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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第一章

•保羅生命的宗旨
• 腓立比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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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腓立比書 第一章

•保羅給教會的託付
• 腓立比書1:27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或來見
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裡，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
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腓立比書 第一章

•保羅給教會的託付 – 第一面
• 腓立比書1:27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或來見
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裡，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
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 Hold yourself accountable 為自己負責



腓立比書 第一章

•保羅給教會的託付 – 第二面
• 腓立比書1:27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或來見
你們，或不在你們那裡，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
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

• Hold yourself accountable 為自己負責

• Hold each other accountable 彼此對互相負責



腓立比書 第一章

•信徒的回應
• 腓立比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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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第二章

• 同一個意念以正確的態度開始

• 腓立比書2:1-5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愛心有什麼安慰，
聖靈有什麼交通，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
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
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你們當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腓立比書 第二章

• 「意念相同」 「有好的意思」

Gatling Gun



腓立比書 第二章

• 只有「好意思」的危險

Richard Gatling
發明機槍的原因：
一把機槍的能力等於
一百個軍人。有了機
槍打仗就不需要依靠
大軍隊了。所以戰爭
也就不會多數的人死
亡了。



腓立比書 第二章

• 同一個意念以正確的態度開始

• 腓立比書2:2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
一樣的意念。

• 對教會的使命：相同的目標

• 對某事的輕重：相同的價值觀

• 對神：相同的敬畏

• 對聖經：相同的理解與順服

• 對服事：相同的原則



腓立比書 第二章

• 神使用以基督的心為心的教會

• 腓立比書2:13 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裡運行，為要
成就他的美意。



腓立比書 第三章

• 丟棄萬事，為要得著基督

• 腓立比書3:7-8 只是我先前以為於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
做有損的。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做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
基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做糞土，為要得著基
督。

• 做門徒的條件

• 路加福音9:23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來跟從我。



腓立比書 第三章

• 保羅的榜樣

• 腓立比書3: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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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會的反應

• 腓立比書 3:17 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也當留意看那些照我
們榜樣行的人。



腓立比書 第三章

• 與世俗為友，與神為敵

• 腓立比書3:17-19 弟兄們，你們要一同效法我，也當留意看那些
照我們榜樣行的人。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我
屢次告訴你們，現在又流淚地告訴你們。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
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專以地上
的事為念。

• 雅各書4:4 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所以凡想要與世
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了。



腓立比書 第四章

• 腓立比書 4:1-9

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我親愛
的弟兄，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

我勸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裡同心。我也求你這真實同負一軛的，
幫助這兩個女人；因為她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還有革利免
並其餘和我一同做工的，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



腓立比書 第四章

• 腓立比書 4:1-9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
讓的心。主已經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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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第四章

• 腓立比書 4:1-9

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
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
要思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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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平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



為什麼人人都在生氣？



腓立比書 第四章

• 腓立比書 4:2-3

我勸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裡同心。我也求你這真實同負一軛的，
幫助這兩個女人；因為她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還有革利免
並其餘和我一同做工的，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



在壓力上得勝的六個秘訣

1. 與弟兄姊妹和睦需要同心
腓立比書4:2 我勸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裡同心。

• 對教會的使命：相同的目標

• 對某事的輕重：相同的價值觀

• 對神：相同的敬畏

• 對聖經：相同的理解與順服

• 對服事：相同的原則



在壓力上得勝的六個秘訣

2. 靠主喜樂
腓立比書4:4-5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當叫
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

腓立比書4:10a 我靠主大大地喜樂，因為你們思念我的心如今又發
生。

• 「靠主」 = 親近主

• 親近主 》喜樂 》謙讓人



在壓力上得勝的六個秘訣

3. 感恩的祈禱
腓立比書4:5b-7 主已經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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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壓力上得勝的六個秘訣

4. 思念值得稱讚的事
腓立比書4:8 弟兄們，我還有未盡的話，凡是真實的、可敬的、公
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
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 耶穌的屬性

• 從聖經看見耶穌的屬性

• 從詩歌稱頌耶穌的屬性



在壓力上得勝的六個秘訣

5. 堅持行神看為義的事
腓立比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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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平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

• 堅持行神看為義的事。神必與這樣的人同在。



在壓力上得勝的六個秘訣

6. 不依靠錢財
腓立比書4:11b-13 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
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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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壓力上得勝的六個秘訣

6. 不依靠錢財
提摩太前書6:9-10，17 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
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貪財是萬
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
透了。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
錢財，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神。

• 不將安全感建立在錢財上

• 安全感只建立在神



在壓力上得勝的六個秘訣

1.與弟兄姊妹和睦（同心）
2.靠主喜樂
3.感恩的祈禱
4.思念值得稱讚的事
5.堅持行神看為義的事
6.不依靠錢財



如何得救？

• Admit 承認：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乃是一個罪人。「因為世人都犯

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 Believe 相信：相信耶穌並他釘十字架，使你因信耶穌而被神稱義。「就是

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 Confess 宣告：藉著祈禱來公開宣告你的信心，將耶穌接到心中，使他成

為你的救主與生命之主。「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

活，就必得救。」（羅馬書 10:9）



信主之後，四個基本操練

1.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2.將主日分別為聖，用心靈和誠實敬拜主

3.固定研讀神的話，使你的靈命得著餵養

4.在教會和團契裡委身，活出愛神和愛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