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組查經材料】 腓立比書
腓立比書系列
系列 2 –要齊心努力傳福音
2019 年十一⺝ 08、09

第一時段:
第一時段:歡迎你來 (15 分鐘)
分鐘)
以簡單、輕鬆、活潑的遊戲，帶領組員熱烈參與，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離開繁忙、疲憊，並預備心來歸向神。
第二時段:
第二時段:敬拜讚美 (20 分鐘)
分鐘)
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帶領大家來到主的寶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榮面、
帶下神的榮耀同在。在敬拜裡，小組長帶領大家同聲開口為下列事項禱
告。（組員個人的需要請在第四個時段分享禱告。）
1. 宣教單位:認領的單位是＿＿＿＿＿＿他們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確定小組認領，請洽教會。）
2. 教會事工:
- 11/17 聖誕樹點燈
- 11/23 小組長雙⺝會
- 12/8 受洗典禮，受洗班 11/17 起 9:00am@G6 上課
3. 新來賓:_________________請於聚會前確認來賓名字。
病痛組員或親朋:___________________並商討如何關懷他們。
4. 為 Shekinah Glory 禱告:
！祂帶領我們經歷祂的信實，
使 SG 的工程建造完滿結束。求神使用我們和這場地，帶領我們與祂
同工，傳揚祂的美德和信實，領人信耶穌，一起來敬拜祂。
第三時段:
第三時段:話語分享(45
話語分享(45 分鐘)
分鐘) 以分享討論應用
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1. 回應主日信息—聚會前，請上網仔細重聽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想是什麼？哪一句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請分享本週你的生活見證，如禱告蒙應允，病得醫治，實踐神的話語
等等。（請盡量保持在 10 分鐘之內）
感謝讚美神

2.

本週主題：要齊心努力傳福音
本週主題：要齊心努力傳福音
經文：腓立比書
腓立比書 1:12-30
經文：
背誦經文：
背誦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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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1:27）
27）

保羅以親身的經歷來勸勉腓立比教會更應當同心努力廣傳福
音。保羅是因抵擋福音的人的誣告而被關在羅馬的監獄裡，但福音
卻不因而終止，反倒是更加發旺，因此，保羅勸勉腓立比教會，不
要懼怕仇敵的驚嚇，要行事為人與福音相稱，並要齊心努力傳福
音。
一、 保羅為基督
保羅為基督被
為基督被傳開了而歡喜
傳開了而歡喜（
歡喜（腓 1：12-18）：(
）：(請先讀 v.
12-18 再讀下文)
再讀下文)
自己的遭遇乃叫福音興旺（
12--14
14）：
）：1.1. 為基督的
A. 保羅視自己的遭遇乃叫福音興旺
（12
）：
緣故被捆鎖（12
緣故被捆鎖（1212-13）：
13）：雖然保羅被關在羅馬的監獄裡，
但福音卻沒有受到限制，反而是被傳開了。因為保羅可以
傳福音給羅馬禁衛軍，這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當時保羅
手銬必須拴在監視他的士兵身上，保羅抓住這個好機會跟
他們分享福音，帶領他們認識耶穌基督，所以，保羅說，
他是為了基督的福音而被關的。2. 信徒充滿信心地傳福音
（14）：
14）：大部分的信徒不因為保羅被關而被絆倒，反而信
心滿滿的、勇敢的出去傳福音給人。
B. 保羅不因有些
保羅不因有些信徒
不良的傳福音動機而受影響
有些信徒存
信徒存不良的傳福音
傳福音動機而受影響（
動機而受影響（1518）：
18
）：這時候，保羅告訴信徒們，雖然有許多人帶著不良
的動機傳福音：希望保羅關在監獄裡越久越好，以及想讓
保羅盡可能的受苦，但保羅自己卻不受影響，這些無法奪
去他的喜樂。1. 傳福音的動機（15
傳福音的動機（1517）：保羅說，信徒
15-17）：
傳福音有兩個動機：一個是出於嫉妒保羅，他們嫉妒保羅
在眾教會和信徒間所擁有的聲譽和地位，所以，他們積極
的傳福音來抬高自己，他們分門結黨，做不誠實的事，這
叫保羅很是傷痛；另一個是出於愛保羅的心，他們體會保
羅愛人靈魂，不惜代價的傳福音，也體會保羅以基督的心
腸愛他們，他們也愛保羅，願意跟保羅一樣努力地傳福音，
成為保羅的福音夥伴。 2. 保羅為基督被
保羅為基督 被 傳開而歡喜
（18）：
18）：保羅不介意有些信徒是帶著不純正的動機去傳福
音，因為他們這樣也是將耶穌傳講出去，帶領人認識耶穌，
所以，保羅為基督被傳開了而歡喜。
請分享今年你最歡喜的一件事
你最歡喜的一件事。
請簡述？
破冰題))
討論問題 1： 請分享今年
你最歡喜的一件事
。請簡述
？(破冰題
討論問題 2： 保羅以什麼心態來看他目前的遭遇
保羅以什麼心態來看他目前的遭遇，又如何看待那
以什麼心態來看他目前的遭遇，又如何看待那
存不良動機傳福音的人？這給你什麼啟示？
些存不良動機傳福音的人？這給你什麼啟示
？（觀
察應用題）
應用題）

腓

二、 保羅為信徒而處在兩難之間
保羅為信徒而處在兩難之間(
為信徒而處在兩難之間(
26 再讀下文)
再讀下文)

1：1919-26)
26)：(請先讀 v. 1919-

A. 保羅因基督置生死於度外（
保羅因基督置生死於度外（1919-21）：
21）：1.
）：1. 保羅深信自己會
被釋放（19
被釋放（19）：
19）：保羅知道

腓立比

教會一直在為他禱告，並

且聖靈也在幫助他、為他祈求，因此，他深信必能勝過一
切艱難和逼迫，終必得到。2.放膽見證耶穌（
2.放膽見證耶穌（20
放膽見證耶穌（20）：
20）：保羅
所熱烈期盼關心的事，不是自己的安危受苦，而是所有他
做的不會讓自己覺得羞愧。所以，他不計生死大膽的見證
耶穌，讓基督在他的身上彰顯出來。3. 活著就
活著就是基督死了

就有益處（21
就有益處（21）：
21）：生死的意義對保羅來說，是當他活著的
時 候 ，讓 人可 以從 他的 身 上看 到和 認識 基督 ； 是當 他 死
了，自己就能跟基督在一起。

B. 保羅深信必為信徒而活著
保羅深信必為信徒而活著（2222-26）：
26）：1.
）：1.保羅掙扎於或生
1.保羅掙扎於或生
或死的決定（22
或死的決定（22）：
22）：保羅很難為自己的生命做決定，因為
如果他活著被釋放的話，他可以繼續做神賜給他的福音使
命：旅行佈道，建立教會，堅立信徒，廣傳福音。2. 保羅

情願為信徒活著
情願為信徒活著 （ 2323-24）：
24 ）： 在這裡，保羅又想到自己死

到腓立比信徒，他的心

後，就可以跟基督在一起，那是多美好的事啊！可是一想
就 很糾 結， 他愛 他們 ！ 他活 著 的

話，可以跟他們一起在福音的使命上努力！最後保羅決定
為他們活著。 3.保羅期待再次跟他們見面
3.保羅期待再次跟他們見面（
保羅期待再次跟他們見面（ 25-26 ）：當

保羅決定為腓立比信徒活著

腓立比的信徒在一起，那時

時，他相信神必定會幫助他使

他 得 釋放 ，所 以， 他期 待 與

候 ， 保羅 的釋 放會 提升 信 徒在 所信 的道 上有 長 進、 有 喜
樂。如果保羅能到他們那裡去，他們在基督裡的喜樂就不
可言喻了。

討論問題 3： 保羅為什麼對自己的生死很難做決定呢？他最後的
保羅為什麼對自己的生死很難做決定呢？他最後的
決定是什麼？為什麼他會做那樣的決定？ （觀察
題）

（腓

三、 保羅要
保羅要信徒為福音
信徒為福音同心
為福音同心努力
同心努力
30 再讀下文)
再讀下文)

1：2727-30)
30)：(請先讀 v. 2727-

A. 行事為人與福音相稱（
行事為人與福音相稱（2727-28）：
28）：1.
）：1. 行事為人合神的心

顯然地，保羅很關心腓立比信徒的行事為人，

意（27
意（27）：
27）：

前面為他們禱告要誠實無過做人，這裡勸勉他們的行事為
人要和基督的福音相稱，意思是他們的行事為人是能榮耀

基督。並且，不管保羅去或不去他們那裡，他們的行為都
能合神心意、討神喜悅的，在傳福音的事工上，更要有同
樣的心志，不要有錯誤的動機或紛爭結黨，這樣就能在神
面前站立得住，齊心努力傳揚福音。2. 不要懼怕逼迫艱
難（28
難（28）：
28）：保羅鼓勵信徒在惡劣的環境裡，仍然要勇敢地
為基督而活。仇敵會用各種方法來抵擋福音，用恐嚇逼迫
來驚嚇信徒，但仇敵這樣做最終會被神滅亡，而信徒是會
被拯救的。
B. 信基督並為祂受苦（
信基督並為祂受苦（29-30）：
30）：接下來，保羅要腓立比信
徒信基督也要為基督受苦，因為當他們因信耶穌基督得救
的同時，仇敵就用各種方法來攻擊逼迫他們，使他們陷入
各種艱難的環境，這也是保羅所面對的爭戰，但他一點也
不懼怕，他雖然為基督受苦，仍然繼續的傳講福音。
討論問題 4：保羅為何
保羅為何勸勉腓立比信徒
為何勸勉腓立比信徒要為福音齊心努力
勸勉腓立比信徒要為福音齊心努力呢？
要為福音齊心努力呢？
（觀察應用題）
（觀察應用題）
討論問題 5：從保羅面對所遭遇的
從保羅面對所遭遇的困苦
所遭遇的困苦，卻
困苦，卻不因環境艱難，反而
，卻不因環境艱難，反而
看到神的心意時，對你目前的處境或是你個人的信
心有什麼學習和幫助呢？（
心有什麼學習和幫助呢？（應用題
？（應用題）
應用題）
禱告:
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我們感謝讚美祢。謝謝祢藉由保羅親身的經
歷來勉勵腓立比教會的話語，讓我們很受感動和激勵，因為他為著
基督把生死置於度外，卻為了愛信徒要留在世上。主啊！我們願意
效法保羅：信祢、愛祢、願意為祢受苦，更有份於福音的事工，與
弟兄姊妹為福音一起努力。我們如此禱告乃是奉主耶穌得勝的名
求。阿們！
第四時段:
第四時段:禱告服事（10
禱告服事（10 分鐘）
可以兩三個人成為一個禱告小組，為彼此的需要禱告。
11/15 腓立比書 2:1-11
11/22 生活查經
11/29 感恩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