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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的生命和福音
教會興旺的兩大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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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一．概論和保羅對腓立比教會的問候

和關愛（一1-11）

二．生命的態度（一12-30）

三．興旺福音和生命的榜樣（二1-11）

四．生命的榜樣（二12-30）

五．生命的標竿（三1-21）

六．生命的能力（四1-23）



腓立比教會的歷史和特點

 保羅時代的腓立比城，原是愛琴海西岸馬其頓省東部的一個小城，

因它位於分隔歐、亞兩大洲一連串山脈之間的隘口，故為兵家必

爭之地，曾為羅馬帝國的軍事駐防地（徒十六12）；又為小亞細

亞與羅馬帝國通商的要衝，是當時的貿易中心。後來日漸衰敗，

現在僅存一片廢墟。考古家根據廟宇的遺蹟，和所刻的碑文，知

道當地的居民，是熱心崇拜多神的，大概是受到希臘文化泛神論

的影響。

 保羅在歐洲建立的第一個教會。保羅第二次出外佈道時，在特羅

亞異象中聽到馬其頓的呼聲，就經過尼亞波利到了腓利比（徒十

六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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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第二次行傳路線行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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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教會的歷史和特點

 腓立比教會的第一批信徒是賣紫色布匹的呂底亞全家（徒十六

14-15）和獄中的禁卒全家（徒十六25-34）。

 是富有愛心的教會。呂底亞和禁卒全家曾接待保羅(徒十六15，

34)；他們也一再的打發人去帖撒羅尼迦餽贈保羅(腓四6)；保羅

在哥林多時，也受到他們的餽贈(林後十一9)；他們又差以巴弗

提去羅馬供給保羅的需要(腓二25；四18-20)；保羅也十分信任

他們餽贈的動機，知道他們所作的是出於愛主的心，明白奉獻的

真正意義。此外，他們也十分踴躍地為耶路撒冷的聖徒捐錢(羅

十五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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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教會的歷史和特點

 腓立比城位於羅馬帝國通商的要衝，是當時的貿易中心，居民組

成較複雜，是一個由多數是外邦人所組成的教會。因著猶太人不

多，所以沒有明顯地受到割禮派的攪擾。

 始終與保羅維持友好的關係，從未受過敵人的離間。同心合意地

興旺福音，在傳福音的事上與保羅配搭無間，是新約教會中錯誤

最少的教會之一。

 組織健全，有監督、有執事；在新約中，明文提到有執事的教會，

只有耶路撒冷和腓立比兩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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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時地

按本書內容多處顯示，本書是保羅在主後約62年，於羅馬監禁晚期
所寫的（其它三卷監獄書信為以弗所書、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保羅在書中提及坐監的地方，可與「御營全軍」接近(腓一13)；
且必然是在獄中時期頗長久，才能使「御營全軍」都聽聞福音。

 他自己知道他的案件行將判決(腓一19；二23-24)。

 他在書中提及「該撒家裏的人」(腓四22)，顯然是指羅馬教會中

的成員。

保羅在腓立比受到逼迫，和西拉遷移到帖撒羅尼迦。五年後再次來

到腓立比，短暫停留，再過五年保羅在羅馬第一次被囚禁，在獄中

（軟禁）寫了腓立比書。從保羅初到腓立比至寫此信隔了約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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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書背景和目的

 當保羅坐監時，腓立比教會曾差派以巴弗提攜帶教會的贈物前往

探望，並要他負責照顧保羅在獄中的生活。而這位忠心的以巴弗

提，竟因此病倒，幾乎至死；消息傳至腓立比，使教會十分擔憂。

後來蒙神的憐憫，才得痊癒。因此，保羅急欲打發以巴弗提回去，

以消除雙方的憂愁，並順道託他捎帶此信給腓立比教會。

 由於腓立比人在獲悉保羅下監後，對他的境遇相當掛念，並且誤

以為保羅的下監受苦，是對他福音工作的重大打擊(腓一12-14)，

因此特藉這封信告知他在監獄裏的情形，以解他們的懸念；並且

指明他的被監禁，反而使福音更加興旺。鼓勵信徒為基督的緣故

受苦，要站立得穩，不要被環境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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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書背景和目的

 保羅也藉這封信向腓立比教會答謝他們的關懷，包括物質上的支

持。

 保羅發覺腓立比教會，在靈性和道理上有點小錯誤，(例如不和

的傾向、割禮派異端的危機等)，因而要藉這機會為他們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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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特點

 在保羅眾多書信中，腓立比書是比較特殊的，它不是專論教義，
也沒有解決教會問題，它像是一封個人私函，信中充滿了保羅的
“我”，藉著“我”的意念和作法，達到教導信徒的目的。

 腓立比書是一封喜樂洋溢的書信，「喜樂」一詞在全書中出現十
七次，每章都有「喜樂」這個字。因教會富有愛心並同心合意地
興旺福音，保羅的心情喜樂。有人說腓立比書是一封喜樂書信。

 不過，如果以詞彙出現次數為準則的話，保羅在腓立比書中提到
基督或基督的代名詞則有七十次之多。故此，與其說這封信充滿
了喜樂，不如說這封信充滿了基督更為準確。

 喜樂中的鼓勵和提醒：中心思想 - 在基督裡的生命和福音。

 對現今教會的鼓勵和提醒，時時研讀思想腓立比書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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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思想：在基督裡的生命和福音

 生命的態度 - 活著「為」基督（第一章）

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放膽，
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一20）

 生命的榜樣 - 活著「學」基督（第二章）

你们當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二5）

 生命的標竿 - 活著「得」基督（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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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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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思想：在基督裡的生命和福音

 生命的能力 - 活著「靠」基督（第四章）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四13）

 興旺福音

 總共提到“福音”九次，其中六次在第一章（一5、7、12、16、
27）。

 傳福音是保羅心中非常關心的事。他的一生，甚至他的生命，
就是為福音擺上。他關切腓立比教會有沒有把福音傳揚開來。

“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
處。” （哥前九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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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候（一1-2）

1 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穌里的

眾聖徒，和諸位監督，諸位執事。 2 願恩惠、平安從 神我們的父並

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僕人」直譯為「奴隸」，作「基督耶穌的僕人」意味著蒙神揀選，

作為神所使用的器皿，擁有神所賜的恩賜和權柄，這個稱呼曾用於

摩西（出十四31; 民十二7; 詩一百零五26）和先知（耶二十五4; 

但九6、10; 摩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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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人式的領導：

「25 耶穌對門徒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君王為主治理他們，有大

臣操權管束他們。26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

大，就必作你們的佣人；27 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28 正如

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

贖價。”」（太二十25-28）

 對成功領導的認定和世界的標準不同。（25-26）

 衡量基督徒領導的標準是服務。"你們中間，誰願大，就必作你

們的佣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 

（26-27）

 僕式服務是建立在耶穌的典範上。（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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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候（一1-2）

1 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穌里的
眾聖徒，和諸位監督，諸位執事。 2 願恩惠、平安從 神我們的父並
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聖徒」指分別出來歸給神，事奉神、見證神的人，在舊約里指以色列
人，在新約里指所有信徒。神呼召聖徒過聖潔的生活（利十九2; 帖前四
3），但信徒在得救時還沒有真正成為聖潔，而是基督在神面前成為我們
的「聖潔」（林前一30）。

「監督」就是教會的長老（徒二十17，28），責任是「牧養神的教會」
（徒二十28），「長老」指其身份，「監督」指其職分。As 
undershepherds, elders shall serve with the senior pastor to 
oversee both th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affairs of the local 
church in order to accomplish Christ’s mission. (NLCAC by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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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候（一1-2）

1 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穌里的

眾聖徒，和諸位監督，諸位執事。 2 願恩惠、平安從 神我們的父並

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執事」在教會負責管理事務，是「幫助人的、治理事的」（林前

十二28）。在新約中，明文提到有執事的教會，只有耶路撒冷和腓

立比兩個教會。

腓立比教會已經有健全的組織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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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候（一1-2）

1 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穌里的

眾聖徒，和諸位監督，諸位執事。 2 願恩惠、平安從 神我們的父並

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保羅是在獄中寫下本信（一13），卻能為別人求「平安」，因為他

即使在獄中，也真實地經歷了神的同在、認識神的心意，所以滿有

不受環境影響的平安喜樂。

保羅的問候總是先「恩惠」後「平安」，因為除非神的「恩惠」已

把罪對付清楚，否則就不會有真正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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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候（一1-2）

1 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穌里的

眾聖徒，和諸位監督，諸位執事。 2 願恩惠、平安從 神我們的父並

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除基督之外沒有什麼可以給人恩惠，神的平安也是藉著基督來的。

「恩惠」是「平安」之源，「平安」是「恩惠」之果。 神是一切

恩典和平安的泉源。

「因為神本性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裡面」（西二

9）。 所以不應該讓基督以外的任何事物吸引我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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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對教會的關愛（一3-11）

3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 神; 4 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

常是歡歡喜喜地祈求。 5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

地興旺福音。 6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

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7 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意念，原是應當的; 

因你們常在我心裡，無論我是在捆鎖之中，是辯明證實福音的時候，

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 8 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地想念你們

眾人; 這是 神可以給我作見證的。 9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

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10 使你們能分別是非（或作“喜

愛那美好的事”），作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11 並靠著

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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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對教會的關愛（一3-11）

3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 神; 4 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
常是歡歡喜喜地祈求。 5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
地興旺福音。

保羅「每逢想念你們」的時候，就思想神在腓立比信徒身上的工作（5
節），也思想神藉著腓立比信徒給他在靈裡（四14）和物質上的供應
（四15-16），所以「就感謝我的神」。

「弟兄們，我把 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告訴你們，就是他們在患難中
受大試煉的時候，仍有滿足的快樂，在極窮之間還格外顯出他們樂捐的
厚恩。我可以證明，他們是按著力量，而且也過了力量，自己甘心樂意
地捐助，再三地求我們，准他們恩情上有份; 並且他們所做的，不但照
我們所想望的，更照 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獻給主，又歸附了我們。」（林
後八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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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對教會的關愛（一3-11）

3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 神; 4 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
常是歡歡喜喜地祈求。 5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
地興旺福音。

保羅雖然身陷囹圄，卻仍然不斷有喜樂在心間湧流，他存著感恩的

心所獻上的是「歡歡喜喜地祈求」，而沒有感恩的人則是「苦苦哀

求」。（帖前五16-18 喜樂、禱告、謝恩）

從腓立比人接受福音（徒十六11）到保羅寫此書信，大約有12年之

久。保羅為他們歡喜快樂，不只為他們「興旺福音」，更為他們始

終能「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最能顯明基督身體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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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對教會的關愛（一3-11）

6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

子。

「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指神。 「善工」指神從救贖開始在

信徒生命中的工作（加三3），那開始救贖之工的神並不會讓人僅

僅停留在得救上，而會繼續進行生命更新的工作，要得著人作祂榮

耀的器皿，「建立基督的身體」（弗四12），讓「祂在教會中，並

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弗三21）。

「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嗎？ 你們是這樣的無知

嗎？」（加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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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對教會的關愛（一3-11）

6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

子。

神既然在人心裡動了工，祂也必然會一直做工到基督再來的日子，

使祂的榮耀計劃全部完成，因此腓立比教會即使飽受痛苦、常被攻

擊（28-29節），仍能憑信心「站立得穩」（27節; 四1），因為

「成全這工」的是神自己。

無論是「動了善工」，還是「成全這工」，都是神自己的計劃和工

作，基督是惟一的根基，並非保羅教導得好、帶門徒帶得好。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

基。」（林前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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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對教會的關愛（一3-11）

7 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意念，原是應當的; 因你們常在我心裡，無

論我是在捆鎖之中，是辯明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

「意念」原文意思是滿懷關切的感受，在保羅書信中總共出現二十

三次，十次在本信（二2，5，三15-16，19; 四2，10）。

「辯明」和「證實」原文都是法律詞彙，指在法庭前或省長前受審

問，因此「辯明證實福音」意思可能是「為福音的緣故在法官前受

審」。

「一同得恩」，真正認識恩典的人，無論是像保羅關在監獄里、受

審問，或是像腓立比教會正在受逼迫，都能看到神的恩典與我們同

在，為要「成全這工」（6節），使人在祂榮耀的計劃中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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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保羅對教會的關愛（一3-11）

8 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地想念你們眾人; 這是 神可以給我

作見證的。

保羅是用基督耶穌的愛來愛教會，這愛是「捨己」的愛，是效法基

督放下自己、交出自己、為別人的益處著想，這就是「基督耶穌的

心腸」。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成人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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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對教會的關愛（一3-11）

9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10 使你們能分別是非（或作“喜愛那美好的事”），作誠實無過的
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知識」指對真理的認識，「見識」指判別、辨別的能力，不被短
暫、眼見的事物所蒙蔽、吸引。信徒的「愛心」應該紮根於「知識
和各樣見識」上，沒有「知識和各樣見識」的「愛心」，往往領人
離開正道，不是濫用愛心，就是憤世嫉俗。

「分別是非」意思是「辨別什麼是最重要的」。保羅勸勉腓立比信
徒選擇上好的。分辨上好與次好，比擇善棄惡更難。

「誠實無過」指純全到無可責備的地步，人只有活在基督的純全里，
才能「誠實無過」。 我們所追求的一切，若不能在「基督的日子」
存留得住，都是落在虛空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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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對教會的關愛（一3-11）

11 並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 神。

「靠著耶穌基督」就是在基督裡面（四章）。「你們要常在我裡面，

我也常在你們裡面。 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 

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約十五4）

枝子只有接在葡萄樹上才能結果子（約十五4），人若脫離自己，

讓基督的生命來指導自己的生活，基督就能從生活中顯出來，人就

能看見「仁義的果子」。 從基督的生命裡結出來的「仁義的果子」

不會把人裝點得更好看，反而會使肉體顯小、基督顯大（20節），

「叫榮耀稱讚歸與神」。

基督教新生命宣道會成人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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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與思想

 保羅能為腓立比信徒感恩，表示他們對所聽的道，有很好的表現
和見證，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使保羅因他們而大感安慰。他在
患難中能因信徒靈性蒙恩而快樂並感謝神，歸榮耀於神。（3-5
節）

 除了感恩喜樂，保羅對信徒有什麼教訓？

 在知識與見識上的愛心。信徒的「愛心」應該紮根於「知識
和各樣見識」上，即真理的認識和辨別的能力。（9節）

 分辨是非，做誠實無過的人 - 分辨上好與次好。（10節）

 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叫榮耀稱讚歸與 神。「靠
著耶穌基督」就是在基督裡面，不是靠自己的努力。（1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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