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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1-4 章



腓立比書：明光照耀

•腓立比書是保羅在羅馬被軟禁（house arrest）時寫給腓立比教會
的一封信。腓立比是保羅在歐洲成立的第一間教會，約在 AD 50，
寫腓立比書約在 AD 60 左右。

•腓立比書是一封親切的書信，保羅在書中有兩個身分：第一是宣
教士，感謝教會的資助並報告自己的近況。第二是父親，諄諄囑
咐家裡的人一些要注意的事項。

•書中沒有責備，只有感謝、鼓勵、和提醒。

•強調基督徒的喜樂。

•沒有引用舊約聖經（腓立比是外邦人的教會）



腓立比書：明光照耀

•第二章中的「基督之歌」是經典之作，對於基督徒生活及基督教
教義有深長的影響。

•茲以書中的一句話「明光照耀」作為主題標語：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
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
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
有空跑，也沒有徒勞。（腓2:14-15）



腓立比書大綱

1. 感謝與祈禱，1:1-11

2. 報告個人近況，1:12-26

3. 鼓勵教會合一，1:27-2:18
•對外合一，對內合一，主裡合一

4. 兩位忠心的夥伴，2:19-30
•提摩太，以巴弗提

5. 兩種危險的人物，3:1-21
•律法主義者，放縱主義者

6. 書尾的勸勉，4:1-23



腓立比書金句

1. 成全善工

•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
穌基督的日子。（腓1:6）

2. 我活著就是基督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1:21）



腓立比書金句

3. 以基督的心為心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
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
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
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腓2:5-11）



腓立比書金句

4. 明光照耀

•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
出來。（腓2:15-16）

5. 以基督為至寶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
損的。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
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腓3:7-8）



腓立比書金句

6. 向著標竿直跑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
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3:13-14）

7. 出人意外的平安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
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4:6-7）



明光照耀一：不受綑綁

一、心靈不受綑綁

•聖經說「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
發出。」（箴4:23）。 “Above all else, guard your heart, for 
everything you do flows from it. NIV”  “Watch over your heart with all 
diligence, for from it flow the springs of life. NASB”

•「果效」的原文 “tôtsâ’âh” 有 “流露、結出來、長出來”之意

•聖經說：生命的流露來自於心靈，一生的果效由心發出。你的所
言所行、所思所想，源頭都是心靈。心靈的狀況決定了你一生的
狀況，故要竭力保守，勝過保守一切，使其保持在最佳狀態。

•心靈的最佳狀態是在基督裡，在主裡的心靈是最健康的心靈。



明光照耀一：不受綑綁

一、心靈不受綑綁

•保羅以基督耶耶穌的心為心，他的身體雖然受到綑綁，心靈卻不
受綑綁。他在獄中作書，不但沒有憂愁沮喪，反倒充滿盼望，為
腓立比人感謝神，為他們祈禱，鼓勵他們要喜樂，如同明光照耀。
字裡行間，透露出他內心的恩典、真理、能力。

•心靈的力量
• 弟兄們，我還有話說，你們要靠主喜樂！

•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 我靠主大大的喜樂！

• 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明光照耀一：不受綑綁

二、福音不受綑綁

•保羅是基督的僕人，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羅1:1）。他
雖然在捆鎖中，卻把握每一個機會傳福音。

•傳福音的關鍵在於心志。有心傳福音的人，總是有辦法傳福音。
無心傳福音的人，總是沒辦法傳福音。教會也是一樣。

•弟兄們，我願意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以致
我受的捆鎖在御營全軍和其餘的人中，已經顯明是為基督的緣故。
（腓1:12-13）

•我為這福音受苦難，甚至被捆綁，像犯人一樣。然而神的道卻不
被捆綁。（提後2:9）



明光照耀二：其利斷金

•眾人同心，其利斷金
• 同心的教會眾人以基督的心為心，向外興旺福音，向內團契互助，敵人
無法抵擋。

•向外興旺福音：同一個目標
•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們
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或來見你們，或不在你們那
裡，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
的福音齊心努力。



明光照耀二：其利斷金

•眾人同心，其利斷金

•向內團契互助：koinonia生命共同體
•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愛心有什麼安慰，聖靈有什麼交通，心
中有什麼慈悲憐憫，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
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
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明光照耀三：刻骨親情

• 景一：腓立比教會

• 「保羅平安抵達羅馬了！神保守保羅，他平安到了！」

• 「真的嗎？這太好了！感謝主，讚美主，你保守了保羅兄弟！」

• 「他被關在自己租的房子裡，忙著傳道，顧不得吃喝。」

• 「他就是那樣！為了福音，甚麼都不顧。」

• 「這怎麼辦呢？我是個婦道人家，不方便去照顧他。」呂底亞說

• 「我有公職在身，也走不開呀！」腓立比的獄卒說

• 「我去！我去羅馬照顧保羅。」以巴弗提站起來，大聲說

• 「這，這…以巴弗提兄弟，千里迢迢的你要當心啊…主啊，求你保守你的僕
人保羅，也保守我們的兄弟以巴弗提，賜他平安…」全教會同聲祈禱



明光照耀三：刻骨親情

• 景二：羅馬的一間房子裡

• 「以巴弗提，你怎麼一個人在掉眼淚？又不舒服了嗎？」保羅關心問道

• 「不是的，我沒事，我已經病好了。」以巴弗提趕緊擦掉眼淚

• 「那你哭甚麼？想家了嗎？」保羅問道

• 「不是的…我剛聽說腓立比那邊聽到我生病的消息，大家都很著急…我算甚
麼，還害大家為我著急。」

• 「哦，是這樣啊…這樣吧，我寫一封信你送到腓立比去。這些日子多虧你照
顧我，你現在病好了，就回去吧，省得我為你操心。」保羅說

• 「那你怎麼辦呢？誰照顧你啊！」尾巴弗提關心問道

• 「羅馬有這麼多弟兄姊妹，你擔心甚麼？你放心回去吧！」保羅微笑說



明光照耀三：刻骨親情

• 景三：在屋裡黯淡的燈光下，保羅寫信給腓立比教會…

• 我想，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裡去。他是我的兄弟，與我一同做工，一
同當兵，是你們所差遣的，也是供給我需用的。

• 他很想念你們眾人，並且極其難過，因為你們聽見他病了。他實在是病了，
幾乎要死；然而神憐恤他，不但憐恤他，也憐恤我，免得我憂上加憂。所以
我越發急速打發他去，叫你們再見他，就可以喜樂，我也可以少些憂愁。

• 故此，你們要在主裡歡歡樂樂的接待他，而且要尊重這樣的人；因他為做基
督的工夫，幾乎至死，不顧性命，要補足你們供給我的不及之處。



明光照耀三：刻骨親情

• 親情一：腓立比教會關心保羅，聽到他抵達羅馬的消息，擔心他的飲食起居，
就籌了款項打發以巴弗提送去，並留下來照顧保羅。

• 親情二：以巴弗提千里迢迢來到羅馬，不但照顧保羅的起居，還與他同做主
工，甚至幾乎病死。又怕腓立比教會的弟兄姊妹知道他病了，為他擔心。

• 親情三：保羅打發以巴弗提回去，又怕有人誤會他，在信中極力稱揚以巴弗
提，要大家敬重這樣的人。

• 這麼濃厚的親情，千里跋涉，身體力行，彼此為對方設想，發生在一群沒有
血緣關係的人當中。是基督的愛，使他們成為一家人。刻骨的親情，在冰冷
無情的時代明光照耀…



明光照耀四：終生向上

•除舊布新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
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明光照耀四：終生向上

•終生向上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
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
召我來得的獎賞。



明光照耀五：意外平安

•喜樂謙讓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當叫眾人知道你們
謙讓的心。主已經近了。



明光照耀五：意外平安

•意外平安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
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
心懷意念。

•禱告 prayer：向神說話，包括感謝、讚美、稱頌、祈求、懺悔…

•祈求 petition：向神提出請求，求情、求物、求醫治、代求…

•感謝 thanksgiving：數算恩典，向神感恩



明光照耀五：意外平安

•想些甚麼

•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
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這些事
你們都要思念。

1. 真實的 true
2. 可敬的 noble, honorable
3. 公義的 right
4. 清潔的 pure
5. 可愛的 lovely, gracious
6. 有美名的 admirable, good repute
7. 若有什麼德行 excellent
8. 若有什麼稱讚 worthy of praise



明光照耀五：意外平安

•做些甚麼

•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這些
事你們都要去行，賜平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

•好的榜樣
1. 我學習的 learned

2. 所領受的 received

3. 所聽見的 heard

4. 所看見的 seen



明光照耀五：意外平安

•從神所賜的平安，到賜平安的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這些
事你們都要去行，賜平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



明光照耀六：凡事都能

•得勝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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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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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得了秘訣。我靠著那
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已經學會了
1. 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

2.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

3. 也知道怎樣處豐富

4.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明光照耀七：耶穌基督

•以基督的心為心mindset, attitude

•基督自己卑微
•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
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
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1. 基督不搶奪：不抓緊不放

2. 基督虛己：倒空，放棄

3. 基督自己卑微

4. 基督存心順服

5. 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明光照耀七：耶穌基督

•以基督的心為心mindset, attitude

•基督被父升高
•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
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
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1. 高舉主名：基督之名超乎萬名之上

2. 向主屈膝：因基督的名無不屈膝

3. 稱主為主：口稱耶穌基督為主

4. 榮耀歸父：使榮耀歸與父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