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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里的生命

腓立比书导论腓立比书导论

保罗在同时期完成以弗所书、歌罗西书、腓利门书后不久，
就立刻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就立刻写信给腓 比的教会。

是四卷监狱书信中最后成书的一卷

新约正典里排行第二，在以弗所书之后新约正典里排行第 ，在以弗所书之后

在保罗所有的著作中，

本书 是最有朝气 最 喜本书信是最有朝气、最欢欣喜乐的；

本书信其中一个目的，

要更新一群基督徒的属灵生命。

‧背景 ‧腓立比 ‧写作目的‧特色‧在新约中地位‧要旨

作者：保罗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
写信给凡住腓立比、

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
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一1

写作地点与日期：监狱书信

被囚 罗马时 成主后61至62年 被囚于罗马时写成
徒廿八16-31 记录了保罗

牢这两年的牢狱生涯

‧背景‧腓立比 ‧写作目的‧特色‧在新约中地位‧要旨

是马其顿省的一个城市

目的地：腓立比城的腓立比教会
腓立比

马其顿省
‧

是马其顿省的 个城市，
保罗在第二次传道旅程中

离开了腓立比之后

腓 比

离开了腓立比之后，

曾到访其他沿岸城市

主前350年
为记念亚历山大大帝
父亲马其顿王腓立父亲马其顿王腓立，

命名为腓立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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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地位：
主前42年 成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

典型的罗马城市、豁免缴税，

按照世界大城市的样式建造。

徒十六12 路加称这城为

「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

经济：是一个富庶的城市，
以金矿和肥沃的土壤闻名。

有一个享誉盛名的医科学校，

使人联想是路加医生的故乡。

‧背景‧腓立比 ‧写作目的‧特色‧在新约中地位‧要旨

人口：约有 20 至 50 万的居民

大部分是希腊人 ─ 希利尼人大部分是希腊人  希利尼人
小部分犹太人和罗马人

有 个祷告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 讲道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讲道。徒十六13

典型的腓立比市民：

像罗马人雄壮、率直和亲切

不像雅典的哲学家那样多疑

不像哥林多的希腊人骄傲奢侈

相当友善的
保罗愿意接受这城福音上的协助

‧背景‧腓立比 ‧写作目的‧特色‧在新约中地位‧要旨

立腓立比教会
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教会大概已成立了十年

到访腓立比 第 主后50年 第一次到访腓立比 ─ 第二次传道旅程时期

最先悔改信主的是吕底亚和城中的禁卒 徒十六

首次遇见吕底亚 她已经归信了犹太教

卖紫色布疋的妇人，名叫吕底亚，素来敬拜神。徒十六14

首次遇见吕底亚，她已经归信了犹太教
敬拜耶和华真神的外邦女子

吕底亚的家 是初信基督徒的首个聚会点吕底亚的家，是初信基督徒的首个聚会点
腓立比为欧洲教会的发源地

信众大多希腊人 小部分犹太人 中产阶层信众大多希腊人，小部分犹太人，中产阶层

教会有组织性的架构，包括监督、执事职任

‧背景‧腓立比 ‧写作目的‧特色‧在新约中地位‧要旨

路加与腓立比教会
 徒十六10-13 路加在特罗亚加入保罗的宣教队伍徒十六 路加在特罗 加入保罗的宣教队伍

 保罗完成事工、离开腓立比
往下 个城市去服事往下一个城市去服事，

路加留下来，协助教会建立、

教导和鼓励初信者教导和鼓励初信者

 徒二十5-6 大约在六年之后 主后56年

当保罗进行第三次的传道旅程
经过腓立比时，

路加再次加入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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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坐监时，
腓立比教会差遣以巴弗提携带教会的礼物前往探望，腓立比教会差遣以巴弗提携带教会的礼物前往探望，

不幸以巴弗提患了重病，令教会十分担忧。

写信时以巴弗提已病愈写信时以巴弗提已病愈，

保罗急欲打发他回去，以消除双方的忧愁，

并顺道托他带信给教会并顺道托他带信给教会。

 向教会表达感激之情
 就教会的一些问题，加以教导
 不和睦的倾向

 假教训的危机

‧背景 ‧腓立比 ‧写作目的 ‧特色‧在新约中地位‧要旨

最关注的，是教会不要转离原来纯正和真诚的信仰，
他深信信徒一直以来与主同行，是众教会的楷模。

但教会中兴起了另一些势力，影响人离开真道，

甚至可能改变逆转教会的方向。甚 可能 变 转教会 方 。

保罗激励他们要继续持守一贯的方向，

要有明辨的能力 不可跟随似是而非的教导要有明辨的能力，不可跟随似是而非的教导

勉励的话和榜样来引导、赞扬他们在信心上有好表现

最基本的就是跟随基督的榜样
提摩太、以巴弗提、保罗的榜样

腓立比信徒过往的忠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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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称为保罗给腓立比信徒的情书，

丰富情感 不拘礼节 个人的风格丰富情感、不拘礼节、个人的风格，

反映出使徒保罗亲切真挚的性格。

比较其他书信比较其他书信，

包含了更多的赞美、很少的责难。

这书信的目的是实用性多于教义性，

结构上没有一个详尽的大纲，结构 没有 个详尽的大纲，

仍有教导有关基督的位格和工作
没有引用旧约经文 ─ 教会很少犹太信徒没有引用旧约经文  教会很少犹太信徒
出现65个字词未见于保罗的其他书信中

启示录

神与基督在宝座上‧背景 ‧腓立比 ‧写作目的‧特色‧在新约中地位 ‧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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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救恩的教义救恩论

约翰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马太福音

福音的再思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马太福音

福音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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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平和

加拉太书 更少叫人忧虑
的争论更个人化亲切

腓立比书以弗所书 歌罗西书腓立比书

帖撒罗尼迦 提摩太书信帖撒罗尼迦
前后书

提摩太书信
提多书

对整体教会生活更深刻的应用更深思熟虑和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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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里的喜乐
「喜乐、欢喜、欢乐、欢欢喜喜」原文中出现 16 次

保罗既遭监禁，又受人攻击，但在逆境中愈发靠主喜乐，

并且希望以他的喜乐感染与他一同受苦的教会，并且希望以他的喜乐感染与他 同受苦的教会，

鼓励他们在困境中持守真道，充分表现出牧者的心肠。

保罗的态度保罗的态度
想到他们时心里的喜乐
 起喜乐 同欢乐一起喜乐、一同欢乐

表明出与这群信徒间特别的关系

在患难逆境中、从生命的连结，带出喜乐的生活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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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里的合一

当时教会有不和睦的现象，保罗要求他们彼此同心，当时教会有不和 的现象，保罗要求他 同 ，
同有一个心思意念，活出合一的见证。

引述基督的榜样二6 -11 ─引述基督的榜样二6 11

「基督论」教义、用诗歌体裁表达

基督贵为神的儿子基督贵为神的儿子，

自甘卑微舍己，至终神使他高升，

展现出「自卑者必升为高」的真理展现出「自卑者必升为高」的真理

劝勉基督徒要合一、彼此谦卑顺服，劝勉 督徒要合 、彼此谦卑顺服，

以耶稣基督为榜样

‧背景 ‧腓立比 ‧写作目的‧特色‧在新约中地位‧要旨

「基督论」教义 ─ 说明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

约一01-18 太初有道 ─ 耶稣基督的位格约 01 18 太初有道  耶稣基督的位格
西一15-20 神的形像 ─ 达出神的荣美
来一01-14 耶稣基督的位格来 01 14 耶稣基督的位格
弗二06-11 在基督里的合一 ─ 基督谦卑舍己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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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在信中出现了 9 次在信中出现了 9 次，
充分流露保罗对推展福音的关注。

腓立比教会不只在金钱上资助保罗腓立比教会不只在金钱上资助保罗，

而且当中有多位同工与他一同劳苦，

成了他传福音的伙伴成了他传福音的伙伴。

教会并没有面对教义上混乱的问题
腓立比书谈论

当时教会所要被提醒的事情教会 被 事

喜乐的源头
在受苦中喜乐一. 在受苦中喜乐

一03-11 圣徒的相交
一12 30 胜过苦难 喜乐的态度一12-30 胜过苦难 ─ 喜乐的态度

二. 在服事中喜乐
二01 18 教会信徒与自己同工二01-18 教会信徒与自己同工

二19-30 在团契、灵里契合

三 在相信中喜乐三. 在相信中喜乐
三02-16 盼望是在基督身上
三20-00 天国的子民三20-00 天国的子民

四. 在施受中喜乐 ─ 接受腓立比教会馈赠

四10-19 在神子民的施与上四10 19 在神子民的施与上
四04-09 不断在凡事上分享

保罗的基督徒生活

 传福音、旅行布道家的

宣教士 使徒宣教士、使徒
 从腓立比书看见

保罗的教会 肢体生活保罗的教会、肢体生活

任何 个 的伟任何一个信心的伟人

也都需要肢体生活，

会群体在教会群体中分享

主的恩、主的怜悯，

表达出耶稣基督复活的盼望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生命中有太多的意外来打扰我们，

使我们不能专心的服事、跟随耶稣。

让我们看见不孤单的使徒即便在坐监牢时，让我们看见不孤单的使徒即便在坐监牢时，

所想到的是一群关爱他的基督徒群体、

以致心里可以充满喜乐以致心里可以充满喜乐，

帮助我们在患难受苦时，

也可以想到关心 爱我们的肢体也可以想到关心、爱我们的肢体。

让我们不吝于表达、愿意付出，
深信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是愈分享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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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与其他书信比较有何特色？

包含了更多的赞美 较少的责难

列出腓立比书的三个要旨？

包含了更多的赞美，较少的责难。

列出腓立比书的三个要旨？

一. 在基督里的喜乐在基督 喜乐
二. 在基督里的合一

三. 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