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補充資料： 

1. 腓立比書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esJ5z6y_Lc 

2. 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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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Reference:  

1. ｢簡易版｣聖經綜覽  

2. 漫畫聖經導覽 

 

 

作 者：保羅 

收信者：在腓立比的教會（眾信徒）。保羅寫這封信時，還是一名因犯－可能是在羅馬自己

租房子被拘禁的兩年期間（徒二十八）。在這段期間，他可以自由傳福音給來找他

的人。 

背 景：腓立比是以亞歷山大的父親（腓立二世）而命名的。在保羅那時期，腓立比是羅馬

繁華的殖民地之一。猶太人在腓立比的人數可能並不多。 

保羅寫這封信，是向住在腓立比的信徒致謝，因為他們奉獻金錢又給他鼓勵。雖然

保羅為階下囚，但他仍花時間告訴他的朋友，要做個喜樂的基督徒。 

 

 

 
 

信息重點： 

 保羅知道無論遭遇任何事，他都能喜樂。若他被害，就能與主同在。若沒有遭害，他就

會繼續傳福音給別人。 

 保羅要他的朋友彼此合作，不自私自利－如耶穌一樣。效法耶穌比你的身份和成就，還

要重要。 

 保羅警告他的友人，要防範那些不傳耶穌真理的教師。他鼓勵腓立比人務要信心剛強並

行善，凡事效法耶穌。 

 保羅告訴腓立比人，要常常喜樂、向上帝禱告及謝恩。他鼓勵他們思想並實行神所喜悅

的事。他又向他們承諾，上帝會賜下平安，幫助他們有正確思想，行正直的事，並供應

他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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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8日 

 

腓立比書 第一章 

 
 
腓立比教會與保羅一同興旺福音，但同樣面對人的阻撓，而教會內也有異端的攪擾，和信徒

的不和。因此，保羅於第一章不斷重複耶穌基督的名，是想顯明基督是門徒的生命，不但為

信徒感恩神保守，也為他們祈求神讓信徒更認識祂，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有真盼望並經歷神

的大能以致能夠承擔像基督受苦的生命，有美好的生命表現，令神得著榮耀。 

 
保羅以自己為例，指出他不重視個人的榮辱與生死，不論是離世與基督同在或在世服侍，最

重要的是福音被傳開，神在他身上得著榮耀。 

 
 我們在信仰上有沒有站穩，且為主的福音受苦？若有，這更證明我們是屬神的人。 

 
 

屬靈原則：信徒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祂受苦。 

 

背誦經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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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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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9日 

 

腓立比書 第二章 

 
 
信徒由於在基督裏有聖靈所促成的合一基礎，所以可以引發出正確的人生態度，如勸勉、愛

心有安慰、聖靈裏有交通、在神裏面合一，便自然有一樣的心思，一樣的意念。雖然信徒間

可能有不同的意見，但我們的人生價值觀應該是相同的。如果每個信徒都以基督的心為心，

跟隨祂的榜樣（放棄自己的權利，自願降卑，甚至順服至死），使其成為自己的人生方向和

態度，不但與基督更結連，也能夠與其他信徒合一相交。 

 
信徒同樣被召在黑暗中作明燈，如同提摩太對腓立比信徒的關懷，和以巴弗提對保羅的關懷，

都讓人看見基督生命的活現，救恩成果的實踐在信徒身上，以致能領人到主面前。 

 
 

屬靈原則：信徒在生活中要作光明之子，反映基督是真光，是生命之道。 

 

背誦經文：「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

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腓 (2:14-1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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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0日 

 

腓立比書 第三章 

 
 
在這裏保羅宣告他的人生宣言，讓信徒作例子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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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3:8）其實保

羅在此鼓勵信徒過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因「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

穌基督從天上降臨。」（腓 3:20） 

 
當信徒不再像猶太律法主義者靠行為得救，倚靠肉體（像保羅出身高貴家族，遵守宗教禮儀、

律法，活出善行等），而是藉著聖靈，倚靠主基督成就的義，價值觀便可以被改變，便能夠

以主為至寶，靠主復活的大能勝過苦難，得著喜樂。 

 
 

屬靈原則：信徒要竭力追求神的旨意，走祂所引領的道路，最終成為完全，得到獎賞。 

 

背誦經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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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腓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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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1日 

 

腓立比書 第四章 

 
 
保羅藉著友阿蝶和循都基的衝突，帶出爭論帶來不安、憂慮和重擔。除了朋友、信徒可幫助

修好關係，人要有謙讓，純潔的心，知道主常在我們左右，監察和聆聽，所以應當將我們的

憂慮和重擔，藉著禱告交託給神。持續的感恩和代禱，帶來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保羅以自己的經歷說明喜樂的秘訣是凡事知足，並在凡事上都靠著那加力量的主。保羅不但

為腓立比信徒對他慷慨奉獻、幫助，感到快慰，他更為神給予信徒慷慨的心，而靠主大大喜

樂，因他所信靠的不是富足的人，乃是那位賜平安、全能的神。 

 
 

屬靈原則：信徒在任何事情，任何境況都要有感恩，知足和依靠的心，去仰望那位加

力量的神。 

 

背誦經文：「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腓 4：4)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

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訣。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

做。」(腓 4：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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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保羅 

收信者：在以弗所治理教會的年輕人－提摩太。 

背 景：提摩太全家住在路司得，他的父親是希臘人，母親是猶太籍的基督徒。從小，他就

接受聖經的教導。提摩太首次會見保羅的時間，可能是在保羅第一次旅行佈道經過

路司得之時。提摩太曾親耳聽過保羅傳福音，又親眼目睹他醫好瘸腿的人。也許他

還目睹保羅被人群用石頭打死的情景。保羅在第二次旅行佈道回到路司得時，邀請

提摩太與他同行。當保羅在馬其頓及亞該亞時，提摩太都在一旁協助。保羅在以弗

所傳道的三年期間，提摩太大部分時間也與他在一起。提摩太伴隨保羅從以弗所到

馬其頓、哥林多，又回到馬其頓，及小亞細亞。當保羅第一次在羅馬坐牢時，提摩

太也和他在一起。保羅獲釋後，提摩太又再次與他一起旅行佈道。但最後，提摩太

留在以弗所，照顧當地的教會。 

保羅十分推崇提摩太，他寫信人告訴腓立比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實在罣念

你們的事……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腓二：20、22） 

保羅想要去看望提摩太，但時機卻不容許。因此他寫信給提摩太，以幫助他做個好

領袖。 

 

 

 

信息重點： 

 保羅警告提摩太要提防假教師。提摩太是蒙上帝呼召出來傳道的，他要把主耶穌降世以

拯救罪人的真理教導別人。 

 保羅教導提摩太關於教會崇拜的事。 

 保羅要提摩太如何選出好的教會領導人。他們必須有智慧、自制、受人尊敬。 

 保羅向提摩太挑戰，要他做一個供別人效法的好榜樣。 

 保羅給提摩太建議，讓他知道如何對待教會中的人。 

 保羅要提摩太離棄錯誤的事而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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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2 日 

 

提摩太前書 第一章 

 
 
當時以弗所教會有人傳播虛假的教導，保羅提醒提摩太要禁止他們。保羅教導提摩太自己首

先要以愛心為思想的動力，去謙虛學習。用清潔的動機去思考，用無虧的良心（有正義、慈

愛、真理）來辨識，更重要的是用純真的信心跟隨主的旨意，高舉神的福音來服侍。 

 
保羅繼而講述自己的見證，自己不單褻瀆神，迫害基督徒，但神卻在他身上顯出憐憫和能力，

將他從罪中拯救、改變，甚至成為信徒的榜樣。保羅為此感恩頌讚神，忠心作使徒，傳揚神

的福音，並常存信心和無虧的良心，他希望提摩太以他為榜樣。 

 
 

屬靈原則：每個信徒都要為神的福音、真理打仗。 

 

背誦經文：「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提前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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