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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概论

保罗书信 -腓利比书

大卫市基督教教会成人主日学

主后 2016 年 5 月 8 日
0

作者, 日期, 地点, 持信人, 目的, 和主旨

• 作者: 保羅.
1. 1:1: “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凡住腓立比, 

在基督耶穌裡的眾聖徒, 和諸位監督, 諸位執事”; 是监狱

书信之一.
2. 提摩太出现在 林後, 腓立比, 帖前, 帖後, 和 腓立门 书

信卷首的問安词句. 提摩太也是两卷保罗书信 (提前, 提

後) 的受信人. 他是保罗最亲密和最得力的同工.
• 日期: 62 A.D. 秋.
• 地点: 罗马 (监狱).
• 持信人: 以巴弗提 (2:25: “-- 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

裡去 --”). 
• 目的: 鼓勵信徒在任何境遇中, 以基督的福音為喜樂

.
• 主旨: 基督為人生一切的滿足. 1

特徵 (马友藻 *)
• “我” 字在全書中出現超過 100 次, 是保羅書信中最富

感情性及最個人性的一卷 (与 以弗所书 成为强烈的对

比) .
• 也是最以 “基督為中心性的” (Christocentric) 一卷.
• 除 “基督論” 之外, 缺乏其他教義性的教导.
• 提及两位重要婦女同工友阿爹和循都基. (4:2-4)
• 保羅書信中唯一給教會監督與執事的.
• 內有一段有關 “基督論” 重要的經文 (2:5-11), 稱為 “虛

己論” (Kenosis Theory or The “Way” of Christ). (详後)
• 鑰字包括 基督, 福音, 想念, 同, 喜樂 等.

* 新约概论 - 腓立比書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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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

• Ralph P. Martin (Tyndale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1987):
1. “Joy” 这个字 (动词或名词) 在全書中出現 16 次.
2. 引用 Johann A. Bengel (1687-1752 A.D.) 在 Gnomon of the New 

Testament 里对 腓利比书 的总结: “I rejoice, now you rejoice!”
3. 1:20: “--- 無論是生是死 ---”. 保羅在监狱里不知生死的情形下谈喜

乐; 这是一个真正 “靠主喜乐”.
4. 4:6-7 (“靠主喜乐” 的秘诀): “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

求, 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

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 Homer A Kent, Jr.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1978):

1. Jesus Christ, Christ Jesus, Lord Jesus Christ, Lord Jesus, Jesus, 
Christ, Lord 或 Savior 在全書 104 节中出現 51 次.

2. 腓立比書 是保羅書信中最個人性 (personal) 的一卷.
3. 書信中没有对教会作尖锐的的指责, 没有提到影响教会成长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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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的地理位置

腓立比

4

腓立比城和教會的起源

• 腓立比位於马其顿, 距爱琴海十哩, 處於歐亞要衝, 為馬其頓

省首要 城市, 是福音传入欧洲的必经之地和起点.
• 馬其頓王腓力在 356 B.C. 把它佔領, 重建後以己名為城名. 

羅馬於 168 B.C. 把它歸入馬其頓省之版圖 (省会在帖撒羅

尼迦城).
• 保羅在 50 A.D. 第二次旅行布道時到達特羅亞, 在那裡蒙馬

其頓的呼召, 便啟程到達腓立比. 在安息日時到城外的河邊, 
對一些在舉行禱告聚會的猶太婦女們講道.

• 徒16:14: “有一個賣紫色布疋的婦人, 名叫呂底亞, 是推雅

推喇城的人, 素來敬拜神. 他聽見了, 主就開導他的心, 叫他

留心聽保羅所講的話”. 腓立比教會以她的家庭聚會為始.

5

教會的成員

• 從腓立比城缺會堂之事, 可見在該地居住之猶太人不會

很多, 雖然他們無正式會堂舉行宗教事宜, 但他們像虔

誠的猶太人般, 仍有固定禱告的地點 (徒16:13).
• 腓立比教會主要成員為外邦信徒:

1. 仿猶太教 (half-proselyte) 之呂底亞;
2. 被巫鬼所附之少女;
3. 羅馬獄卒.
4. 他們主要是猶太, 希臘, 羅馬三國籍.

• 保罗以他们为荣:
1. 4:1: “--- 你們就是我的喜樂, 我的冠冕 ---”.
2. 林後8:1: “弟兄們, 我把神賜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告訴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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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著成之動機

• 保羅與腓立比教會的關係比其他教會更為密切. 當保羅

在哥林多工作時, 他不接受哥林多教會支持 (林後11:9), 
而肯領受腓立比的, 可見他對腓立比教會的信徒特別親

密.
• 腓立比書著成之動機有二:

1. 為與他們間那份珍貴的友誼, 向他們表達內心的感激.

2. 報告他在羅馬監狱的近況.
• 腓立比教會聽到保羅被囚在羅馬, 他們極為惦念, 差發

以巴弗提帶著禮物前往慰問.
• 自抵羅馬後, 以巴弗提竟然病倒, 幾乎要死, 現今痊癒復

原, 保羅便打發他回去, 趁此良機向他們述說對這珍貴

難能友誼的感謝. 在此同時報告本身之境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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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Outlines)
• 引言 (1:1-11)

1. 問安: 1:1-8
2. 禱願: 1:9-11

•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1:12-30)
1. 保羅的见证: 1:12-19
2. 勸勉 (主題): 1:20-30

• 基督是我們的榜樣 (2)
1. 理论: 2:1-11
2. 应用: 2:12-18
3. 活例: 2:19-30

• 基督是我們的至寶 (3)
1. 勸勉 (主題): 3:1-16
2. 活例 (律法主義者): 3:17-

21
• 基督是我們的喜樂 (4:1-

14)
1. 活例 (兩個女人): 4:1-3
2. 勸勉 (主題): 4:4-14

• 結語 (4:15-23)
1. 道謝饋送: 4:15-20
2. 請安祝福: 4: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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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問安 (1:1-8):
1. 1:1: “--- 眾聖徒, 和諸位監督, 諸位執事 ---”: 显示教会組織相當有

系統.
2. 1:3: “我每逢想念你們, 就感謝我的神”; 流露出保罗对他们深厚的

感情.
3. 1:5: “從頭一天直到如今, 你們是同心合意 ---”; 盛讚腓利比教会

信徒同心合意的见证.
4. 1:7: “--- 你們常在我心裡 ---”; 显示保罗和他们在主内心灵相通

的亲蜜关係.
• 禱願:

1. 1:9-11: “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 使你們能

分別是非, 作誠實無過的人, 直到基督的日子. 並靠著耶穌基督結

滿了仁義的果子, 叫榮耀稱讚歸與神”.
2. 保罗为腓利比教会信徒灵命的成熟祷告.

9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1)
• 保罗的见证 (写 腓利比书 的背景):

1. 1:13: “以致我受的捆鎖在御營全軍和其餘的人中, 已經顯明是為

基督的緣故”. 當時他為基督的緣故, 监禁於羅馬的監狱中.
2. 1:14: “並且那在主裡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鎖就篤信不疑, 越發

放膽傳神的道, 無所懼怕”. 監狱的環境不但没有改變他服事主的

心, 这样的逆境让保罗 “越發放膽傳神的道, 無所懼怕”.
3. 1:15-19: “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 也有的是出於好意. 這一

等是出於愛心, 知道我是為辯明福音設立的; 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

結黨, 並不誠實, 意思要加增我捆鎖的苦楚. 這有何妨呢? 或是假

意, 或是真心, 無論怎樣, 基督究竟被傳開了. 為此, 我就歡喜, 並且

還要歡喜; 因為我知道, 這事藉著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

助, 終必叫我得救”.
4. 保罗不但自己 “越發放膽傳神的道, 無所懼怕”, 他的見證也激勵

其他人放膽傳道.
5. 他為此大大歡喜.

10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2)
• 腓利比书 的主題 (1:20-30):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1. 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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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著就是基

督, 我死了就有益處”.
2. 無論是生是死, 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簡言之, 以 “活著為

基督” 為總綱.
3. 1:23-26: “我正在兩難之間, 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 因為這是好得

無比的. 然而, 我在肉身活著, 為你們更是要緊的. 我既然這樣深

信, 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 且與你們眾人同住, 使你們在所信的道

上又長進又喜樂, 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裡的歡樂, 因我再到你們那裡

去, 就越發加增”.
4. 保罗不曉得前路如何 (不是前途茫茫), 但他深信一切有主的美旨, 

必會得著主的拯救, 前去與腓立比教會見面, 因死去對本身有益, 
活著卻對他們有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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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3)
• 保罗对腓利比教会弟兄姐妹的盼望; 这些盼望是基督生

命自然的流露:

1. 1:27a: “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
2. 1:27b: “同有一個心志, 站立得穩”;
3. 1:27c: “為所信的福音齊心”;
4. 1:28a: “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 ---”;
5. 1:29a: “信服基督”;
6. 1:29b: “為他受苦”;
7. 1:30: “為主爭戰 ”.

• 保罗對自己能有活著是基督, 視死如歸 (天家) 的態度, 
全是因他以基督為他的生命之故.

12

基督是我們的榜樣 - 理論

• 2:1-11: 腓立比教會可能在服事上時有微少不同心的表現 (
例如 4:2: “我勸友阿爹和循都基, 要在主裡同心”), 故他在

此勸勉他們要:
1. 2:2: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 (like minded), 愛心相同, 有一樣的心思, 

有一樣的意念 (being one purpose), 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这是

四个角度去看教会合一的真理. 
2. 2:3: “凡事不可結黨 (faction), 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 (empty glory);

只要存心謙卑 (humility before God),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humility towards one another)”.
3. 2:4: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 两个可能的解释

:
 Moffatt: 要同时留意他人和自己的利益 (interest).
 Lightfoot: 要留意其他信徒的长处, 意识到我们何时在我们的生命中, 

接纳了这些长处.
4. 2:5-11 (“虛己論”, Kenosis Theory or the “Way” of Christ): 详後. 

13

虛己論 (1)
• 2:5-11: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他本有神的形像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反倒 虛己, 取了奴僕的

形像, 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

順服, 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 神將他升為至

高, 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
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無不口稱耶穌

基督為主, 使榮耀歸與父神”.
• “虛己”: 倒空自己. 这是 “虛己論” (“kenosis theory of 

incarnation”) 之名的源由.
• 2:5: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 NIV: In your 

relationships with one another, have the same mindset 
as Christ Jesus:) 这节经文谈导信徒彼此的关係; 带出 “
虛己論” 的精意 (The “Way” of Christ, 基督的榜样).

14

虛己論 (2)
• 从 “不以自己與神同等” (2:6), 进而 “取了奴僕的形像

, 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順服

, 以至於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他對父神完全的順服, 
在此显明出来. 

• “所以, 神將他升為至高 ---”: 父神的工作, 是回应耶稣

对父神完全的順服和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
• 圣父和圣子的工作, 是完全的配搭.
• 主耶穌是基督, 他有基督的心, 他有天父的属性. 他 “

虛己”, 對父神順服, 因而得以 “與神同等”.
• 这是神的作为, 不是 “強奪的” (RSV: “to be 

grasped”).
• 虛己論的总结: 与人相处, 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倒

空自己, 存心順服. 
• 与主耶穌虛己的对比: 亚当.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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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我們的榜樣 - 應用

• 2:12-18: 上文論神學, 今段論實踐:
1. 2:12-13: 順服是显出得救的样式, 成就他的美意.
2. 2:14-15: “--- 都不要發怨言, 起爭論 --- 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

疵的兒女 --- ”.
3. 2:16-18: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 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

我若被澆奠在其上, 也是喜樂, 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 ---”.
• 活例 (2:19-30): 提摩太, 保罗, 和以巴弗提.

1. 2:19-24: 上文保罗勸勉他們以基督的榜樣學習彼此相顧 (2:4) 的功

課, 如今他計劃差發同工及主內的兒子提摩太前去服事他們 (2:19), 
而自己也盼望將來親自報答他們的厚待 (2:24).

2. 2:25-30: 以巴弗提乃是腓立比教會差遣到作者那裡服事他的 (2:25), 
但他那因拚命的服事 (2:30) 而致病倒, 幾乎要死的榜樣使作者大受

感動 (回應上文基督服事世人的榜樣) (2:27-30), 故保罗把他的服事

放在基督的榜樣 (2:6-11) 的後面, 而作一個非常恰當的舉例 (另參

2:1-5 的中心).
16

基督是我們的至寶 (1)
• 3:2: “應當防備犬類, 防備作惡的, 防備妄自行割的”.
• 3:5-6: “我第八天受割禮; 我是以色列族, 便雅憫支派的人, 是希

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 就律法說, 我是法利賽人; 就熱心說, 我
是逼迫教會的; 就律法上的義說, 我是無可指摘的”.

• 保罗以自己的背景, 证明對他們的警告, 不是空口無憑的理論.
• 3:7-12: “只是我先前以為於我有益的, 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

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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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且得以在他裡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 乃是有信基督的

義, 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 使我認識基督, 曉得他復活的大能, 並
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裡復活.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 已經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

以得著基督耶穌所要我得的”.
• 以自己蒙主奇妙的改變, 力證基督為人生的至寶. 17

基督是我們的至寶 (2)
• 3:13-16: “弟兄們,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只有一

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神在

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所以我們中間, 凡是完

全人總要存這樣的心; 若在什麼事上存別樣的心, 神也必以

此指示你們. 然而, 我們到了什麼地步, 就當照著什麼地步

行”.
• 勸勉腓立比信徒努力追求認識這塊至寶.
• 保罗向腓立比信徒他們提出一個嚴重的警告, 要他們小心

律法派的攪擾. 他稱那等人為 十字架的仇敵 (3:18, 參犬

類, 作惡的, 妄自行割的, 3:2); 又說他們的本性與結局也非

常明顯 (3:19). 他們與腓立比信徒的比較乃天淵之別

(3:20-21) (參 “地上”, “天上” 二對字).
18

基督是我們的力量

• 活例 (4:1-3): 保罗提到腓立比教會兩名女同工 (友阿爹和

循都基) 的不和, 用溫和相愛的語氣加以勸勉.
• 勸勉 (4:4-14):保罗在此的勸勉可分八方面:

1. 4:4: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我再說, 你們要喜樂”;
2. 4:5: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 主已經近了”;
3. 4:6a: “應當一無掛慮”;
4. 4:6b: “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 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5. 4:8: “若有什麼德行, 若有什麼稱讚, 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6. 4:9: “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 所領受的, 所聽見的, 所看見的, 這

些事你們都要去行 ---”;
7. 4:11: “--- 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 ---”;
8. 4:12: “---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 也知道怎樣處豐富 ---”;

• 靠著主的力量, 凡事 (指 (1) 至 (8), 連 1:2-3 的 “同心合

力” 也包括在內) 都能作 (4:13) 為以上一切勸勉的總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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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1)
• 道謝饋送 (4:15-20): 保罗在結語時顯出他著書的主要動

機, 乃是向腓立比教會表達為他們友誼的感謝, 特別在物

質的供給上, 保罗以它為馨香的祭, 直達到神的面前

(4:19), 神必親自報答他們的愛心 (4:20).
• 請安祝福 (4:21-23): 在結語請安和祝福中, 看不到保罗

其他同工的名字 (據此測度腓立比書為監狱書信中最後

寫成的一本), 然而卻透露在該撒家裡. 可能是:
1. 羅馬該撒的工人;
2. 替羅馬服務的人員有人奇妙信主的現象.

• 這足證主的恩常在各處 (4:23 在你們心裡).

20

結語 (2)
• 腓立比教會是在保羅所創立的眾教會中最叫他疼愛的, 但

這愛不是單方面而是雙方面的, 因腓立比教會也非常愛他, 
正如有人說: 在保羅書信中有兩卷最富表情的書, 一卷是腓

立比書, 是保羅笑, 一卷是哥林多後書, 是保羅哭.
• 基督徒的喜樂不依附在環境的優越上, 藉著認識主而交託

生命給主全盤掌管, 論處境, 保羅生死未卜, 前路如何 ; 論
心境, 他喜樂洋溢, 因他有 “認識基督為至寶” 的神學. 只
有真正在基督裡 (靠主) 的喜樂, 才是最真正的喜樂. 基督

是喜樂的源頭, 喜樂只是得著基督外面的彰顯, 而基督是人

的生命, 模範, 至寶,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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