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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爱：背景介绍 
! 腓立比教会的成立 (徒16:6-40) 

• 保罗看见马其顿人的异象后, 立刻启程到腓立
比, 来到河边的祷告会, 带领吕底亚全家信主 

• 保罗驱走了占扑女奴的邪灵而被关入监牢. 
• 保罗和西拉在监牢里祷告唱诗赞美神, 忽然发

生大地震, 监门全都打开, 锁链也脱开了. 
• 保罗阻止狱警自杀, 带领他一家人信主. 
• 保罗被逼离开腓立比, 不能留下牧养刚成立的

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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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爱：背景介绍  
! 腓立比书 

• 是使徒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 
• 是保罗在监狱里所写的书信 
• 信里充满喜乐和感恩 
• 信里也看到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爱 

! 保罗在腓立比只有短短的时间, 但与教会有非
常深厚密切的关系 

! 爱不是收藏在心里, 爱必须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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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爱 

     信息大纲：腓立比书 1:3-11 

1.  爱的表现 Love’s Expression (3-4节) 

2.  爱的参与 Love’s Participation (5-8节) 

3.  爱的祝福 Love’s Blessing (9-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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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的表现 Expression of Love（3-4节） 

腓立比书 1:3-4 (当代译本修訂版CCB) 
3 我每逢想起你们, 就感谢我的上帝。4 每次
为你们众人祷告的时候, 我心里都很喜乐。  
! 保罗对教会的爱 

7 我对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感受是自然的, 因
为我常把你们放在心上… 8 上帝可以作证, 
我是怎样以基督耶稣的慈爱之心想念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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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的表现 Expression of Love 
! 保罗爱教会, 他对教会充满: 
• 感恩的心 Thankful Heart (第三节) 
• 喜乐的心 Joyful Heart (第四节) 

! 感恩和喜乐是爱的表现。 
! 我爱我的家庭, 爱我的教会 
• 常常为我的家人献上感恩 
• 以喜乐的心情为家人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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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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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的表现 Expression of Love 
! 你是否是常常为你家人献上感恩? 
! 你是否是以喜乐的心情为家人祷告? 
! 或是…….???  

• 叹息? 无奈? 担心? 埋怨? 生气? 麻木?   
! 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感恩: 

• 只看到不好的一面, 没有往好的方面看 
• 缺乏信心, 耐心和包容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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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的表现 Expression of Love 

! 其实腓立比教会也有许多问题: 
• 错误虚假的教导 
腓3:2 你们要提防那些犬类, 那些作恶的人,
那些鼓吹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的人. 

• 弟兄姐妹的纷争 
腓4:2-3 我恳求友阿蝶和循都姬要在主里同
心。3 忠心的同工啊, 请你帮助她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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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的表现 Expression of Love 

! 其实腓立比教会也有许多问题: 
• 与基督为敌的行为 

腓3:18-19 我已经多次告诉你们, 现在又流
着泪提醒你们: 有许多人行事为人与基督的
十字架为敌。19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 只想着地上的事, 他
们的结局是灭亡. 

!  但保罗还是为腓立比教会献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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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的表现 Expression of Love 

! 我们必须常常喜乐, 凡事谢恩 
! 感恩喜乐是一个选择: 
• 选择埋怨和生气, 或 
• 选择相信和包容 

! 见证: 遇车祸选择感恩 

! 为什么保罗选择喜乐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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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爱的参与 Participation of Love（5-8节） 

! 腓立比书 1:5-8 (CCB) 
5因为你们从开始直到现在, 一直和我同心合意
地传扬福音。6 我深信, 上帝既然在你们心里开
始了这美好的工作, 祂必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完成这工作。7 我对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感受是很
自然的, 因为我常把你们放在心上。不论我是身
在狱中, 还是为福音辩护和作证的时候, 你们都
与我同蒙恩典。8 上帝可以作证, 我是怎样以基
督耶稣的慈爱之心想念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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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爱的参与 Participation of Love 

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充满感恩和喜乐因为: 
a. 他们同心合意地传扬福音 (第五节) 
! 同心合意:  Koinonia  

•  fellowship 团契 (如: 徒 2:42; 林林前1:9) 
•  partnership 伙伴 (如: 林林前10:16） 
•  collective gift/contribution 集体的礼物/奉

献（如: 罗15:26; 林林后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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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爱的参与 Participation of Love 
! 保罗爱教会, 同心合意地传扬福音: 

• 互相的扶助, 慷慨的付出 
腓 4:15-16 腓立比人啊! 你们也知道, 在我
离开马其顿传福音的初期, 除了你们以外, 没
有别的教会供应我的需要。即使我在帖撒罗
尼迦的时候, 你们也不止一次供应过我的需
要。 

! 但更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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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爱的参与 Participation of Love 

! 保罗爱教会, 同心合意地传扬福音: 
• 亲密的团契, 深厚的关系 
腓 4:10 我靠主大大喜乐, 因为你们关怀我的心
如今又表现了出来; 其实你们一直都关怀我, 只
是没有机会罢了。  
• 可靠的伙伴, 共同的目标 
当保罗被逼离开腓立比时, 教会是在婴孩阶段, 
他们火热的传福音, 帮助教会不断的成长 (徒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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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爱的参与 Participation of Love 
! 我们爱家爱教会, 需要同心合意: 

• 亲密的团契, 深厚的关系 
- 建立亲密的关系和感情 

• 可靠的伙伴, 共同的目标 
- 迈出脚步, 积极参与 

• 互相的扶助, 慷慨的付出 
- 愿意付出, 成为对方的祝福 
- 施比受更为有福 (徒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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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爱的参与 Participation of Love 

b.  共担患难，同蒙恩典 (第七节) 
•  神的恩典: 教会在逼迫中成长 
腓1:7 ….不论我是身在狱中, 还是为福
音辩护和作证的时候, 你们都与我同蒙
恩典. 
腓 4:14 然而, 你们与我共患难, 真是太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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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爱的参与 Participation of Love 

b.  共担患难, 同蒙恩典 (第七节) 
! 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是否 

•  满心埋怨? 或 
•  一起承担? 

! 好好珍惜与你一起共担患难
困难的人! 要常常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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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爱的参与 Participation of Love 

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充满感恩和喜乐因为: 
a.  他们同心合意地传扬福音 (第五节) 
b. 共患难, 同蒙恩典 (第七节) 
c. 以基督的爱为爱, 以基督的心为心 

腓1:8 上帝可以作证, 我是怎样以基督耶稣
的慈爱之心想念你们。 
罗马书 5:8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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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爱的参与 Participation of Love 

a. 以基督的爱为爱, 以基督
的心为心 
林前 13:7 爱是….凡事包
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  爱战胜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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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爱 

1.  爱的表现 Love’s Expression  

(3-4节) 

2.  爱的参与 Love’s Participation  

(5-8节) 

3.  爱的祝福 Love’s Blessing (9-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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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爱的祝福 Love’s Blessing (9-11节) 

! 腓立比书 1:9-11 (CCB) 
9 我所祈求的就是: 你们的爱心随着属灵知
识的增加和辨别力的提高而日益增长,  
 10 使你们知道怎样择善而从, 做诚实无过
的人, 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11 并靠着耶
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 使上帝得到荣耀
与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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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爱的祝福 Love’s Blessing  
! 爱是把最好最宝贵给对方; 最好的方法是每
天以祷告祝福你所爱的人。 

! 保罗以喜乐的心为教会祷告, 祝福他们: 
• 爱心的成长  
9 我所祈求的就是: 你们的爱心随着属灵知
识的增加和辨别力的提高而日益增长 
• 爱神, 爱人如己 (马可福音 12:29-31) 
• 有知识和分辨力: 有智慧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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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爱的祝福 Love’s Blessing  
• 正确的选择 
10 使你们能分辨是非, 在基督的日子作真
诚无可指责的人 (和合本修订版) 

• 分辨是非 dokimazo: 仔细查验是否合格 
• 拒绝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事 
• 选择全心顺服上帝的旨意 
• 选择敬畏, 渴慕追求上帝 
• 选择忠心, 耐心等待基督的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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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爱的祝福 Love’s Blessing  
• 荣耀上帝的生命 

11 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 使
上帝得到荣耀与颂赞. 
• 结满果子的生命: 
–  悔改的果子 (改变的生命) 
–  圣灵的果子 (吸引人的生命) 
–  灵魂的果子 (领人信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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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爱的祝福 Love’s Blessing   
! 你是否常常以喜乐的心情为你的家人朋友,
牧师, 组长和组员们祷告? 

! 祷告什么? 今生的成功或蒙上帝的喜悦?  
! 如果没有祷告, 为什么? 
! 以信心祷告: 我深信, 上帝既然在你们心里
开始了这美好的工作, 祂必在耶稣基督再
来的时候完成这工作 (腓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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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活出爱 
! 爱须要活出来, 不是放在心里 
! 我们应该常常为家人和教会: 
• 献上感恩: 无论什么情况都要往好的方面

看 
• 喜乐祷告: 祈求灵命的成长, 爱神爱人,  

荣神益人, 做诚实无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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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活出爱 
! 我们必须积极的参与教会和家庭的活动: 
• 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 常关心他们的需要 
• 同心合意的一起走 
! 你需要做什么改变和行动来活出基督
耶稣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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