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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讀經班之腓立比書

2016年2月14日

洛杉磯西區華語浸信會



聖經的益處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
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
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3:16-17）



CBCWLA 新約讀經班的要求

 1.每次上課之前讀完五章聖經

 2.參加隨堂測驗

 3.不無故遲到早退，有良好的上課態度



腓立比書

 作者：保羅

 對象：腓立比教會

 寫作時間：保羅於第一次羅馬坐監時所寫, 約在A.D. 61/62

 寫作地點：羅馬監獄

 寫作原因: 

1) 腓立比教會差派以巴弗提將財物上的饋送帶到羅馬送給
保羅, 并負責照顧保羅在獄中的生活，以巴弗提病了, 保羅
差他帶著信回去養病

2) 報告他在羅馬的近況

3) 對教會的一些問題提出警告和指導

4) 對腓立比教會的供給表达謝意。

 主題: 在基督裏的喜樂

 鑰字: 基督；喜樂



 腓立比是保羅從亞洲跨海前往歐洲宣教的第一站，
是馬其頓省的重要城市。

 為紀念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馬其頓王腓立二世而
得名，位於羅馬官道（伊格那修大道）上，大道
從市中心穿過，距離海港尼亞波利不過十幾公裏，
海陸交通都十分便利，非常繁榮，為當時羅馬帝
國的駐防城，有“小羅馬”之稱。城中有很多偶像
廟宇。

認識腓立比





腓立比古城遺址



腓立比保羅長方形教堂遺址



保羅與腓立比教會

 教會的創立:  第二次宣教旅程, 保羅聽到 “馬其頓的呼聲”,
到達馬其頓的第一站就是腓立比。在城外河邊找到一群
禱告的猶太人，保羅就在那裏開始傳福音，在腓立比建
立了歐洲第一間教會。最早的成員有賣紫色布的呂底亞
和全家, 曾被鬼附的使女, 以及禁卒一家等, 多為外邦人。
但不久保羅和他的同工受到逼迫，不得不離開。 (徒16：
9-40）

 保羅與腓立比教會的關係: 哥林多教會使保羅憂愁, 腓立
比教會使保羅喜樂。保羅不接受哥林多教會的支持(林後
11:9), 但卻 “一次兩次”的接受腓立比教會的捐款(腓4:16) 。
保羅第三次宣教時, 重新探訪腓立比教會, 和他們共度逾
越節 (徒20:6）。他們知道保羅在羅馬坐監的消息, 就差
派以巴弗提帶著捐款到羅馬去服事保羅。







腓立比書的特色

 1) 保羅書信中最富感情及個人性 (“我”字在
全書出現超過一百次)

 2) 最以基督為中心 Christocentric，基督
共出現37次

 3) 最不涉及教義的

 4) 保羅書信中唯一給教會的監督與執事的

 5) 有一段最重要的 “基督論”經文, 稱為 “虛
己Kenosis” (2:5-11)

 6）是一封喜樂的書信，喜樂，歡樂，歡喜
和平安等字眼共出現約17次之多。



腓立比書的主題和主要內容

 本書的主題：在基督裏的喜樂。

 保羅分享了基督徒喜樂的秘訣——而這個秘訣就是基督：

(1)基督是我們的生命，無論在什麼環境下，無論是生是死，
總叫基督在我們身上照常顯大，因我們活著就是基督，就
要荣耀基督；(2)基督是我們的榜樣，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效法基督；(3)基督是我們的至寶，將萬事看作糞土，為要
更多得著基督；(4)基督是我們的力量，無論是順境或逆境、
卑賤或豐富、飽足或饑餓、有餘或缺乏，「靠」基督，凡
事都能作。

 同時還強調信徒在主裏同心合一和共同生活的重要。書中
多次出現同心合意、同有一個心志、齊心、意念相同、愛
心相同、一樣的心思、一樣的意念、同心、一同、同負一
轭、一同得恩、一同作工、一同當兵、一同效法、一同喜
樂、同受患難等字眼。



腓立比書主題經文
3：13-14

弟兄們，我不是以爲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
前的，向著標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
稣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立比書的大綱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基督是我們
的生命

基督是我們
的榜樣

基督是我們
的至寶

基督是我們
的力量

榮耀基督 效法基督 得著基督 倚靠基督

聖靈的幫助 聖靈的團契 聖靈裡敬拜 聖靈的恩惠

1：20-21 2：5 3：8 4：12-13



腓立比書第1章: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金句：「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1：20~21)

 1 引言(1:1-11)

1) 問安（1－2）2) 感恩（3－8）3) 禱告（9－11）

 2 保羅的處境（12－26）

1) 身受捆鎖，卻叫福音更加興旺（12－18）

2) 活著就是基督（19－26）

 3 行事爲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27－30）

1) 同有一個心誌（27）

2) 為基督受苦（28－30）



腓立比書第2章: 基督是我們的榜樣

 金句：妳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腓2：5)

 1 勸勉信徒要同心合一 謙卑兼顧(1-4)

 2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效法基督的榜樣 (5-11)

 3 勸勉的應用 (12-18)

1) 作成得救的工夫 (12-13)

2) 如明光照耀 (14-16)

3) 一同喜樂 (17-18)

 4 兩個效法基督的榜樣 (19-30)

1) 提摩太 (19-24)

2)以巴弗提 (25-30)



腓立比書第3章: 基督是我們的至寶

 金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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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
得著基督。(3：8)

 1 警告：防備律法主義者（1－3）

 2 保羅的見證: 以認識基督為至寶, 要得著基督（4－16）

1) 保羅的猶太傳承（4-6）

2) 保羅的改變：以認識基督為至寶，丟棄萬事，為要得著
基督（7-8）

3) 保羅生命的唯一目標：得著基督 (9-14)

4) 勸勉: 行為與信念相符（15-16）

 3 防備基督十字架的仇敵（17－21）

1) 效法的對象(17)

2) 防備基督十字架的仇敵：以自己肚腹為神的人 (18-19)

3) 信徒的盼望（20－21）



腓立比書第4章: 基督是我們的力量

 金句：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
或饑餓，或有余，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我靠
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4：12-13)

 1 鼓勵和勸勉 (1-9)

1) 要靠主站立得穩，要在主裏同心（1～3）

2) 要靠主常喜樂（4）

3) 要謙讓 (5)

3) 要禱告（6-7）

4) 要愛慕行美事（8-9）

 2 倚靠基督 (10-20)

1) 學會了知足（10-11）

2) 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12-13）

3) 贊賞腓立比人的供給（14-20）

 3 結語：問安和祝福（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