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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概览腓立比书概览

我们要分为六个方面来谈论它…

一、作者方面，腓立比书的作者是使徒保罗，
这 点 世 代很少人会质疑的这一点是历世历代很少人会质疑的，
保罗在这一卷书一开始，就自称他是作者，

一1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很明显的 他在这个地方就说他是写作的人

吴道宗博士

1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很明显的，他在这个地方就说他是写作的人

腓立比书如果跟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

这几卷典型的保罗著作来比较的话，

腓立比书在语言方面、在文学体裁、历史事实的叙述等等，

在那个特征上面，都是跟这些书卷一致的

这些证据就可以再再地显示 腓立比书的作者是非保罗莫属这些证据就可以再再地显示，腓立比书的作者是非保罗莫属。

另外早期的教父也是一致认为，保罗是腓立比书的作者，
包括第一世纪的革利免，第二世纪的伊格那修、黑马、殉道者游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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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第 世 的革利免，第 世 的伊格那修、黑马、殉道者游斯丁 。
是因为他们认为腓立比书是保罗所作的，才会列入正典之内。

二、腓立比书写作地点跟写作日期…
是保罗四封监狱书信之一，是保罗四封监狱书信之 ，

传统上认为，保罗是在罗马坐监的两年写下腓立比书，
虽然有些学者认为他可能是在以弗所写的、有的认为是在哥林多或是该撒利亚；

但是以保罗在罗马写作的可能性最高，

这样的观点也被大部分的学者所接受。

它的理由：它的理由：
一、一13「御营全军」，四22「该撒家里的人」，

这一点就跟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情形吻合，
「御营全军」如果是指王宫警卫的时候，

就是指罗马的御林军，而御林军就是在罗马保护罗马皇帝的

「该撒家里的人」就是指受雇于该撒并且为该撒服务的人「该撒家里的人」就是指受雇于该撒并且为该撒服务的人，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住在罗马，并且有一些人也信了主

如果跟御营全军合起来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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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跟御 全军合起来看的话，
保罗在罗马坐监并且写下腓立比书，是更加确凿了。

其次，保罗可以在他的居所自由地接待朋友，
二25~30 保罗就接待以巴弗提 并且在以巴弗提生病的时候照顾他二25 30 保罗就接待以巴弗提，并且在以巴弗提生病的时候照顾他。

二19~23 保罗也安排提摩太的事工，打发提摩太造访腓立比教会。

这个情形就跟他自己在罗马被软禁的情形是吻合的，
徒廿八30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

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
从以上的证据来看 毫无疑问地 腓立比书是在罗马写作的从以上的证据来看，毫无疑问地，腓立比书是在罗马写作的。

写作的时间有可能在 AD60~62，也就是他在坐监的末期，
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使得一12~18的情况逐渐地形成，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使得 12 18的情况逐渐地形成，

提到保罗所在的那个教会的弟兄，传福音是出自于两种不同的动机，

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

二24「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
从这样的暗示就可知道保罗即将获释

这个时间点很可能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所提到的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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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间点很可能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所提到的两年…
这时候的时间大概是 AD60~62之间。



三、腓立比城，保罗在 AD49第一次抵达腓立比…
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城市 位于马其顿的东北方是 个相当古老的城市，位于马其顿的东北方，

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她是位在罗马通往亚洲的军事大道上面

附近山区富含着金矿，就成为当地两派人马冲突的冲突点。

356BC其中一方就邀请马其顿的腓利二世，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
来对付另外一方的人马。腓利二世攻下这城，并用自己的名字为这个城命名，

腓立比的意思就是腓利的城 把这城建成一个坚固的军事重镇腓立比的意思就是腓利的城，把这城建成一个坚固的军事重镇，

来保护所征服到的土地、附近丰富的金矿。

 168BC 罗马军队击败波斯之后，腓立比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腓立比城的居民享有特别的罗马公民的权利，这些的特权包括：
可以拥有并且变卖财产、可以不受鞭打、不受非法的逮捕、

有权上告该撒、有权来往帝国的各地。

这个现象就反映在腓立比书的几个地方，
三20保罗提到他们是「天上的国民」 国民就是公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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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保罗提到他们是「天上的国民」，国民就是公民的意思，
腓立比的信徒一听就明白，因为他们是以罗马公民自豪的。

四、腓立比教会成立的经过。腓立比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时建立的，
保罗之所以会到马其顿去传福音 是因为在特罗亚看见异象：有一个马其顿人保罗之所以会到马其顿去传福音，是因为在特罗亚看见异象：有 个马其顿人

站着求他们过去帮助他们，保罗就毫不迟疑地回应、立刻启程前往。

徒十六10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时候大约是 AD52；
以后福音向西传便大有斩获，而以腓立比城为向欧洲传福音的第一个城市。

当保罗抵达腓立比之后，就在那个地方住了几天，在安息日，
他们 行人到了城外的河边 就看到 个祷告的地方他们一行人到了城外的河边，就看到一个祷告的地方。

根据保罗的习惯，当他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先以会堂作为传福音的第一站。

可是从徒十六13他却是到河边聚会。很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城里面，可是从徒十六13他却是到河边聚会。很可能是因为在那个城里面，

犹太男子不足十个人，所以就无法成立会堂，

因此这些妇女聚会的地方，只能够选择在河边。

保罗对那些妇女讲道，其中有一位就是吕底亚，
是卖紫色布疋的商人，她也是一个归附犹太教的外邦人。

徒十六14说她是「素来敬拜神」 当吕底亚听到保罗的讲道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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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十六14说她是「素来敬拜神」。当吕底亚听到保罗的讲道之后，
主就开导她的心并且她就立刻作出了回应，她跟她全家都领了洗。

之后保罗跟他的同工遇到一个被鬼附的使女，
这个使女能够预言未来 以致于她的主人因此获得钱财之利这个使女能够预言未来，以致于她的主人因此获得钱财之利。
保罗赶出了附在使女身上的鬼，她的主人见到获利的希望泡汤了，

就拉住保罗跟西拉，把他们带到官长的面前，

控告他们骚扰的罪名，保罗跟西拉就被丢在监狱里面，

剥下衣裳、鞭打，并且两脚都上了木狗。

到了半夜有地震发生 所有监狱的门都 了到了半夜有地震发生，所有监狱的门都 了，
保罗跟西拉并没有逃跑，反而是向狱卒传福音，

之后狱卒以及他们全家都信了主。

第二天保罗表示，他具有罗马公民的身分，这个身分使得官长感到非常的害怕，
于是就释放保罗跟西拉，并且就劝他们离开腓立比。

两个人出监之后，就直接来到当时的聚会地点，就是吕底亚的家，

保罗跟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有短暂的相聚，

在劝勉他们一番之后 保罗一行人就离开腓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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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劝勉他们一番之后，保罗一行人就离开腓立比，

到了亚波罗尼亚、帖撒罗尼迦。

我们并不确定，保罗第一次在腓立比工作的时间，
总共他待了多少时间总共他待了多少时间，

但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有特别的厚爱却是无庸置疑的。

保罗亲自建立这个教会，
而腓立比教会回馈保罗的行动之一

就是常常在财务上资助保罗，

以致于保罗在书信当中多次的表达对腓立比教会的感谢以致于保罗在书信当中多次的表达对腓立比教会的感谢。

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情谊，
可以从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回程当中，可以从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回程当中，

曾经两度造访腓立比可以显明出来。
徒二十1~2 保罗⋯往马其顿去，走遍那一带的地方。

包括了马其顿的腓立比
徒二十3~6 保罗在希腊住了三个月之后，

也曾经到腓立比去 并且从那个地方坐船到特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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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经到腓立比去，并且从那个地方坐船到特罗亚



五、腓立比书当中的反对者，有四处的经文提到一些反对者，
有时候学者称这些反对者，叫作敌对保罗的人。有时候学者称这些反对者，叫作敌对保罗的人。

一15~17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
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辩明福音设立的；

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
从文脉来看，这里所提到的是保罗被囚的所在地的罗马教会，

在这个教会的弟兄当中 有两种不同传福音的动机在这个教会的弟兄当中，有两种不同传福音的动机，
保罗并没有指责他们所传的福音有任何的问题，而说他们是传基督。

这些敌对保罗的人，不是教义上、信仰上的问题，而是动机上、态度上的问题。

虽然保罗为福音传出去的结果感到喜乐，
但是他绝对不会认为这些人的行为是可取的。

罗马的教会并不是保罗亲自设立的 保罗也未曾见过他们罗马的教会并不是保罗亲自设立的，保罗也未曾见过他们，
显然在他们中间有些人对保罗并不存着善意，

在传福音的动机上，有的是出于嫉妒纷争，目的是要加增保罗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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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动机 ，有 争， 罗

无论如何把这群人看作是基督徒，应该是最合适的了解。

一27~28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叫我或来见你们 或不在你们那里 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

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

按照腓立比教会当时的情况来看，28的敌人不像是犹太人，
因为刚才我们提过，当保罗最初来到腓立比城传福音的时候，

犹太人的人数 特别是男子 还没有达到成立会堂的人数犹太人的人数，特别是男子，还没有达到成立会堂的人数，

必须犹太男子在十个以上，才能够成立一个会堂。

因此那些威胁腓立比教会的人，
最有可能的就是腓立比城的外邦人。

如此 来 就跟第 处的经文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如此一来，就跟第一处的经文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
他们是不信主的外邦人，

而且他们是住在腓立比城，而不是住在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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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们是住在腓立比城，而不是住在罗马。

三2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
从妄自行割这个措词来看，保罗所指控的，是一群犹太的基督徒，从妄自行割这个措词来看，保罗所指控的，是 群犹太的基督徒，

他们认为信耶稣还不够，必须加上守旧约律法中的割礼才能够得救。
这些人如同徒十五1那些下到安提阿教会的犹太人所主张的：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这样的主张可以显示两件事情：
1. 耶稣基督所预备的救恩是不完全的，因此就必须靠人的行动来补足，

或者是靠人的行动来守割礼或者是靠人的行动来守割礼。

2. 信心是不足够的，还需要靠守律法才能够得救。

这是一种藐视神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救赎工作、破坏因信称义的做法，这是 种藐视神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救赎工作、破坏因信称义的做法，
完全是跟福音的精神相违背，难怪保罗会称为他们是犬类、是作恶的。

不过从保罗警告腓立比的信徒，要防备他们的情形来看，
保罗似乎并不忧虑腓立比的信徒，有被迷惑的危险，

这就表示这些的犹太主义者，或者说这些犹太的基督徒，

并没有对腓立比教会有即刻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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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对腓立比教会有即刻的威胁，

但是这些的犹太主义者，是不是有出现在腓立比城当中，我们则是一无所悉。

三18~19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保罗称他们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

并且指出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这个地方比较麻烦，因为这些人的真实身分或者是他们的教导内容，
是没有办法从这段经文当中知道的 不过这些反对者的出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是没有办法从这段经文当中知道的；不过这些反对者的出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为什么保罗会鼓励腓立比的信徒、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

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一20)，就是针对敌人、敌对腓立比教会信徒的人。为所信 音齐 努力 ( )， 是针对敌人、 对腓 教会信徒 。

三3~4保罗不以肉体作为夸口。
这个部分特别是针对那些犹太主义者

三20~21保罗劝勉他们不要失去末日的盼望，
于是就相信神会带给他们的应许。

这就是针对那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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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针对那些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就在这些背景的衬托底下，我们就可以更靠近保罗在书信当中的想法。



六、写作原因、目的
保罗写作的原因，首先要从以巴弗提谈起保罗写作的原因，首先要从以巴弗提谈起…

以巴弗提原来是被腓立比教会所差的弟兄，

他要把物质上的供给，带给在罗马的保罗。

可是当以巴弗提抵达罗马之后，他就生患重病几乎要死，
另外一方面，以巴弗提患病的消息，

也传到腓立比教会信徒的耳中也传到腓立比教会信徒的耳中，
这就使得以巴弗提感到非常的难过，

因为这就会造成以巴弗提没有达成任务的自责。

可是以巴弗提在保罗的照顾底下，就逐渐地恢复健康，
这就兴起保罗打发以巴弗提回去腓立比教会的念头：

解 弗 的思乡之情一方面可以纾解以巴弗提的思乡之情
另外一方面就可以趁此之便，保罗写一封信给腓立比的教会，

托以巴弗提带回教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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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以巴弗提带回教会去

这就形成保罗写腓立比书的原因。

保罗写腓立比书的目的，可以从两大方面来看…
第一方面就是有关他和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种种事物，第 方面就是有关他和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种种事物，

保罗要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知道他在狱中生活的情形是如何，

保罗也要感谢腓立比教会对他的关心，还有金钱上的馈赠
保罗向他们解释打发以巴弗提的原因，并且要教会好好地接待他
保罗向腓立比教会举荐提摩太，

是为了要提摩太即将造访腓立比教会的计画预先铺路是为了要提摩太即将造访腓立比教会的计画预先铺路
最后，保罗表明造访腓立比教会的计画，

当然这个前提必须是保罗是在无罪开释的情况底下发生的

第二方面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提醒跟劝勉，…
在教会里面有不合还有纷争，因此保罗以合一的角度，来劝勉他们要谦卑，

并 举 耶稣 样并且举出耶稣作为他们效法的榜样

保罗也要教会防备一些假教士的教导，并且指出他们的结果
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 在面对逼迫的时候 能够坚固信仰、屹立不摇

14

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能够坚固信仰、屹立不摇，

他鼓励信徒，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能够喜乐，就像他在监狱中喜乐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