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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简介 

（腓立比书 1:1-11） 
 

看待事物的方法非常重要，拥有属灵的眼光能使我

们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清楚地看到它的内在实质，认清

它是否具有真正的价值。有一则故事，讲的是几个眼睛

被蒙住的孩子，只能通过抚摸大象，凭借触觉来描述大

象的模样。有一个孩子形容大象像一颗大树的树干，另

一个孩子抓住大象的尾巴，充满自信地说：“我认为大

象像一根绳子！”还有一个孩子摸到了大象的鼻子，断

言大象像弯曲的粗管子！没有一个孩子对大象有完整的

描述，因为他们没有用正确的方法来认识大象。  

 

失去属灵的眼光是非常危险的，会使我们在不需要紧张的时候而惊慌失

措。当我们没有以真理的眼光观察事物的时候，就会做出一些危险和愚昧的

事情。之所以有这些不合宜的行为，根源在于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与它的真实

情形不同，所以基督徒拥有正确的观点是何等重要啊！  

 

我们发现，尽管保罗是在监狱中写了这封书信，腓立比的信徒也有很多

挣扎，保罗传达给他们的信息却是：在生命中拥有基督能使你有属灵的眼光

面对困境，因此能够从心里迸发出不住的喜乐。  

 

·学习本章之前，请读经腓立比书 1:1-11。  

 

课程 10.1 引言（1:1-11）  

目标  

10.1.1  概述关于本书作者的争论以及腓立比信徒的美德。  

第 

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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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说明腓立比在古代世界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于保罗个人的重要

性。  

10.1.3  概述保罗给腓立比教会写信的原因。  

10.1.4  说明腓立比书的两个主题。  

 

课程 10.2  保罗对腓立比信徒的深厚情感和代祷（1:1-11）  

目标  

10.2.1  描述保罗这封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是如何开始的。  

10.2.2  解释为什么每当保罗想起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就不住地感谢神。 

10.2.3  描述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所拥有的信心。  

10.2.4  解释在你的生活中向别人表达关 和爱心的重要性。  

10.2.5  列出并解释保罗为腓立比信徒祷告的四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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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1-11）  

 

笔者坚信保罗是这封书信的作者（1:1），笔者也

认定正直的腓立比信徒将这封书信完整地保存下来。尽

管在腓立比书 3:1 中保罗说：“我还有话要说”（译者

注：英文新国际版为“ 后”），却没有立刻结束这封

书信。因此有人认为是另外一名作者增补了后续的部

分，其实这也很容易解释。当保罗正准备结束这封书信

的时候，可能在圣灵的催促之下要阐述其他事项或追加

一些信息（Kent 1978，96-97）。正如很多人所熟悉的（他们听过很多这样

的讲道，里面有两三处“我 后要说”或“我还有话说”之类的话），直到

讲道的人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把心里所有要说的话一吐为快之后才结束讲

道！保罗写作腓立比书的时候，也应该遇到了类似的情形。  

 

1 如何解释保罗在腓立比书 3:1 中“我还有话要说”的含义？  

 

腓立比在保罗心中的地位  

 

腓立比在当时的古罗马帝国中是一个重要城邑（使

徒行传 16:12）。它位于希腊的东北部，在伊格纳田大

路的沿途。伊格纳田大路是连接爱琴海与亚得里亚海的

重要交通要道。腓立比是一个繁华的外邦城邑，是罗马

帝国通往东方的门户。腓立比盛行希腊文化，而且以作

为罗马驻防城的重要地位而自豪。在政治方面，腓立比的方方面面与罗马城

都很相似——执行罗马的法律，居民享有罗马公民权，不用纳税等等。与居

住在罗马城的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待遇。在信仰方面，腓立比是一个外邦

宗教的大杂烩。  

 

 
目标 10.1.2 

说明腓立比在古

代世界的重要地

位以及对于保罗

个人的重要性。  

 

课程 10.1 
 

目标 10.1.1   

概述关于本书作

者的争论以及腓

立比信徒的美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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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腓立比在保罗的时代具有什么重要地位？  

 

3 是什么使腓立比在保罗心中占据重要地位呢？  

 

保罗是在第二次旅行布道途中去了腓立比，大约十年之后他写了腓立比

书。保罗和他的同工经过了弗吕家和加拉太一带地方，传讲基督的福音。当

他们试图往亚洲去的时候，圣灵阻止了他们。然后他们又试图去庇推尼，圣

灵再次拦阻了他们。一天晚上，保罗在特罗亚看到一个异象，有一个马其顿

人站在他面前，恳求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使徒行传 16:9）

神的旨意已经向保罗显明。他们随即前往马其顿。当他们到了腓立比，才发

现原来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外邦城市，而且没有犹太会堂，可能是因为很少

犹太人在这里定居的缘故吧。  

 

使徒行传 16 章记述了三个引人注目的归主见证，由此诞生了腓立比教

会。首先，主“开导”一名成功的女商人吕底亚的心，她和她的全家认识了

主。接下来，一个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的主人大得财利的女孩得到释放，

她转化的结果导致保罗和西拉被囚。但是神的大能将保罗和西拉从监狱中释

放出来，导致第三个人悔改信主，这个人就是看守囚犯的狱卒。狱卒和他的

一家人都接受了主的救恩。保罗在这封书信中提到的革利免、友阿爹和循都

基，可能都是在这个时候归信基督的。  

 

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有着特殊的感情。保罗的私人医生，也是保罗

事工团队中的首要成员路加，有几年的时间因着其他服事而暂时离开保罗

（路加从使徒行传 16:17 节之后停止使用“我们”，直到 20:5 才重新开始，

继续使用这个词）（O'Brrien 1993，8）。保罗在此期间一直殷切地关 着

腓立比教会，和他们一直保持着美好的关系，腓立比教会也多次派人给他送

去经济方面的供应（参 1:3-5；2:25-30；4:10-20），甚至保罗在其他教会

面前盛赞腓立比教会的慷慨（哥林多后书 8:1-5）。当保罗被囚时，腓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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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差遣以巴弗提作为他们的私人代表，远涉千山万水，将供应送到保罗手

中，并且陪伴在保罗身边忠心地服侍他。这种深厚友谊贯穿在书信的始终，

实际上，如果更仔细地剖析这封书信的内容和措辞，就会发现腓立比书与当

时古罗马时代很多叙说友情的书信有极多相似之处（Fee 1995，2-14）。  

 

 

腓立比书的背景  

 

保罗被捆锁囚禁在狱中（1:7，13-14，17），地

点很有可能是在罗马（Fee1995，34-37）。由于保罗

与腓立比教会的这种亲密关系，他对这个教会的信徒，

心中充满了赞赏、信任和关爱。虽然腓立比的信徒很敬虔，但是为了使他们

过一个公义、多结果子的生活，仍需对他们倾注更多的关爱，增进他们属灵

的洞察力（1:9-10）。这时保罗已经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从腓立比来的

消息了，他只是知道他们非常想念他（1:12；4:10），保罗也一再承认他也

非常想念他们（1:3-8），渴望听到他们的消息，并 终能够见到他们

（2:19-24）。尽管保罗带着锁链，而且有仇敌的攻击，甚至随时可能面对

死亡，他却利用一切机会与身边的人分享基督的福音，而且对未来充满信心，

积极乐观，心意坚定（1:12-26）。  

 

保罗 关心的就是腓立比信徒的思想状况，而且他的心里也惦记着教会

内部的某些 度问题（1:27-28；2:1-2）。腓立比教会被不和、自私、分歧

的观点以及自我高举所侵害（2:1-5）。抱怨和争吵已经开始在教会内部出

现（2:14-16）。保罗甚至关心他们对以巴弗提的 度如何（2:25-30）。总

之，他的心中充满对这些事情的挂念，尤其是对那些搅扰基督身体的人充满

义愤，还为腓立比教会两名老信徒之间的不和而深深担忧（4:2-3）。教会

正在失去属灵的眼光，忘了他们以前曾经学习的真理（4:4-9）。这种境况

 
目标 10.1.3 

概述保罗给腓立

比教会写信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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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促保罗提笔给腓立比教会写信，将自己的挂虑全部陈明之后，他以极力的

称赞、深厚的友情以及在基督里的喜乐和满足结束了这封书信（4:10-19）。 

 

4 根据腓立比书本身的一些线索，你能描述一下腓立比教会的情形是怎样的吗？  

 

腓立比书的写作目的  

 

仔细研读腓立比书，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保罗写作腓立比书的目的。  

 

恢复属灵的眼光  

保罗要使这些腓立比的信徒对他们自身的处境以及对保罗的处境有正

确的认识。他们似乎不明白，保罗为什么竟然被囚禁在监狱中，他毕竟是神

忠心的仆人，是伟大的使徒啊！而且腓立比信徒自身的遭遇使问题更加复杂

化。他们尽心竭力为主而活，为什么却受到逼迫、经历艰难呢？因为他们失

去了属灵的眼光，所以陷入不和与不满之中。保罗知道，只有让他们牢记自

己与基督的关系才能使他们重新恢复属灵的眼光，用正确的观点看待他们的

遭遇， 终给他们带来满足的喜乐。  

 

带给他们鼓励的信息  

保罗想让信徒们知道他 近的情况如何，因为这也是信徒们渴望知道

的：保罗的处境是否变得更加艰难？保罗愿意信徒们知道他被囚的真实境

况，就是神使用他现在的处境来传扬福音！同时保罗也想让他们知道在以巴

弗提身上发生的事情。腓立比教会差派以巴弗提带着钱财看望保罗，但是一

直没有返回腓立比，保罗写信告诉他们这位弟兄的情况，并且鼓励他们热情

地迎接他归回。  

 

发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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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感到有必要警告这些腓立比的信徒，防备各种来自教会内外、给教

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将会毁坏信徒的属灵生命，或

者使他们不结果子。  

 

强调必须合一  

教会外面的人抵挡福音，而教会里面的人之间的不和与错误的 度却能

造成教会的分裂。保罗写信鼓励他们要站立得稳，构筑一道坚固的统一战线，

一同面对他们所遭遇的攻击。  

 

表达感激之情  

后，保罗希望腓立比的信徒知道他是多么感激他们对他经济方面的爱

心支持，他们将奉献委托以巴弗提送达保罗手中，表达对保罗的深情厚谊。 

 

5 保罗写作腓立比书的目的是什么呢？  

 

 

 

腓立比书的主题  

 

腓立比书有两个主题。  

 

1、喜乐——要靠主喜乐  

虽然保罗写信的目的显然是使腓立比信徒用属灵的眼光看待他们所面

对的困境，但是这封信的主题是靠主喜乐。在腓立比书中，“喜乐”或“欢

喜”之类的字词使用了至少 16 次（参 1:4，18，25-26；2:2，17-18，28-29；

3:1；4:1，4，10 等）。喜乐是真正的基督徒面对艰难处境的反应，保罗并

不避讳用自身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真理。喜乐不仅仅是一种感觉，而是内在生

命实质的外在流露。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

（3:1；4:4）。无论基督徒生活的其他方面如何，至少基督徒的生活应当充

 
目标 10.1.4 

说明腓立比书的

两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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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喜乐；无论我们面对任何处境，遇到任何试炼，我们始终能在主里面得到

喜乐（Barton 1995，8-9）。  

 

2、福音的广传  

保罗 关心的就是无论教会面对何种挑战，福音必须被传开。他非常高

兴地看到腓立比的信徒们在这些年来一直参与传扬福音（1:5；4:15）。他

非常关心他们的见证以及他们的见证对福音广传的影响（Fee 1995，47）。 

 

6 腓立比书的两个主题是什么呢？  

 

保罗视自己被囚是一个机会，一个“叫福音兴旺”的机会（1:7，12，

17）。他立定心志无论发生任何事情，他都要继续传扬福音（1:18-20）。

因为耶稣基督是他生活的中心，保罗将这世界的任何事物与得着基督、认识

基督相比，“都当作有损的”（3:7-10）  

 

你委身于传福音的事工了吗？你热衷于传福音吗？你把现在工作和生

活的环境看作你的福音禾场吗？你是否愿意独自或与其他信徒同工，传扬福

音并看顾好福音的果子呢？  

 

7 你如何将腓立比书两个主题所阐明的真理应用在你的实际生活中呢？  

 

腓立比书大纲  

 

一  基督徒式的问安（1:1-2）  

二  为腓立比信徒感恩和代祷（1:3-11）  

三  保罗：一位用属灵眼光看待困境的榜样（1:12-27）  

四  保罗分享什么能使他的喜乐满足（1:27-2:18）  

1、  如果他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1:27-30）  

2、  如果他们效法耶稣仆人的心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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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保罗对两位杰出人物的盛赞（2:19-30）  

1、  提摩太：保罗差给他们的私人代表（2:19-24）  

2、  以巴弗提：他们差给保罗的代表（2:25-30）  

六  保罗作为朋友发出呼吁：恢复属灵的眼光（3:1-4:1）  

1、  要靠主喜乐的劝诫（3:1）  

2、  要识别假教师的警告（3:2-3）  

3、  保罗自身的经历：以属灵眼光进行观察的实例（3:4-14）  

4、  后续的警告和劝诫（3:15-20）  

5、  总结：“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4:1）  

七  后的劝诫（4:2-9）  

八  对他们馈赠的感谢（4:10-21）  

九  后的问候（4:21-23）  

 

 

保罗对腓立比信徒的深厚情感和代祷

（1:1-11）  

 

腓立比是罗马的驻防城，也是马其顿地区的首要城

邑。保罗在神的带领下，被神呼召来到这个城市服事（使

徒行传 16:6-10）。保罗在腓立比的服事充满了挑战，

也充满了满足的喜乐，当他和他的同工们第一天踏上这

块土地，就发生了许多很大的神迹和充满奇妙恩典的的

故事。  

 

虽然保罗写作腓立比书的时候，是一个被兵丁看守、被锁链捆绑的囚犯。

但是这封书信从头至尾流露着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一封私人信件，表达

了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深厚友情和诚挚的爱心，这个教会在他心中占有特殊

的地位。  

 

课程 10.2 
 

目标 10.2.1   

描述保罗这封写

给腓立比教会的

书信是如何开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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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以典型的保罗风格开始了腓立比书  

 

虽然腓立比教会的成员绝大部分是外邦人，但是保罗在这封书信的开头

问安中所用的词语，通常用于神立约的子民，即以色列人（参彼得前书

2:9-10），保罗称呼在基督耶稣里的腓立比信徒为“众圣徒”或“各位圣徒”。 

 

保罗称自己和提摩太同为“基督耶稣的仆人”，表明保罗拥有仆人式领

袖的心 。这也是他在这封书信中自始至终所强调的（参 2:3-11）。在这封

书信中，他没有像其他书信一样提到自己的使徒职分，表明他不使用自己的

权柄，而是基于彼此的深情厚谊向他们发出呼吁。  

 

接下来，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1:2）。这是一种特有的用基督里的价值观表达朋友问候的方式。“恩惠、

平安”的双重祝福，囊括了在基督里的一切丰盛（Kent 1978，103-114）。 

 

以这种诚挚的方式问候了这些老朋友之后，他表达了对他们积极参与服

事的感激之情，并且深信神必成全在他们心里所动的善工。保罗希望他们知

道他是多么深切地在关心着他们，然后以为他们祷告作为结束。  

 

这里有一点需要记住：伟大的基督徒领袖深切地关 他所服侍的信徒，

并且总是愿意信徒们得着神上好的福分，他们至少要做四件事情，就像保罗

在腓立比书中所做的。  

 

向一同参与服事的同伴表示感谢（1:3-5）  

 

保罗说，他为腓立比的信徒感谢神，“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

（第 3 节）保罗十年前曾在腓立比讲道。难怪他还记得有一个安息日他和他

的同工们来到河边，看见一群妇女在那里祷告。主开导了一位名叫吕底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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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心，使她明白了福音。保罗也不会忘记那个被他

赶出巫鬼的女孩。还有那个曾鞭打他、然后把他下在监

里的狱卒，后来与他的全家一同得救。还有腓立比教会

不止一次地为他送来经济方面的供应（4:9-10；参哥林

多后书 8:1-5）。保罗更不会忘记腓立比教会不仅给他

奉献金钱，而且差来以巴弗提，服侍保罗几乎到了牺牲

自己生命的地步……。一幕接一幕，每当保罗想起这些情景，就不由得发出

感恩和祷告。对于那些我们在主里所熟悉、所挚爱的人来说，保罗是我们何

等美好的榜样啊——就是不停地为所牧养的信徒献上感恩和喜乐的代祷。  

 

8 腓立比信徒所做的什么事情使保罗献上感恩？  

 

在主里一同服事的同工关系（希腊文为“koinonia”）能够更加亲密

（Gingrich 1983，118）。当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计划、一起奉献和一起服

侍的时候，就会建立一种非同寻常的紧密关系，这就是那些“从头一天直到

如今”（1:5）都保持友情和同工关系的人们。圣经告诉我们：“朋友乃时

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箴言 17:17）  

 

我作为牧师，经过多年的服侍，有很多人的名字经常浮现在我眼前。有

和我一起服事的人，有和我一起祷告的人，有和我一起面对挑战的人……，

这些与我一同为主做工的人在我的眼中是那么可爱，每当我想起他们，就禁

不住为他们献上感恩，他们无私的付出给我留下了甜美的回忆。  

 

现在你想起了谁呢？说出这些名字，在神的面前举手为他们献上感恩

吧！  

 

9 一起服事的同工对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目标 10.2.2   

解释为什么每当

保罗想起腓立比

教会的时候就不

住地感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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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相信神正在他们生命中动工（1:6）  

 

神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使这些信徒认识他自己，

是神在他们的心中首先动了这个善工，这也是他们“在

基督里”的起点。保罗让他们确信，神必定藉着他的儿

子耶稣成就已经在他们心中所动的善工。在十字架上，耶稣宣告救赎的工作

已经“成了”（约翰福音 19:30）。希伯来书的作者在 12:2 断言，耶稣“为

我们信心创始成终”，每个信徒都应当把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  

 

受西方文化背景熏陶过的人倾向于将这保证主要应用在我们个人的救

恩方面，却忽略了根据上下文的语境。这保证应当主要应用于神在信徒整体

方面的工作。例如，在某个教会或某项事工上他必要成全他的善工（O'Brrien 

1993，63-64）。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牢记一点，保罗在这段信息中所表达的“深信”，首

先不是对腓立比信徒的信心，而是对神的信心。他当然对腓立比信徒有信心，

然而同时他也深知他们的软弱和问题。保罗的信心 终是建立在全能神的上

面。感谢神赐给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 5:23 和哥林多后书 3:18 的保证，提醒

我们他有可畏的大能大力，能保守我们，并使我们完全。  

 

我有幸牧养了一个既成功又兴旺的教会，然而有时也不尽如人意。神赐

弟兄姐妹一个异象，他们便来到我这里，和我分享了这个异象。我们教会刚

开始的时候很小，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寻求神，我们殷勤地服侍，神大大地

动工，彰显了很多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似乎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撒但从

各方面阻挡我们。然而，我站在腓立比书 1:6 的应许上面，信心稳固：“我

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感谢

赞美主！  

 

目标 10.2.3   

请描述保罗对腓

立教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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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多么关心他们（1:7-8）  

 

我们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多么爱他们，多么惦念

他们。保罗说，腓立比的信徒们一直在他的心中——无

论保罗在任何情形和环境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兴

旺福音方面与保罗一起同工（1:5），所以一同得到神的恩典（1:7），神的

恩典使他们能够得胜有余地传扬福音。实际上，无论保罗是否在他们中间，

这些腓立比的信徒一直在传扬福音。  

 

哥林多前书 12:21-26 告诉我们，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每个教会成员

作为这个身体的肢体，都是彼此需要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其他肢体，因此

我们一同分享喜乐，也一同经历苦难。  

 

保罗坦诚地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1:8），

这里“心肠”的希腊原文是“splagchnon”，字面的意思是五脏六腑，用于

描述人内心深处，让人落泪的感情（Kent 1978，106-107）。那些与我们同

工，也与我们一同分享神的恩典的人对我们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保罗诚实

地表白：“我爱你们，正如耶稣爱你们一样”（参 4:1；约翰福音 17 章）。

保罗说，对那些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那些一同作主仆人的，有这样的意念

“原是应当的”。  

 

10 你要向哪些基督徒表达你对他们的关心和爱心呢？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表达内心的情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感

觉很难盯着别人的眼睛，告诉他（或她）我们真实的感受。我还记得当我们

离开曾经牧养的一间教会时，有一位姊妹向我和我的妻子告别，她无法开口

向我们表达她的感受，直到拖延到 后一分钟，才终于鼓足勇气开口了。她

直视着我们的眼睛，告诉我们自从她做了儿童主日学教师以后，她的生命有

 

目标 10.2.4   

解释在你的生活

中向别人表达关

和爱心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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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大的改变，我们对她在主里的成长有多么大的帮助，如何帮助她和她的

丈夫安然经过了试炼，还有她和她的丈夫是多么爱我们等等……。我永远不

会忘记这个情景，甚至现在回想的时候，止不住又一次流下感动的眼泪。  

 

 

保罗迫切地为他们属灵的福祉祷告

（1:9-11）  

 

保罗不停地为腓立比信徒祷告，他为他们个人和

整体生命的长进的细节祷告。  

 他们爱主以及彼此相爱的心增长。这是保罗祷

告的核心，是 重要的，因为爱是其他一切的美德的源泉（参马太

福音 22:36-40；罗马书 13:8-10）。 

 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增长，这也是保罗为他们的祷

告。在这里“知识”的希腊原文是“epignosis”，意思是“对主个

人化的深刻认识，能够指导他们为人处世的坚定信念”。“见识”

的希腊原文是“aisthesi”，意思是“道德和属灵的眼光”，如属灵

的智慧和洞察力等（O'Brien 1993，76-77）。 

 

当这两方面增长之后，将会达到以下四重目的或得到以下结果。  

1、他们能“分别是非”，就是能够在所有“好的”之中，认识什么是

“ 好的”。  

2、他们能为了迎接主的再来，在道德方面和属灵方面预备好自己。  

3、他们能在生活中“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4、 终，他们能在凡事上“叫荣耀称赞归与神”。  

 

11 保罗为腓立比信徒的祷告，在他们的生命中产生了什么样的果效呢？  

 

 
目标 10.2.5 

列出并解释保罗

为腓立比信徒祷

告的四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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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了一棵梨树的幼苗，栽在我们自己房子的后院。我精心地浇灌施肥，

这棵树苗渐渐长大成熟，开始结果子。在我有生之年，从未见过这么高产的

小树，它所结的果子实在令我感到惊讶。它的枝条被沉重的果子压弯了。我

不得不把枝条支撑起来，免得枝条被压断。我们收获的果子能装满几辆推车！

这就是神期望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要结的果子，也是真正的属灵领袖为他们

所牧养信徒的祷告，盼望神在他们生命中所成就的，更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

当渴慕的“多结果子”的生命！  

 

 

 

四重目的 

腓立比书 1:9-11 

————————————————————  

2.为主的再来预备好自己  

 

知识  

 

1.分别是非          爱       3.结满仁义的果子  

 

见识  

 

4.叫荣耀称赞归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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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测  试  

单项选择题：将正确答案的字母圈起来：  

1、腓立比书的哪节经文引起有关本书是否完整以及作者是谁的争议？  

a)  1:3。  

b)  2:1。  

c)  3:1。  

d)  4:3。  

 

2、腓立比是古罗马哪个行省的首要城邑？  

a) 亚细亚。  

b) 马其顿。  

c) 加拉太。  

d) 色雷斯。  

 

3、圣经学者认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大部分由外邦人构成，原因是           

a) 在使徒行传中提到的人物都有希腊名字。  

b) 腓立比没有犹太人的会堂。  

c) 腓立比不欢迎犹太人。  

d) 保罗在腓立比书的开头提到过这件事情。  

 

4、保罗给腓立比教会写信的目的是           

a) 恢复属灵的眼光，鼓励，警告，强调合一，并表达感谢。  

b) 鼓励，责备，纠正，传授智慧并表达感谢。  

c) 强调合一，传授智慧，挑旺他们的属灵恩赐，责备并鼓励。  

d) 表达感谢，恢复属灵的眼光，强调合一，传授智慧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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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头至尾贯穿腓立比书的两个主题是           

a) 基督的超越性和福音的广传。  

b) 靠主喜乐和基督的超越性。  

c) 基督再来和靠主喜乐。  

d) 靠主喜乐和福音的广传。  

 

6、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感到欣慰，因为他们           

a) 在患难中仍然坚持不懈。  

b) 在服事中彼此同工。  

c) 信靠基督。  

d) 传福音方面多结果子。  

 

7、腓立比书 1:5 中的希腊原文“koinomia”是什么意思呢？  

a) 心肠。  

b) 放胆。  

c) 同工关系。  

d) 感谢。  

 

8、腓立比书 1:9 中的希腊原文“epignosis”（中文圣经译作“知识”）的

意思是           

a) 心肠。  

b) 同心合意。  

c) 对基督个人化的深刻认识。  

d) 道德和属灵的眼光。  

 

9、在腓立比书 1:8 中被翻译为“心肠”的希腊原文的含义是           

a) 内脏，肠子或肾脏。  

b) 心脏或胸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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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志同道合的心。  

d) 心中的渴望。  

 

10、在保罗为腓立比信徒的祷告中（1:9-11），他为哪四件事情祷告呢？  

a) 他们能够分别是非，为迎接基督的再来在道德和属灵方面预备好自己，

结满仁义的果子，在凡事上叫荣耀称赞归与神。  

b) 他们能够在任何处境之中都充满感恩，为迎接基督的再来在道德和属灵

方面预备好自己，结满仁义的果子，在凡事上叫荣耀称赞归与神。  

c) 他们能够在凡事上叫荣耀称赞归与神，为所有圣徒祷告，为迎接基督的

再来在道德和属灵方面预备好自己，结满仁义的果子。  

d) 他们能够认识在主里的喜乐，分别是非，为迎接基督的再来在道德和属

灵方面预备好自己，结满仁义的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