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
【小组查经材料】

腓立比书
腓立比书系列 7 –要靠主常常喜乐
靠主常常喜乐
2020 年一月 10、11

第一时
第一时段 欢迎你来
迎你来 分钟
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离开繁忙、疲惫，并预备心来归向神。
第二时
第二时段 敬拜赞
敬拜赞美 分钟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面、
带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开口为下列事项祷
告。（组员个人的需要请在第四个时段分享祷告。）
宣教单位 认领的单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请洽教会。）
教会事工
圣经日 卓越的领导与牧养
小组长双月会
主日装备课程开始
新年崇拜
弟兄特会
恩爱夫妻营（ ）
新来宾
请于聚会前确认来宾名字。
病痛组员或亲朋
并商讨如何关怀他们。
为
祷告 感谢赞美神！祂带领我们经历祂的信实，使
的工程建造完满结束。求神使用我们和这场地，带领我们与祂同
工，传扬祂的美德和信实，领人信耶稣，一起来敬拜祂。
第三时
第三时段 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 分钟 以分享讨论
以分享讨论应
讨论应用神的话
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回应主日信息—聚会前，请上网仔细重听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想是什么？哪一句话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请分享本周你的生活见证，如祷告蒙应允，病得医治，实践神的话语
等等。（请尽量保持在 分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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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要靠主常常喜乐
要靠主常常喜乐

经文：腓立比书
背诵经文：
经文：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 腓 ）
4:1-9

(

4:4

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务要竭力的追求认识主耶稣，要忘记背
后，努力的向着神为我们所立的标竿直跑，在地上活出天上国民的
荣耀见证后，他接着就教导他们如何能够活出一个倚靠主常常喜
乐，有好行为的生命见证.

一、 因为有好同工，我们
有好同工，我们就可以喜乐
就可以喜乐（腓 4：1－3）：(请先读 v.
1-3 再读下文)
A. 保罗赞赏和
罗赞赏和劝勉腓立比信徒（
腓立比信徒（1）：1. 保罗深爱腓立比信
徒：保罗对腓立比信徒的爱在这里表露无遗，他称他们为
徒：
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2. 保罗肯定他们
肯定他们：腓立比信
徒兴旺福音，有美好的属灵生命见证，让保罗喜乐，也能
成为保罗在竞赛中得到冠冕，这是一种荣誉的代表。3. 保
罗劝勉腓立比信徒要站立得
罗劝勉腓立比信徒要站立得稳
勉腓立比信徒要站立得稳：保罗赞赏腓立比信徒后，
就直接劝勉他们要靠主站立得稳。在受逼迫的环境里，信
徒若不坚定倚靠主的话，就会软弱远离神，所以，保罗要
他们倚靠神，继续活出美好的见证 。

B. 保罗劝勉
罗劝勉 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同心（ 2-3 ）：教会里的信徒
）：
是要同心在神所赐的使命上一起奔跑帮补，兴旺福音，但
腓立比信徒中的友阿爹和循都基彼此不同心，保罗对她们
的不和谐非常难过，因为她们曾经跟保罗在福音上一起受
苦过，所以，保罗要教会里一位跟保罗真实同负一轭的人
帮助她们，使她们能够同心。并且提到革利免及所有与保
罗同工的信徒，
，他们的名字都记录在天上的生命册上。

1
( )
讨论问题 2： 保 罗 怎样表达他对
怎样表达他对 腓立比信徒及同工
腓立比信徒及同工的
及同工的 关爱呢
关爱呢 ？ 我
讨论问题 ： 你为何人或何事常常感到喜乐
何人或何事常常感到喜乐？ 破冰题
破冰题
们从中有何学习
从中有何学习？（观察题）

二、 靠主常常喜乐
靠主常常喜乐(腓 4：4-7)：(请先读 v. 4-7 再读下文)
A. 要靠主喜乐
主喜乐 （ 4 ）：保罗鼓励腓立比信徒要靠主喜乐，在
）：

这短短的一节里，保罗说了两次喜乐，他要他们喜乐而不
是快乐，因为快乐是来自外面的环境，只是暂时给人愉快
的感觉，而处在被逼迫艰难的环境里的信徒们怎会快乐
呢？保罗要他们靠主喜乐是要他们倚靠仰望神，知道神必
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看顾他们，这是他们内心喜乐的源
头。就如保罗在遭受迫害，被关在牢狱里，生命受威胁
时，他仍有喜乐，因为他倚靠主，深信主必救他脱离困境
（腓 1:19）。

B. 要温柔谦让
要温柔谦让（
）：
谦让 （ 5 ）：温柔谦让是对待他人的方式，温柔的
人会尊重人不轻易生气，会忍耐不会勉强人，就像主耶稣

的柔和谦卑一样。保罗勉励信徒和同工们要常常喜乐，并
温柔谦卑的对待人，不要互不相让。同时，保罗警惕他
们，如果不同心互相争吵的话，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
候，他们将会如何面对主呢？
？
C.

一无挂
一无挂 虑 的秘诀
的秘诀 （ 6-7）：保罗要腓立比信徒不要挂虑，
）：
他教导他们不挂虑的秘诀，要他们持守在感恩的氛围里，
以感恩的态度将所祷告祈求的事交托给神。祷告 (prayer)
指的是为一般的需要告诉神，如日用的饮食；祈求
(petition)指的是为特别的需要告诉神、请求神，如特别的
医治；保守(guard)：是军事用语站岗的意思，神会在基督
耶稣里保守他们的心，不允许不属神的心思意念侵犯他
们。当他们这样做的结果是，神会将超乎人想象的平安放
在他们心里。
。

讨论问题 3： 保 罗劝勉信徒
罗劝勉信徒如何持守喜
勉信徒 如何持守喜乐
如何持守喜 乐 的心呢？
的心呢 ？ 对 我 们 而言，
我 们 应该如何保持常常喜
应该如何保持常常喜乐
如何保持常常喜 乐 及一无挂虑
及一无挂虑 的心？
的心？ （ 观
察、应用题）
三、 正确思想及行为
正确思想及行为带来平安和喜
带来平安和喜乐
平安和喜乐（腓 4：8-9)：(请先读 v. 89

再读下文)

A.

思想美善的事
思想 美善的事（
美善的事 （ 8）：保罗进一步补充他在上节还没讲完
）：
关于保守你的心的话，所以，他再次强调要他们思念八件
美善的事，这样就可以勉励和提醒他们行合神心意的事：
1. 真实的：就是不虚伪 . 2. 可敬的：就是所行的让人敬
佩。3. 公义的：就是公正。4. 清洁的：就是没有污秽。5.
可爱的：就是让人喜爱而不是让人厌恶。6. 有美名的：是
让人仰慕的。 7. 德行：是有道德卓越的行为。 8. 可称赞
的：是让人可以夸赞的。

B.

要学习
要学 习 保 罗 的榜样（
的榜样（ 9） ： 因腓立比信徒与保罗的关系密
切，从他们信主到现在，他们不只是认识保罗，也非常清
楚保罗在服事上和为人处世的态度及方式。看见保罗如何
地摆上自己，如何地倚靠主，并坚持地专注于神所托付于
他的使命，传福音宣教，建立教会、建造门徒。他们都听
见了保罗的教导，也领受了保罗的使命。保罗要他们学
习，像保罗一样有正确的思想和态度，做合神心意的事，
见证神荣耀的名。这样，这位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他们同
在，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

讨论问题 4：为什么保
什么保罗要腓立比信徒思念这
要腓立比信徒思念这八件事？
八件事？这对我
这对我们的
生活与行为
生活与行为有什么影响呢
有什么影响呢？（观察应用题）

5

讨论问题 ：在未来
在未来的一周里，思想哪一
的一周里，思想哪一件
，思想哪一件是你需要加强或实
是你需要加强或实践
需要加强或实践的
事？并请在下周聚会时
下周聚会时分享。（
分享。（应用题）

: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祢。谢谢祢藉由使徒保罗教导
我们要靠祢常常喜乐。求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持守温柔谦让的
心对待人，能与同工同心来服事祢，使祢的心意得满足，也求祢帮
助我们持守感恩的心来向祢祷告祈求，祢就使我们有出乎人意外的
平安。主啊！求祢帮助我们思念美善的事，言行见证祢荣耀的名，
带领人认识祢。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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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时
第四时段 祷告服事（ 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一个祷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告。
腓立比书 4：10-23
01/24/20 使徒行传 1:1-10
01/31/20 使徒行传 2:1-21

01/1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