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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徒生活徒生活徒生活徒生活的目的的目的的目的的目的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使徒保罗 
地点地点地点地点：：：： 罗马监狱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主后六十二年春 
持信人持信人持信人持信人：：：： 以巴弗提 (腓 2:25) 
主旨主旨主旨主旨：：：： 基督徒的生活是以基督为喜乐的生活，虽然在艰苦的环境中，基督徒不怕受苦，争
战，基督徒心中得救的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 
锁字锁字锁字锁字：：：： 喜乐 
锁节锁节锁节锁节：：：：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 1:21) 
历史背景历史背景历史背景历史背景：：：： 腓立比城在主前 356 年被马其顿王腓力占领，重建后以自己的名字将此城改为腓
立比城。在主前 168 年罗马将它归入马其顿审之版图，以帖撒罗尼迦为其首府。腓立比位居
欧亚两洲之间，且有金矿，每年产量约三十七吨。因此是兵家必争之地，成为主前 48 年罗马
内战的古战场。罗马皇帝奥古士督曾驻重军于腓立比，腓立比是罗马的驻防城。奥古士督并
且将之提升为「自由城」，所有公民都登记于罗马城之公民册内，公民均有不能被鞭打及逮捕
的特权。 
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 使徒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时在特罗亚等候，听到「马其顿的呼声」，便从
特罗亚乘船经过撒摩特喇，尼亚波利，来到腓立比城。(徒 16:11-12) 在安息日，保罗和同工
们一同出了城门，到了河边，在一个祷告的地方，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吕底亚留心听
保罗的话，主就开导她的心。她和她一家都受了洗，并且接待保罗。吕底亚代表信奉犹太教
的人。在腓立比保罗从一个被污鬼所附的使女身上赶出那鬼来。(徒 16:16-18) 这使女代表低
层社会的人。后来保罗和西拉被捕，在监狱中，神行神迹，腓立比的狱卒和他的全家都信了
耶稣。(徒 16:25-34) 狱卒代表罗马人。福音从亚洲传道欧洲，福音临到犹太人、希腊人、罗
马人、尊贵人、低贱人、男人、女人、孩子、官府、小民。 
写书的目的：保罗要坚固腓立比信徒们的信心，保罗要感谢腓立比信徒打发以巴弗提带给他
的馈送，供给他的需要。 
基督论基督论基督论基督论：：：：(Kenosis theory) 
    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
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
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腓 2:5-11) 
背诵经文背诵经文背诵经文背诵经文：：：：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 1:21) 
        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腓 3:8)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腓 4:13) 
        我的神必照祂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 4:19) 
简纲简纲简纲简纲: 

1 基督是信徒们的生命 (腓 1:21) ：胜过苦难的环境，得着生命的喜乐。 
2 基督是信徒们的榜样 (腓 2:5)   ：胜过卑微的工作，基督借着信徒得以彰显。 
3 基督是信徒们的至宝 (腓 3:8)   ：胜过一切过去的失败，得着喜乐。 
4 基督是信徒们的力量(腓 4:13)  ：胜过一切挂虑的事情，得着喜乐。 

期望期望期望期望: 让信徒们又长进，又喜乐，分别是非，作诚实无过的人，满结仁义的果子。 
 
 



一一一一 、、、、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1-11)     
 
1. 保罗和同工的问安保罗和同工的问安保罗和同工的问安保罗和同工的问安 (1:1-8) 
     a. 教会组织有众圣徒，有多位监督，也有多位执事。(1:1-2) 
     b. 保罗和提摩太与腓立比的圣徒有美好的关系。(1:3-4) 
     c. 腓立比的信徒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1:5-6) 
     d. 保罗与腓立比的众圣徒彼此相顾。(1:7-8) 
 
2.保罗的祷告保罗的祷告保罗的祷告保罗的祷告(1:9-11) 
     a. 爱心的长进。(1:9a) 
     b. 知识长进。(1:9b)     
     c. 分别是非。(1:9c) 
     d. 作诚实无过的人。(1:10) 
     e. 结满仁义的果子。(1:11a) 
     d. 叫荣耀称赞归与神。(1:11b) 
 
二二二二 、、、、 基督是信徒们的生命基督是信徒们的生命基督是信徒们的生命基督是信徒们的生命 (1:12-30)     
 
1. 保罗的见证保罗的见证保罗的见证保罗的见证 (1:12-19) 
     a. 兴旺福音。(1:12) 
     b. 为主被囚。(1:13) 
     c. 无所惧怕。环境不能改变保罗服事的心志。(1:14) 

 d. 让福音广传。 (1:15-20) 
 

 2.保罗的劝勉保罗的劝勉保罗的劝勉保罗的劝勉(1:21-30) 
     a. 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1:20) 
     b. 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1:21)     
     c. 情愿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1:22-23) 
     d. 保罗活着是为信徒的益处。(1:24-25) 
     e. 相信必再见面。(1:26) 
     f. 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1:27a) 
     g. 同心站立得稳。(1:27b) 
     h. 相信必再见面。(1:27b) 
     i. 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1:27c) 
     j. 不怕敌人的惊吓。(1:28) 
     k. 蒙恩得以信服基督。(1:29a) 
     l.  为基督受苦。(1:29b) 
    m. 为基督争战。(1:30) 
 
三三三三 、、、、 基督是信徒们的榜样基督是信徒们的榜样基督是信徒们的榜样基督是信徒们的榜样 (2:1-30)     
 
1. 生命之道的彰显生命之道的彰显生命之道的彰显生命之道的彰显 (2:1-18) 
     a. 基督里的劝勉。(2:1a) 
     b. 爱心的安慰。(2:1b) 
     c. 圣灵的交通。(2:1c) 
     d. 心中的慈悲怜悯。(2:1d) 



     e. 意念，爱心，心思相同。(2:2) 
     f. 不可结党纷争，贪图虚浮的荣耀。(2:3a) 
     g. 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2:3b) 
     h. 彼此相顾。(2:4) 
     i.  以基督的心为心。(2:5) 
     j.  基督的心是谦卑，舍己，爱人的心。(2:6-8) 
     k. 神能让人升高。(2:9-11) 
     l. 信徒们当顺服。(2:12) 
   m. 成就神的美意。(2:13) 
    n. 不发怨言,不起争论。(2:14) 
    o. 作美好的见证人。(2:15) 
    p. 持守生命的道。(2:16) 
    q. 使保罗分享信心的喜乐。(2:17-18) 
 
2. 同工们美好的关系同工们美好的关系同工们美好的关系同工们美好的关系 (2:19-30) 
    a. 打发提摩太去腓立比。(2:19) 
    b. 罣念腓立比信徒的光景。(2:20)     
    c. 别人不求耶稣基督的事。(2:21) 
    d. 提摩太的见证。(2:22) 
    e. 打发提摩太去腓立比的时候到了。(2:23) 
    f. 保罗希望自己也可以去。(2:24) 
    g. 保罗称赞以巴弗提，并打发他去腓立比。(2:25-28) 
    h. 盼望腓立比的信徒接待以巴弗提。(2:29) 
    i.  以巴弗提为基督愿意将性命摆上，并且服事保罗。(2:30) 
 
四四四四 、、、、 基督是信徒们的至宝基督是信徒们的至宝基督是信徒们的至宝基督是信徒们的至宝 (3:1-4:1)     
 
1. 保罗提醒信徒保罗提醒信徒保罗提醒信徒保罗提醒信徒 (3:1-3) 
   a. 再次强调要靠主喜乐。(3:1) 
   b. 防备异端。(3:2) 
   c. 不靠肉体。(3:3) 
 
2.保罗的见证和启示保罗的见证和启示保罗的见证和启示保罗的见证和启示 (3:4-21) 
   a. 保罗的见证。 (3:4-8) 
   b. 保罗的决心。(3:9-16) 
   c. 效法保罗。(3:17) 
   d. 十字架的仇敌。(3:18-19) 
   e. 永恒的盼望。(3:20-21) 
 
五五五五 、、、、 基督是信徒们的力量基督是信徒们的力量基督是信徒们的力量基督是信徒们的力量 (4:2-14)     
 
1. 最后的勉励最后的勉励最后的勉励最后的勉励 (4:2-7) 
   a. 在基督耶稣里同心的重要。(4:2-3) 
   b. 信徒要靠主喜乐。(4:4) 
   c. 圣徒要谦让，等候主再来。(4:5) 
   d. 凡事祷告蒙神保守。(4:6-7) 
    



2. 凡可称赞的都要思想凡可称赞的都要思想凡可称赞的都要思想凡可称赞的都要思想 (4:8-9) 
   a. 应当思想建立德行的事。(4:8) 
   b. 跟随保罗必蒙神赐平安。(4:9)     
    
六六六六 、、、、 基督是保罗的满足基督是保罗的满足基督是保罗的满足基督是保罗的满足 (4:10-20)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4:10-18) 
   a. 保罗因着腓立比信徒的思念而喜乐。(4:10) 
   b. 腓立比的信徒供应保罗的需要。(4:11-16) 
   c. 保罗不求馈送，只求腓立比的信徒蒙福。(4:17-18) 
 
2. 保罗的祷告保罗的祷告保罗的祷告保罗的祷告 (4:19-20) 
   a. 保罗知道腓立比的信徒必蒙神丰盛的供应。 (4:19) 
   b. 保罗将荣耀归给神。(4:20) 
 
七七七七 、、、、 总结总结总结总结 (4:21-23)     
 
1. 问安问安问安问安 (4:21-22) 
   a. 保罗和众同工问腓立比信徒的安。(4:21) 
   b. 众圣徒彼此问安，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腓立比的信徒安。(4:22)     
 
2. 祝福祝福祝福祝福 (4:23) 
   a.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信徒心里。(4:23) 
      

     盼望我们从学习腓立比书中，得以明白如何读保罗书信。让我们在喜乐中学习到基督徒生
命的功课，让我们「又长进又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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