文摘》的《生活中的幽

默故事》板块。一个家长描述了他和另一个家长讨论他们各自孩

子们的事情。他们的孩子们都上大学了。一个说：“有时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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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记不起他们最近一次打电话是什么时候。”另一个回答说：

“啊，这种时候，我们只要看看支票簿就知道了。” 

保罗不想他与腓立比教会的关系是这个样子。再看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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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馀。我已经充足，因我

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

纳、所喜悦的祭物。 

他的意思是：“对我来说最要紧的不是你们的馈送，而是从

你们的馈送中体现出来的你们的属灵状况。最要紧的不是你们的

功劳记在我的帐上，而是你们属灵的状况记在你们自己的帐

上”，也就是对神的献身和委身，表现在他们对保罗经济的奉献

上面。 

在我两次休假期间，我曾探访了其他教会的工作人员。很多

人自己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也无力支持某些特别领域的事工，比

如学生工作或是海外人员工作。当我告诉他们这里用来支持事工

的馈赠状况，我对他们的反应有深刻的感触。因为他们没有说：

“真幸运啊你们”，好像最要紧的是我有足够的供给。他们说：

“真是敬奉神的会众。” 

尽管最近两年经济衰退，对JPC的馈赠，以及通过JPC对海外

宣教事工的馈赠，一直有所增长。对此最要紧的不是这些馈赠让

各种事物如常运转，而是说明大家的属灵状况。 

对保罗最要紧的，也应该是对我们最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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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比如，如果教会只重视人们能做的事情，那是很危险

的。如果最重要的是金钱收入，或是事工人员的充足，但我们却

忽视了你们的属灵状况，那是很危险的。 

另一个例子，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最要紧的是什么。我和Tess

发誓，决不写那种罗列自己聪慧有天赋的孩子在学术上的成就、

会跳芭蕾、懂音乐体育等等这样的信。我们圣诞节时常收到这种

信（我要补充，不是从在座的任何人那里收到的）。 

而我总是感到欣慰，当基督徒父母说：“我们真的很感恩，

汤姆今年很爱去主日学校”，或者“我们感谢神，夏令营对萨拉

的信仰产生了影响”。 

这难道不才是最重要的吗？ 

 

第四，也是最后一件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到的事，也是神要在

我们身上做工的事： 

4、他相信神会使一切所需用的充足（第19到20节） 

往下看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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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讲知足一样，讲第19节也容易让人觉得言不由衷。因为

有可能你觉得你的需用，或是其他基督徒弟兄的需用没有得到满

足。有可能你没有工作。难道神觉得你不需要一个工作吗？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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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特·克拉克森所说的那些话我们又要如何理解呢？难道神觉得

她不需要一个丈夫吗？那些在尼日利亚面对博科圣地极端组织的

基督徒们又如何呢？还有那些受困于叙利亚的战争，那些在肯尼

亚陷入饥荒的基督徒们又该如何呢？ 

我们问题的答案在于，要记得这是谁在写作，是处在什么样

的景况之中。 

是保罗，在监牢里，生命受到威胁。这个人刚刚说到他知道

什么是饥饿，什么是缺乏，他也在其他地方说过： 

23我……下监牢，受鞭打……，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石头

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

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27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哥林多后书

11：23－27） 

那他怎么能够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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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他不认为神永远不

会允许我们处在缺乏的状况之中。这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发生，就

像保罗那样。但回顾过去，保罗看到神供给了他所允许出现的那

些缺乏，而且当他在那些缺乏之中，神给了他力量去应付那些状

况。 

所以放眼前方的路，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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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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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缓和那许诺与我们经验之间的差异，有些人指出，保罗在

另一处说明，我们真正的需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提摩太前书第6

章第8节： 

8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我们所处的文化对于财富和期待有着怎样的态度，这确实值

得我们反省。 

但有些人争论说，保罗所讲的不是现在，而是在天堂。他们

试图以此来缓和那张力。因为第19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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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些人说，荣耀等同于天堂。那时我们所有的需用都会

被满足。那时我们会有绝对的健康、完美的人际关系、顺利的处

境，再也没有这个堕落世界所产生的恶果。 

这当然没错。这也是为什么，在第1章里，当保罗思索他判决

的结果将会如何时，他说： 

21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1：21） 

但对第19节的认识应该同样适用于此时此地还有天堂。 

所以，让我们信靠神会供给我们一切所需。我们一旦感觉有

所缺乏，让我们信靠神，求他供应我们。如果他允许这个需用持

续缺乏，让我们信靠他，求他给我们应对的力量。让我们再听一

次玛格丽特·克拉克森的话，因为她的话适用于各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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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时代、各种景况下的无数基督徒都已经在此事上证实了

神的丰盛……他承诺会供应我们所需，而且他从不食言。如

果我们在他里面寻求满足，我们就能寻到。这可能不容易，

但谁说基督徒的人生是容易的呢？（来自《你是单身》玛格

丽特·克拉克森） 

在它初始文本中，第19节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鼓励，他鼓

励他们，当他们馈赠金钱供给保罗的同时，神会供应他们所需。

而且只有信靠神会供应我们所需，我们才会给予，而不会最大限

度的为自己保留那些在世人眼中看为保障的事物。 

在初始文本中，第19节也是保罗对他自己的鼓励：神会供应

腓立比教会所需，他可以相信，当他们在腓立比面对压迫，神会

保护、持守他们。同样，我们也需要相信神，他会保护那个刚刚

信主、却遭到家人反对的那个朋友。相信他会保护那个因为是基

督徒，在学校被欺负的孩子。相信他会保护那个九月就要进入愈

发背离神的大学生活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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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时间讲最后几节。在我们离开探向保罗灵魂的窗户之

前，我只能为你留下他在第4章第9节所说的： 

9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

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让我们来祷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