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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基督裡的生命

腓立比書導論腓立比書導論

保羅在同時期完成以弗所書、歌羅西書、腓利門書後不久，

就立刻寫信給腓立比的教會。

是四卷監獄書信中最後成書的一卷

新約正典裡排行第二，在以弗所書之後

在保羅所有的著作中，

本書信是最有朝氣、最歡欣喜樂的；

本書信其中一個目的，

要更新一群基督徒的屬靈生命。

‧背景‧腓立比 ‧寫作目的 ‧特色 ‧在新約中地位 ‧要旨

作者：保羅

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

寫信給凡住腓立比、

在基督耶穌裡的眾聖徒，

和諸位監督，諸位執事。一1

寫作地點與日期：監獄書信

主後61至62年被囚於羅馬時寫成

徒廿八16-31 記錄了保羅

這兩年的牢獄生涯

‧背景‧腓立比‧寫作目的 ‧特色 ‧在新約中地位 ‧要旨

是馬其頓省的一個城市，

保羅在第二次傳道旅程中

離開了腓立比之後，

曾到訪其他沿岸城市

主前350年

為記念亞歷山大大帝

父親馬其頓王腓立，

命名為腓立比城

目的地：腓立比城的腓立比教會

腓立比

馬其頓省
‧



‧背景‧腓立比‧寫作目的 ‧特色 ‧在新約中地位 ‧要旨

政治地位：

主前42年成為羅馬帝國的殖民地。

典型的羅馬城市、豁免繳稅，

按照世界大城市的樣式建造。

徒十六12 路加稱這城為

「馬其頓這一方的頭一個城」

經濟：是一個富庶的城市，

以金礦和肥沃的土壤聞名。

有一個享譽盛名的醫科學校，

使人聯想是路加醫生的故鄉。

‧背景‧腓立比‧寫作目的 ‧特色 ‧在新約中地位 ‧要旨

人口：約有20至50萬的居民

大部分是希臘人 ─ 希利尼人

小部分猶太人和羅馬人

有一個禱告的地方，我們就坐下…講道。徒十六13

典型的腓立比市民：

像羅馬人雄壯、率直和親切

不像雅典的哲學家那樣多疑

不像哥林多的希臘人驕傲奢侈

相當友善的

保羅願意接受這城福音上的協助

‧背景‧腓立比‧寫作目的 ‧特色 ‧在新約中地位 ‧要旨

腓立比教會

保羅寫腓立比書的時候，教會大概已成立了十年

主後50年第一次到訪腓立比 ─ 第二次傳道旅程時期

最先悔改信主的是呂底亞和城中的禁卒 徒十六

首次遇見呂底亞，她已經歸信了猶太教

敬拜耶和華真神的外邦女子

呂底亞的家，是初信基督徒的首個聚會點

腓立比為歐洲教會的發源地

賣紫色布疋的婦人，名叫呂底亞，素來敬拜神。徒十六14

信眾大多希臘人，小部分猶太人，中產階層

教會有組織性的架構，包括監督、執事職任

‧背景‧腓立比‧寫作目的 ‧特色 ‧在新約中地位 ‧要旨

路加與腓立比教會

徒十六10-13 路加在特羅亞加入保羅的宣教隊伍

保羅完成事工、離開腓立比

往下一個城市去服事，

路加留下來，協助教會建立、

教導和鼓勵初信者

徒二十5-6 大約在六年之後 主後56年

當保羅進行第三次的傳道旅程

經過腓立比時，

路加再次加入隊伍。



‧背景 ‧腓立比‧寫作目的‧特色 ‧在新約中地位 ‧要旨

保羅坐監時，

腓立比教會差遣以巴弗提攜帶教會的禮物前往探望，

不幸以巴弗提患了重病，令教會十分擔憂。

寫信時以巴弗提已病愈，

保羅急欲打發他回去，以消除雙方的憂愁，

並順道託他帶信給教會。

向教會表達感激之情

就教會的一些問題，加以教導

不和睦的傾向

假教訓的危機

‧背景 ‧腓立比‧寫作目的‧特色 ‧在新約中地位 ‧要旨

最關注的，是教會不要轉離原來純正和真誠的信仰，

他深信信徒一直以來與主同行，是眾教會的楷模。

但教會中興起了另一些勢力，影響人離開真道，

甚至可能改變逆轉教會的方向。

保羅激勵他們要繼續持守一貫的方向，

要有明辨的能力，不可跟隨似是而非的教導

勉勵的話和榜樣來引導、讚揚他們在信心上有好表現

最基本的就是跟隨基督的榜樣

提摩太、以巴弗提、保羅的榜樣

腓立比信徒過往的忠心行為

‧背景 ‧腓立比 ‧寫作目的‧特色‧在新約中地位 ‧要旨

可以稱為保羅給腓立比信徒的情書，

豐富情感、不拘禮節、個人的風格，

反映出使徒保羅親切真摯的性格。

比較其他書信，

包含了更多的讚美、很少的責難。

這書信的目的是實用性多於教義性，

結構上沒有一個詳盡的大綱，

仍有教導有關基督的位格和工作

沒有引用舊約經文 ─ 教會很少猶太信徒

出現 65 個字詞未見於保羅的其他書信中

啟示錄

約翰福音

馬可福音 路加福音馬太福音

使
徒
行
傳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撒羅尼迦後書

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後書

羅馬書 加拉太書

彼得前書 猶大書

提摩太前書 提多書

雅各書 希伯來書

彼得後書

提摩太後書

約翰壹、貳、參書

神與基督在寶座上

福音的再思

福音的歷史事實

聖
靈
的
工
作

福
音
的
延
續

有關救恩的教義

有關教會的教義

有關末後之事的教義

救恩論

教會論

末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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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 腓立比書

基督論

歌羅西書 腓利門書

基督之位格及工作

喜樂喜樂 饒恕饒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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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加拉太書

以弗所書 歌羅西書

帖撒羅尼迦
前後書

提摩太書信
提多書

更平和

更少叫人憂慮
的爭論更個人化親切

對整體教會生活更深刻的應用更深思熟慮和均衡

‧背景 ‧腓立比 ‧寫作目的 ‧特色 ‧在新約中地位‧要旨

在基督裡的喜樂

「喜樂、歡喜、歡樂、歡歡喜喜」原文中出現 16 次
保羅既遭監禁，又受人攻擊，但在逆境中愈發靠主喜樂，

並且希望以他的喜樂感染與他一同受苦的教會，

鼓勵他們在困境中持守真道，充分表現出牧者的心腸。

保羅的態度

想到他們時心裡的喜樂

一起喜樂、一同歡樂

表明出與這群信徒間特別的關係

在患難逆境中、從生命的連結，帶出喜樂的生活步調

‧背景 ‧腓立比 ‧寫作目的 ‧特色 ‧在新約中地位‧要旨

在基督裡的合一

當時教會有不和睦的現象，保羅要求他們彼此同心，

同有一個心思意念，活出合一的見證。

引述基督的榜樣 二6 -11 ─

「基督論」教義、用詩歌體裁表達

基督貴為神的兒子，

自甘卑微捨己，至終神使祂高升，

展現出「自卑者必升為高」的真理

勸勉基督徒要合一、彼此謙卑順服，

以耶穌基督為榜樣

‧背景 ‧腓立比 ‧寫作目的 ‧特色 ‧在新約中地位‧要旨

「基督論」教義 ─ 說明耶穌基督的位格和祂的工作

約一01-18 太初有道 ─ 耶穌基督的位格

西一15-20 神的形像 ─ 表達出神的榮美

來一01-14 耶穌基督的位格

弗二06-11 在基督裡的合一─ 基督謙卑捨己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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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

在信中出現了 9 次，

充分流露保羅對推展福音的關注。

腓立比教會不只在金錢上資助保羅，

而且當中有多位同工與他一同勞苦，

成了他傳福音的夥伴。

教會並沒有面對教義上混亂的問題

腓立比書談論

當時教會所要被提醒的事情

喜樂的源頭

一.在受苦中喜樂

一03-11 聖徒的相交

一12-30 勝過苦難 ─ 喜樂的態度

二.在服事中喜樂

二01-18 教會信徒與自己同工

二19-30 在團契、靈裡契合

三.在相信中喜樂

三02-16 盼望是在基督身上

三20-00 天國的子民

四.在施受中喜樂 ─ 接受腓立比教會饋贈

四10-19 在神子民的施與上

四04-09 不斷在凡事上分享

保羅的基督徒生活

傳福音、旅行佈道家的

宣教士、使徒

從腓立比書看見

保羅的教會、肢體生活

任何一個信心的偉人

也都需要肢體生活，

在教會群體中分享

主的恩、主的憐憫，

表達出耶穌基督復活的盼望

禱告禱告
生命中有太多的意外來打擾我們，

使我們不能專心的服事、跟隨耶穌。

讓我們看見不孤單的使徒即便在坐監牢時，

所想到的是一群關愛他的基督徒群體、

以致心裡可以充滿喜樂，

幫助我們在患難受苦時，

也可以想到關心、愛我們的肢體。

讓我們不吝於表達、願意付出，

深信耶穌的愛在我們裡面，是愈分享愈多的。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腓立比書與其他書信比較有何特色？

列出腓立比書的三個要旨？

click 左下角 可以閱讀解答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腓立比書與其他書信比較有何特色？

列出腓立比書的三個要旨？

包含了更多的讚美，較少的責難。

一. 在基督裡的喜樂

二. 在基督裡的合一

三. 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