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腓立比書 

 
目標： 
 
完成本章，你應能夠： 
 說出腓立比書作者。 
 指出腓立比書的受書人。 
 舉出腓立比書的目的。 
 默寫腓立比書的鑰節。 
 列出腓立比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引言 

 
作者：保羅 
 
對象：腓立比的教會 
 
目的：呼籲基督要合一。  
 
鑰節：二２ 
 
生活和事奉原則：在耶穌裡合一帶來喜樂。 
 
主要人物：保羅、提摩太、以巴弗提、該撒。 
 

大綱 
 
壹、 引言：一 1－26 
 甲、 問安：一 1－2 
  一、 由保羅和提摩太：一 1 
 二、 向：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穌裡的眾聖徒，和諸位監督， 

諸位執事：一 1 
  三、 恩惠和平安：一 2 
 乙、 為腓立比人禱告：一 3－11 



  一、 為他們感謝：一 3－5 
a. 感恩的動機：一 3 
b. 感恩的說話：一 4 
c. 感恩的原因：一 5 

二、 保羅對他們的信心：一 6－7 
a. 信心的性質：一 6 
b. 信心的理由：一 7 

三、 他的盼望：一 8 
四、 為他們祈禱的內容：一 9－11 

a. 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一 9 
b. 能分辨是非：一 10 
c. 作誠實無過的人：一 10 
d. 結滿仁義的果子：一 11 

丙、 個人事項：一 12－26 
 一、 叫傳福傳開的一些事件：一 12－18 

a. 被囚：一 12－14 
b. 傳道：一 15－18 
c. 祈禱：一 19 

二、 生與死的矛盾：一 19－26 
a. 生與死的比較：一 20－21 
b. 生的呼號：一 22 
c. 死亡的召喚：一 23－24 
d. 長的人生的保證：一 25－26 

 
弍、 合一勸勉：一 27－二 18 
 甲、 受苦中合一：一 27－30 
  一、 行事為人與基督福音相稱：一 27 
  二、 同有一個心志，站立得穩：一 27 
  三、 為福音齊心努力：一 27 
  四、 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一 28 
 乙、 基督裡合一：二 1－11 
  一、 藉恰當的行為：二 1－4 

a. 愛心：二 1－2 
b. 團契：二 1 
c. 憐憫：二 1 
d. 一樣意念：二 2 
e. 一樣心思：二 2 
f. 不貪圖虛浮榮耀，只存心謙卑：二 3 



g. 不單顧自己的事，也顧別人的事：二 4 
二、 基督的謙卑：以基督的心為心：二 6－8 

a. 虛己：二 7 
b. 奴僕形象：二 7 
c. 人的樣式：二 7 
d. 自己卑微：二 8 
e. 順服至死在十架：二 8 

三、 基督高升：二 9－11 
a. 升高：二 9 
b. 超乎萬名：二 10 
c. 無一屈膝：二 10 
d. 萬口承認：二 11 

丙、 屬靈成長帶來合一：二 12－18 
 一、 以恐懼戰驚作成得救工夫：出於上帝：二 12－13 
 二、 凡事不發怨言：無可指摘：二 14－15 
 三、 表明生命的道：叫人喜樂：二 16－18 

 
叁、 保羅的計劃：二 19－30 
 甲、 對提摩太的計劃：二 19－23 
  一、 計劃：二 19 
  二、 計劃的動機：二 19 
  三、 揀選提摩太的原因：二 20－21 
  四、 保羅與提摩太的關係：二 22 
  五、 打發提摩太的時間：二 23 
 乙、 對自己的計劃：二 24 
 丙、 對以巴弗提的計劃：二 25－30 
  一、 提出說明：二 25 
  二、 以巴弗提的見證：二 25 
  三、 派以巴弗提的理由：二 26－27 
  四、 吩咐接待：二 28－30 
 
肆、 警告：三 1－四 1 
 甲、 防備猶太教師傅：三 1－16 
  一、 以主裡的喜樂來防範：三 1 
  二、 勸勉要防範這些人：三 2 
  三、 真以色列人：三 3 
  四、 保羅在這樣事上的經驗：三 4－11 

a. 他以律法誇口的理據：三 4－6 



i) 割禮：三 5 
ii) 以色列族血統：三 5 
iii) 屬便雅憫支派：三 5 
iv) 是法利賽人：三 5 
v) 熱心（逼迫教會）：三 6 
vi) 在律法方面無可指摘：三 6 

b. 價值觀念的改變：三 7－11 
i) 改變的本質：三 7 
ii) 改變的理由：三 8 
iii) 改變的動機：三 8－11 

五、 以完全來防範律法主義：三 12－16 
a. 對完全的態度：三 12 
b. 完成目標的努力：三 13－14 
c. 勸勉要追求完全：三 15－16 

乙、 責備假師傅：三 17－21 
 一、 他們的品格：三 17－21 
 二、 他們的結局：三 19 
 三、 信徒的回應：三 20－21 

 
伍、 勸勉：四 1－9 
 甲、 友阿爹和循都基合一：四 1－3 
 乙、 喜樂中合一：四 4 
 丙、 以謙讓的心合一：四 5 
 丁、 在禱告中合一：四 6 
 戊、 在平安中合一：四 7 
 己、 在思念上合一：正確的思考：四 8 
  一、 真實的 
  二、 可敬的 
  三、 公義的 
  四、 清潔的 
  五、 可愛的 
  六、 有美名的 
  七、 有德行的 
  八、 可稱讚的 
 庚、 知識和行為的一：四 9 
 
陸、 感謝他們的饋送：四 10－20 
 甲、 知足的秘訣：四 10－13 



  一、 感謝腓立比人的饋送：四 10 
  二、 他不靠物質：四 11 
  三、 解釋秘訣：11－12 
  四、 保羅力量的來源：四 13 
 乙、 供給的秘訣：四 14－20 
  一、 他為所獲的鳴謝：四 14 
  二、 他重提腓立比人的往績：四 15－16 
  三、 保羅他們饋送的態度：四 7 
  四、 他接受饋送：四 18 
  五、 供給的秘訣：四 19－20 
 
柒、 祝福：四 21－ ２３ 
 甲、 向在基督耶穌裡的聖徒問安：四 21 
 乙、 與保羅一起的弟兄問安：四 21 
 丙、 聖徒撒家裡的人問安：四 22 
 丁、 恩惠與你同在：四 23 
 
 
 
 
 
 
 
 
 
 
 
 
 
 
 
 
 
 
 
 
 
 



自我測驗 
 
1. 誰是腓立比書的作者？ 
 

                                                                   
 

2. 舉出腓立比書的目的。 
 

                                                                   
 

3. 誰是腓立比書的受書人？ 
 

                                                                     
 

4. 列出腓立比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5. 默寫腓立比書的鑰節。 
 

                                                                   
 

（答案在手冊末章後列出） 
 
 
 
 
 
 
 
 
 
 
 
 
 
 
 



進深研讀 
 

1. 訮究鑰詞「喜樂」。這詞在本書出現共 8次。  
 
2. 下面是研讀立比書的另一個方法： 
 

章數  鑰節  主題 
一   21   信徒的生命 
二   5   信徒的心思 
三   10   信徒的目標 
四   13   信徒的力量 
 

3. 腓立比教會的建立，是出於保羅的一個異象。讀徒十六 8－10。 
 
4. 聖經中有兩種的平安，腓立比書論及其中的一種。羅五 1談及信徒與上帝和
好而來的平安。腓四 7 則指出上帝賜信徒平安。 

 
6. 上帝在腓立比教會中三個基督徒的生命中奇妙工作： 
 
7. 列保羅一些從世上獲得的資格：三 8－12 
 
8. 讀腓一 12－21。指出福音傳播的不同方法。 
 
9. 列出腓四 8－9的一些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