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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第一課﹕在基督裡的喜樂（一）1:1-2:30 

I. 閱讀（Reading Assignment）  
1. 用《聖經分析排版本》把腓立比書 1:1-2:30 仔細閱讀，然後回答問題。 
2. 仔細閱讀《聖經分析排版本 – 腓立比書》的導論、大綱、橫圖資料。 
3. 留意經文中主要的動詞、名詞、重複或特別的字句，試用不同的顏色筆作記號。 
4. 用經文分析排列的方式，把腓 2:1-11 重新分析排列。 

II. 鑰節﹕腓 1:5（背誦）  
III. 查經問題（Study Questions）  
1. 保羅的問安、感恩、禱告（腓 1:1-11） 

保羅是在第二次佈道旅程時，（約主後 50-52 年左右）建立了腓立比教會。他在羅馬（約主後 60-62 年）等候
他的案件上訴時，寫成腓立比書，相距了約十年的時間。 
1.1 腓立比教會同心合意，興旺福音；並與保羅同工（腓 1:1-8） 

1.1.1 保羅如何介紹自己？有沒有用他使徒的身分？（腓 1:1 上） 
1.1.2 保羅是和誰寫信給誰？如何稱呼他們？先稱呼誰？有否看到這個次序特別的地方？（腓1:1中） 

監督、牧師、⻑老在聖經中是三個不同的名詞，卻是指同⼀個職分：就是耶穌呼召差派在教會
裡作主要帶領的屬靈領袖。執事是教會裡的信徒領袖，⼀般信徒被稱為聖徒。（參《聖經分析排
版本─研讀版》輔助研經資料 85-86 頁） 

1.1.3 願 _______、_______，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腓 1:2） 
1.1.4 保羅每逢想念腓立比聖徒時，「就 ____我的神；每逢為你們眾人 _____的時候，常是 

_________祈求。」（腓 1:3-4）保羅為甚麼這樣想念腓立比教會？（先回答以下問題） 
a. 腓立比教會 “從頭一天直到如今”，有多久時間？（腓 1:5 上） 
b. 腓立比教會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一直沒有改變地在作甚麼？（腓 1:5 下） 
c. 在教會裡及任何的事工上，同心合意是何等重要﹕（先看以下經文） 

1） 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太 18:19） 

2）這些人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並耶穌的弟兄，都 _____________。
（徒 1:14; 參徒 4:24; 5:12; 8:6; 15:25; 羅 12:16; 15:5） 
他們同心合意禱告十天，聖靈降下充滿他們，教會成立。 

3） 他們天天_______恆切地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徒 2:46） 
4） 總而言之，你們都要____，彼此____，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心。（彼前 3:8） 

d. 保羅深信神在腓立比教會必會有甚麼作為？（腓 1:6） 
e. 雖然分別了約有十年之久，保羅和腓立比教會的關係如何？（腓 1:7-8） 

思考：你教會和牧者之間的關係如何？是好同工嗎？ 
1.2 為腓立比信徒禱告︰均衡成長、結果子、榮耀神（腓 1:9-11） 

思考：代禱的重要。保羅在每封書信中，都有為當地教會信徒禱告。有些學者認為保羅最深的神學思
想，就是在他的禱告裡。 
1.2.1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 ______，在 _______________，多而又多，…（腓 1:9） 
1.2.2 保羅為腓立比的聖徒求甚麼？（腓 1:9） 

a.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 __________ 和__________有長進。願榮耀歸

給祂，從今直到永遠！阿們。（彼後 3:18） 
b. 在啟示錄所提及的以弗所教會，他們有甚麼的表現？但卻失去甚麼？（啟 2:1-7） 

約翰大約在主後 90-97 年寫啟示錄，相距保羅寫以弗所書，約三十多年。 
c. 在啟示錄所提及的推雅推喇教會，他們有甚麼的表現？但卻沒有甚麼？（啟 2:18-29） 

1.2.3 保羅為腓立比教會求一個均衡成長的屬靈生命，目的是甚麼？（腓 1:10-11; 參林後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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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惟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____；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就能________了。（來 5:14） 
b. 基督徒還要為主結甚麼果子？（先看以下經文） 

1）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裡去，要在你們中間 
____________，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羅 1:13） 
思考：這是甚麼果子？福音的果子。你有帶領人信耶穌嗎？ 

2） 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裡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僕，就有___，那結局就是永生。（羅6:22） 
3） 羅 15:27-28 的善果是指甚麼？ 
4） 聖靈的果子（單數字）只有一個，列出這果子九方面的屬靈品格？（加 5:22-23） 
5） 好叫你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凡事________，在 __________結果子，漸漸地

多知道 _______；（西 1:10） 
6）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______獻給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_________

的果子。（來 13:15） 
2. 保羅在苦難中的喜樂（腓 1:12-26）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 

2.1 苦難叫福音興旺（腓 1:12-18） 
2.1.1 保羅所遭遇的事（苦難）有甚麼好的結果？（更叫甚麼興旺？）（腓 1:12） 

思考：曾有為主受苦嗎？願意為主受苦嗎？ 
2.1.2 保羅受的捆鎖，在御營全軍和其餘的人中，已顯明是為誰的緣故？（腓1:13; 參徒28:30-31） 

保羅把案件上訴到羅馬，在主後 60-62 年間，在羅馬租了房子足足住了兩年。雖然他不是被監
禁在真的監獄裡，他是受御營的軍兵看管。可能是被士兵們輪更看管，所以保羅有機會向御營
全軍的士兵傳福音。 

a. 你願意看到甚麼興旺？（先看以下經下; 參徒 12:24; 19:20; 腓 1:5; 2:22） 
1） _________必興旺，我必衰微。（約 3:30） 
2） ______________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

信從了這道。（徒 6:7） 
b. 你願意看到福音、主的道興旺，而為主受苦嗎？（先看以下經文） 

1） 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 _________，作 __________，盡你的職分。（提後 4:5） 
2） 你要和我同受 _________，好像 ___________________。（提後 2:3） 
3） 我為這福音受_______，甚至被捆綁，像犯人一樣。然而，___________卻不

被捆綁。（提後 2:9） 
4） 若為作基督徒_______，卻不要羞恥，倒要因_______歸榮耀給神。（彼前 4:16） 

2.1.3 保羅的受苦，除了叫福音興旺外，還給在羅馬的基督徒帶來甚麼好處？（腓 1:14） 
2.1.4 傳福音，事奉神個人的動機是很重要的。當時，有人傳基督是出於甚麼不同的動機？

意思是要給保羅帶來甚麼不同的結果？（腓 1:15-17） 
聖經這裡沒有說明傳基督而又出於不良動機的人是誰。相信不會是猶太敎的律法主義者，因為
他們不信基督。這些人可能是某些不喜歡使徒保羅的人。 

2.1.5 保羅有否介意這些傳基督是出於不良動機，意思是要增加他痛苦的人？他關心甚麼？甚麼叫

他歡喜？（腓1:18） 
2.2 苦難叫基督顯為大（腓 1:19-26） 

2.2.1 保羅知道在這苦難中，他可以倚靠誰來幫助他，叫他得救？（腓 1:19） 
這裡的 “得救” 是指脫離這案件的審判而得釋放。 

2.2.2 保羅有一個很大的人生目的，無論是生是死，總要甚麼？（腓 1:20） 
2.2.3 因我活著就是 _________，我 __________就有益處。（腓 1:21） 
2.2.4 保羅表示他在地上活著，若成就他工夫的果子，他就不知道該挑選甚麼。究竟他在哪

兩難之間？（腓 1: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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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保羅的人生是為誰活？（腓 1:19-26） 
2.2.6 保羅願意看到腓立比教會的信徒，在基督裡得甚麼？（腓 1:25-26） 

3. 行事為人要與福音相稱（一）（腓 1:27-2:4） 
保羅在苦難中有喜樂，因為有傳福音，為主作見證的機會。他不單止自己傳揚，還有腓立比教會與他同心：
（1） 在傳福音的事工同心 –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in view of their partnership (fellowship) in the gospel ministry；
（2）在傳福音的事工與他⼀同作戰，在屬靈爭戰上有分。保羅在這段經文，鼓勵腓立比信徒，若要得勝這
屬靈的爭戰，他們要：（1）在行事為人上與基督的福音相稱；（2）要齊心為福音努力；（3）要有信心，不要
怕敵人的驚嚇。 
3.1. 齊心努力傳福音（腓 1:27-30） 

3.1.1 保羅鼓勵腓立比信徒行事為人，要與甚麼相稱？（腓 1:27 上; 參弗 4:1） 
a. 神啊，你受的 ____，正與 ________相稱，直到地極！你的右手滿了公義。（詩 48:10） 
b. 你們要結出 _______來，與 __________相稱。（太 3:8） 
c. 你們要結出________來，與________相稱。不要自己心裡說：『有亞伯拉罕為我們

的祖宗。』我告訴你們，神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路 3:8） 
d. 先在大馬色，後在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以及外邦，勸勉他們______________神， 

______________相稱。（徒 26:20） 
3.1.2 保羅鼓勵腓立比信徒要有同一個甚麼？齊心為甚麼努力？（腓 1:27 下） 

a. 無論保羅是否在他們中間，腓立比信徒都當為甚麼努力？（腓 1:27） 
b. 務要________，無論 ___________，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

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後 4:2） 
3.1.3 凡事_______敵人的驚嚇，這是證明他們_______，你們_______，都是出於神。（腓 1:28） 

a. 當我們傳福音的時候，是一場屬靈的戰爭，是要從誰的手裡拯救人的靈魂？（太

12:28-29） 
b. 若真的有這些敵人的驚嚇攻擊，這是證明甚麼？（腓 1:28） 
c. 摩西是這麼偉大、盡忠、極其謙和的領袖，除了可拉黨不接受他的帶領外，還有

誰敵擋他？（民 12:3, 7; 參民 16 章; 提後 3:8; 來 3:2, 5） 
d. 誰多多地害保羅？他會有甚麼報應？（提後 4:14） 

3.1.4 因為你們 ________，不但得以 ________ 基督，並要___________。（腓 1:29） 
基督徒要面對苦難，是⼀個人生的事實，基督徒信主後，要為主而活，要付上代價。基督徒的人生目
標，意義、價值都會有所改變，會和這個世界不同，若要為主作見證，自然會受到這個世界的攻擊。 

a.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 ______。在世上，你們有_______；
但你們可以 ________ ，我已經勝了世界。（約 16:33） 

b. 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裡_________的，也都要受_________。（提後 3:12） 
3.1.5 腓立比信徒的屬靈爭戰，就好比誰的爭戰？（腓 1:30） 

3.2. 行在合一中（腓 2:1-4） 
若要同心合意叫傳福音更有效，基督徒必需要有好的見證，要學習謙卑的生活。同心謙卑的生活，是
基督徒在教會裡生活見證的⼀大秘訣。 
3.2.1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甚麼_______，愛心有甚麼_________，聖靈有甚麼_________，

心中有甚麼_____________，（腓 2:1） 
“若有” 也可以翻譯為 “既然有”。 

3.2.2 信耶穌的人，有哪四樣寶貴的經歷？（腓 2:1） 
3.2.3 基督徒既然有了以上四樣寶貴屬靈的經歷，該有甚麼回應？（腓 2:2 上） 
3.2.4 腓立比信徒若這樣作，可以使保羅得甚麼？（腓 2:2 下） 
3.2.5 保羅還勸勉腓立比信徒不要作甚麼，要作甚麼？（腓 2:3-4） 

若要同心合意為主活，傳福音，腓 2:3-4 這些事是必須要留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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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事為人要與福音相稱（二）（腓 2:5-11） 
 腓立比書的主題：在基督裡的喜樂。保羅在苦難中也有喜樂：因為（1）腓立比教會是⼀間同心合意傳福
音的教會，（2）腓立比教會與保羅同心在傳福音的事工上有份；（3）保羅的苦難叫福音傳開，叫在羅馬的基督
徒信心得鼓勵，篤信不疑，越發放膽傳神的道，無所懼怕；（4）保羅的苦難叫基督顯大，保羅是為基督受苦。 
 保羅提醒在腓立比的信徒，傳福音是⼀場屬靈的爭戰。若要得勝就要同有⼀個心志，站立得穩，為所信
的福音齊心努力。要謙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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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可行嗎？保羅給我們三個榜樣，證明在基督裡有聖靈幫助是可行的。
這三個謙卑的榜樣是：（1）耶穌基督；（2）提摩太；（3）以巴弗提。 
4.1. 基督與父神同等，原為一（腓 2:5-6） 

學習基督謙卑捨己的榜樣：合⼀必須要有謙卑：以基督的心為心。腓 2:1-11 在系統神學基督論裡是⼀
段極重要的經文。 
4.1.1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_______________（腓 2:5） 

耶穌基督的心是⼀個謙卑，絕對順服⽗神旨意的心。 
a. 人接待你們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______________的。（太 10:40） 
b. 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______________的旨意，作成___________。」（約 4:34） 
c. 因為我從天上降下來，不是____________行，乃是______________行。（約 6:38） 
d. 耶穌說：「我的教訓______________的，乃是______________的。」（約 7:16） 
e. 那差我來的是與我同在；祂沒有撇下我獨自在這裡，因為________的事。（約 8:29） 
f.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作____________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作工了。（約 9:4） 
g. 因為我沒有憑著自己講，惟有差我來的父已經給我命令，叫我____，____。（約 12:49） 
h. 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們所聽見的道______我的，乃是______的道。（約 14:24） 
i. 祂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

而，不要照_______，只要照________。」（太 26:39; 參可 14:36; 路 22:42） 
4.1.2 耶穌基督是誰？（腓 2:6） 

耶穌基督是神。與⽗神原為⼀，祂是神。我們所信的神是三位⼀體的真神。（參《聖經分析排版
本研讀版‧輔助研經資料》60-61 頁） 

4.1.3 祂本有___________，不以自己____________為強奪的。（腓 2:6） 
耶穌基督是神，（有關耶穌基督的神性，參《聖經分析排版本研讀版‧輔助研經資料》63-64 頁。）
仔細閱讀以下經文： 

a. 太初有_______，道與神同在，道就是_________。（約 1:1; 參約 1:14） 
道就是指耶穌。祂是永恆，祂是神。 

b. 萬物是藉著___________；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__________的。（約 1:3） 
耶穌基督是創造的主宰。 

c. 生命在__________，這生命就是___________。（約 1:4） 
耶穌基督是神，是人生命的源頭，是人的光。 

d. 拿但業說：「拉比，你是__________，你是_____________！」（約 1:49） 
耶穌基督是神，祂是無所不知的。 

e.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________。」（約 8:58） 
耶穌基督是神，祂是永恆、自有永有的。 

f. 我與父________。（約 10:30） 
g. 耶穌對她說：「____在我，____也在我。____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____。」(約 11:25) 
h. 耶穌說：「我就是___、____、___；若不藉著___，沒有____能到父那裡去。」(約 14:6) 
i. 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________，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_______。（西 1:15） 

耶穌基督是神，在⼀切被造之先，就是說明祂不是被造的。 
j. 因為萬有都是靠____的，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見的、不能看見的、或是

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一概都是藉著____的，又是____造的。(西 1:16) 
k. 祂是神___________，是神本體的__________，常用_______________托住萬有。

祂_____________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來 1:3） 
l. 在祂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萬王_________，萬主________。」（啟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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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耶穌基督是神，與父神原為一，卻不作甚麼？（腓 2:6） 
這節經文在原文的文法結構上是不容易翻譯的（先看以下不同的英文翻譯）： 
who, being in the form of God, did not consider it robbery to be equal with God,（NKJ） 
who, although He existed in the form of God, did not regard equality with God a thing to be grasped,（NAS） 
Who, being in very nature God, did not consider equality with God something to be grasped,（NIV） 
中文聖經和合本：祂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4.2. 基督成為人，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腓 2:7-8） 
4.2.1 反倒 __________，取了___________，成為______________；（腓 2:7） 

虛己 – emptied 原文字根 κενόω（kenoo）Himself：耶穌虛己的意思是： 
1. 基督沒有倒空（放棄）祂的神性，或任何只有神才有的屬性，祂仍然是神； 
2. 祂自願暫時把道成肉身前的榮耀隱藏起來； 
3. 祂自願暫時不運用祂神性裡的能力； 
4. 祂成為人以致可以為人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 
5. 祂 100%是神，同時也是 100%是人。仔細閱讀以下經文，清楚說明耶穌的神人兩性。祂為人

的罪，道成肉身成為人。但祂同時仍然是神。 
a. 因此，主自己要給你們一個兆頭，必有童女____________，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

（就是神與我們同在的意思）。（賽 7:14） 
b. 因有一嬰孩______________；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上。祂名稱

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祂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

祂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祂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

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賽 9:6-7） 
c. 論到祂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________說，是從___________生的；（羅 1:3） 
d. 按__________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______________。（羅 1:4） 
e. 道__________，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________有__________。我們也見

過祂的___________，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 1:14） 
f. 凡靈認耶穌基督是____來的，就是出於__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____來。（約一 4:2） 
g. 因為世上有許多迷惑人的出來，他們不認耶穌基督是_________來的；這就是那迷

惑人、敵基督的。（約二 7 節） 
4.2.2 既有_______，就自己_______，存心_______，以至於_____，且死在____上。（腓 2:8） 

耶穌基督是神，祂必須道成肉身成為全人，才能為全人類的罪代死在十字架上。 
a. 耶和華不輕易發怒，大有能力，萬不以_______________。…（鴻 1:3） 
b. 世人都犯了甚麼？虧缺了甚麼？（羅 3:23） 
c. 罪的工價是甚麼？（羅 6:23） 
d. 耶穌基督為人預備救恩，為全人類的罪代死在十字架上。仔細閱讀以下經文： 

1）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_________，乃是要________人，並且要________作 ἀντὶ
（anti）__________。（可 10:45） 

2）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 ὑπὲρ（huper）我們______，_______就在

此向我們顯明了。（羅 5:8） 
3） 祂捨自己作 ὑπὲρ（huper）____的贖價，到了時候，這事必證明出來。(提前 2:6) 

He died as a ransom for all，“all” 字是指全人類的意思。 
e. 十字架的死刑是人類歷史中最痛苦的死刑，父神為甚麼要耶穌接受這麼痛苦的死

刑，為人類代死？可見人的罪有多嚴重？ 
4.3. 神將基督升為至高，使榮耀歸給神（腓 2:9-11） 

4.3.1 所以，神將祂升為________，又賜給祂那超乎___________的名。（腓 2:9） 
4.3.2 有一天，耶穌基督被升為至高，全世界的人（無論信的和不信的）都要作甚麼？（腓 2:10-11） 

思考：現在甘心樂意的信耶穌接受救恩。將來有⼀天，耶穌再來作萬王之王，萬主之主時，不
信的人也要屈膝敬拜祂。那時，所有不信的人都要面對的是永恆的審判。你現在仍有甚麼攔阻，
不肯信耶穌嗎？若真心的相信了祂，有否時常感謝祂，敬拜祂，事奉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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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當耶穌被升為至高時，榮耀要歸給誰？（腓 2:11 下） 
4.3.4 屬靈升高之路是如何來的？思考：耶穌的榜樣。（腓 2:5-8; 參詩 75:6-7） 

a. 因為高舉非從________，非從________，也非從________而來。惟有神________；
祂使這人_______，使那人_________。（詩 75:6-7） 

b. 神且用右手將祂 ________________（或作：祂就是神高舉在自己的右邊），叫祂

作_______，作________，將__________和__________賜給以色列人。（徒 5:31） 
5. 行事為人要與福音相稱（三）（腓 2:12-30） 

5.1 活出謙卑順服的生活（腓 2:12-18） 
5.1.1 從耶穌基督順服父神的榜樣看來，保羅對腓立比信徒在順服謙卑上，有甚麼教導？我

們是順服神，還是順服人？（腓 2:12 上） 
5.1.2 “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這句話是甚麼意思？是不是要靠自己的行

為來完成救恩？（腓 2:12 下）（先參考以下英文聖經的翻譯）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NAS, NIV）戰兢地活出你的救恩。 
Work hard to show the results of your salvation, obeying God with deep reverence and fear.（NLT）努
力地把你救恩的果效活出來，以充滿敬畏和戰兢的心來順服神。 

5.1.3 我們立志行事都要成就甚麼？（腓 2:13） 
5.1.4 凡所行的，都不要 ________，起 ___________要在這個世代作甚麼？（腓 2:14-15） 
5.1.5 基督徒活在這世上，要好像甚麼照耀，要將甚麼表明出來？好叫保羅在基督的日子，

好誇他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腓 2:15 下-16） 
a. 你們是世上的 ________。城造在山上是不能 ____________的。（太 5:14） 
b. 你們的 _______也當這樣照在 __________，叫他們看見你們的___________，便

將_____________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16） 
c. 基督徒該依從順服誰？為甚麼？（來 13:17） 

5.1.6 保羅以甚麼為供獻的祭物，以致他就是被澆奠在其上，也可以喜樂？（腓 2:17） 
5.1.7 保羅要求腓立比信徒與他一同作甚麼？（腓 2:18） 

5.2. 提摩太謙卑的榜樣（腓 2:19-24） 
5.2.1 保羅要打發誰到腓立比教會去？為甚麼？（腓 2:19） 
5.2.2 保羅相當看重提摩太，為甚麼？他是一個怎樣的同工？（腓 2:20-23; 參腓 1:1） 
5.2.3 保羅相信甚麼？（腓 2:24） 

5.3. 以巴弗提謙卑的榜樣（腓 2:25-30） 
5.3.1 然而，保羅也想必須打發誰到腓立比教會去？（腓 2:25 上） 
5.3.2 保羅看以巴弗提是一位怎樣的同工？（腓 2:25, 30） 
5.3.3 以巴弗提很想念誰？但他病了，病得嚴重嗎？要死嗎？（腓 2:26-27） 
5.3.4 以巴弗提病得這樣嚴重，是誰醫治了他？是保羅嗎？（腓 2:27） 

a. 提後 4:20 下：這裡記載是誰病了，保羅把他留在那裡？有說醫好他嗎？ 

b. 保羅沒有提說他醫好以上兩位寶貴的同工。他是使徒，不是有醫病的恩賜嗎？隨

著保羅使徒的職分被堅定，教會漸漸多被建立起來，聖經每書卷也快要完成，保

羅醫病的恩賜是相對增加？還是減少？ 
5.3.5 保羅要急速打發以巴弗提去，叫腓立比信徒再見他，目的是甚麼？（腓 2:28） 
5.3.6 保羅要求腓立比教會，如何接待以巴弗提？（腓 2:29） 

6. 從腓立比書 1:1-2:30 你學到甚麼屬靈的功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