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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4
1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

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聖靈有甚麼交通 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

2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

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3 凡事不可結黨 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 只要存 謙卑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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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這個段落可以把它分成三個部分這個段落可以把它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合一的基礎，是在二1，最前面有一個連接詞「所以」。

「所以」是要表示二1‐4跟上個段落的關係，上個段落所指的就是一27‐30。
因此如果我們把這兩處的經文合起來，它的意思大概是可以這麼說的：

既然你們應當過一個與基督的福音相稱的生活，

所以你們必須做到意念相同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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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們必須做到意念相同等等… ，
也要顧別人的事，結果就是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二1一開始出現四個「若」，和合本只有翻出一個「若」。

它並不是表示一種假設的情況，也不是表示懷疑，它並不是表示 種假設的情況，也不是表示懷疑，

而是要表達一個肯定的敘述，因此「若」這個字可以瞭解成既然。

如此一來，二1就可以作：既然在基督裡有甚麼勸勉，既然愛心有甚麼安慰，

既然聖靈有甚麼交通，既然有甚麼慈悲憐憫。

在這四個句子當中，第一個是「在基督裡有甚麼勸勉」，這裡「勸勉」這個字，

跟下 句的「愛心有甚麼安慰 的「安慰 者 意 有多跟下一句的「愛心有甚麼安慰」的「安慰」，兩者的意思並沒有多大的區別，

因為兩者的用字都有勸勉安慰的意思，兩者的意思可以用鼓勵這個字所涵蓋。

要瞭解「在基督裡有甚麼勸勉」這一句話的關鍵要瞭解 在基督裡有甚麼勸勉」這 句話的關鍵

是在這個片語當中的「在基督裡」，就是指信徒是基督的身體，

他們的生命是跟基督連結並且相交。

因此「在基督裡若有甚麼勸勉」，

就是要表示信徒是藉著信心與基督連結，

與祂相交的時候所得到的鼓勵跟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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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祂相交的時候所得到的鼓勵跟安慰，

這時候的信徒所得到的鼓勵跟安慰，就有力量使他們能夠堅強起來。

第二個句子是「愛心有甚麼安慰」，這個片語可以作「由愛心產生的安慰」。

但是問題是這個愛心是誰的愛心呢？但是問題是這個愛心是誰的愛心呢？

是保羅的？是其他信徒的？是基督的？還是神的呢？

如果這一節是牽涉到三位一體神的工作，那麼這個愛心就是神的愛心。

所以，前三句就是基督的勸勉、神的安慰、聖靈的交通。

如果是如此的話，這一句話「愛心有甚麼安慰」，

就可以作從神的愛所賜下的安慰。就可以作從神的愛所賜下的安慰。

第三個句子是「聖靈有甚麼交通」，

這句話的原文直譯是「若有甚麼靈的團契」。這句話的原文直譯是 若有甚麼靈的團契」

這裡的「靈」當然是指聖靈，而「交通」就是團契相交的意思，

整句話來看「聖靈有甚麼交通」，就是指腓立比的信徒和聖靈有團契。

從以上三個句子的含義來看，最接近這一節的平行經文就是

林後十三14 主耶穌的恩惠、神的慈愛和聖靈的感動。

和合本把它翻成「感動 原文是團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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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把它翻成「感動」，原文是團契的意思，

而這樣的經文就是要表示三位一體的神在信徒身上所作的工作。



最後一個句子是「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

這一句話的原文沒有「心中」這個詞，它是和合本所加上去的。這 句話的原文沒有 心中」這個詞，它是和合本所加上去的。

這裡的「慈悲」跟一8的「心腸」，是同一個字，所指的就是愛心。

「憐憫」有同情或者是憐恤的意思，但是比較不容易瞭解的就是「慈悲憐憫」

到底是誰的慈悲憐憫呢？是人的慈悲憐憫？還是神的慈悲憐憫呢？

由於如果我們往下看，就是第2節出現要求信徒順服的命令的情形來看的話，

那麼「有甚麼慈悲憐憫 ，就是指人的慈悲憐憫那麼「有甚麼慈悲憐憫」，就是指人的慈悲憐憫。

這一句話是表示基督徒在經驗三位一體真神的勸勉、安慰還有團契之後，

他們就可以彼此以慈悲、憐憫來對待。

保羅在第1節提出腓立比信徒的四個屬靈的實際經歷，這實際的經歷就是

第一個「在基督裡若有甚麼勸勉」，就是信徒藉著信心與基督聯合、

與祂相交時所得到的鼓勵。

第二個「愛心有甚麼安慰」，意思就是從神的愛所賜下的安慰。

第三個「聖靈有甚麼交通」，意思就是和聖靈有團契。

5

第三個 聖靈有甚麼交通」，意思就是和聖靈有團契。

第四個「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意思就是彼此以慈悲憐憫對待。

二2就是合一的命令或者說是合一的目標。原文首先出現是「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和合本卻是把這一句放在最後面。喜樂滿足的滿足有完全的意思，因此喜樂滿足和合本卻是把這 句放在最後面。喜樂滿足的滿足有完全的意思，因此喜樂滿足

就是指一個人的內心的喜樂，裡面有一個喜樂的杯子，可以承載最大的限度。

從一4保羅已經從腓立比教會信徒得到許多的喜樂，一4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

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但是他的喜樂還沒有完全，可能跟教會在合一的事情上

尚待努力有關係。比如說在四2在教會當中有兩位婦女彼此不合，

就在「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後面加上勸勉信徒如何來合 。就在「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後面加上勸勉信徒如何來合一。

在合一的目標上，和合本列出四個句子，就是「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

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但是就文法上來看後面兩句有 樣的心思 有 樣的意念」 但是就文法上來看後面兩句

應該是合在一起的；於是就成為齊心的思想那同一件事。

如此一來，第2節在「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之後，

應該是只有三個句子而不是四個，這三個句子就是：

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齊心的思想那同一件事。

這時的愛心相同、齊心的思想那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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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的愛心相同、齊心的思想那同一件事，

就是表示如何達到「你們就要意念相同」的方法。

「意念相同」希臘文直譯是你們「當想同樣的事」，並不是指基督徒

在每一件的事情上都應該有相同的意見或者是看法。在每一件的事情上都應該有相同的意見或者是看法。

「想」這個字，不只是表示理性上的活動，也說明意志的傾向和內在的態度，

這時候「意念相同」就是要表示朝向一個目標去努力，

因此就強調信徒之間合一的精神，而信徒所努力的目標就是福音，

如此一來，意念相同可以理解為同心合意。

這種同心合意的狀態會在兩方面表現出來這種同心合意的狀態會在兩方面表現出來，

第一方面就是「愛心相同」，希臘文直譯是「有相同的愛心」，

這個愛就是指信徒之間的愛，因此就可以了解成彼此相愛。這個愛就是指信徒之間的愛 因此就可以了解成彼此相愛

保羅剛剛提到他們經驗到神的愛，就是在二1提到「愛心有甚麼安慰」，

 並且在一9保羅為信徒的禱告的事情，

就是希望他們的愛心在各樣知識和見識上多而又多。

因此，腓立比教會的信徒他們並不缺乏愛，

他們所要做的就是透過從神所賜下的愛來彼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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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所要做的就是透過從神所賜下的愛來彼此相愛，

如此才能夠使保羅的喜樂可以滿足，這也是他們達到合一的途徑之一。

「意念相同」的第二方面的表現就是「齊心的思想那同一件事」，

就是二2所說的「有 樣的心思，有 樣的意念 。就是二2所說的「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

這一句是強調全心全意的朝向一個共同的目標，

這個目標就是福音。

不管是在一起興旺福音的事工上面

或者是在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的見證上面，

都要朝向同 個目標來努力都要朝向同一個目標來努力。

保羅雖然曾經提到在羅馬這個教會當中，

有人傳福音的動機是不純正的有人傳福音的動機是不純正的，

但是腓立比教會的信徒卻沒有這樣的問題，

相反的，他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相反的 他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

這一點就帶給保羅極大的喜樂。

不過保羅仍然勸勉他們在福音上繼續地齊心的思想那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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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得教會能夠達到合一的理想目標。



這一段經文的第二、第三個部分就是 3‐4節，

所講的內容是合一的實際應用。所講的內容是合一的實際應用。

在實際的做法上面，保羅提出兩個負面的「不可」

以及針對這兩個不可背後的問題，所提出來的解決之道。

第一個不可就是「凡事不可結黨」這是在第 3節，

原文應該是作「不要自私」。

意這個字已經在一17出現過並且我們也說出它的意思，

「結黨」的意思就是「自私」。

第二個不可是「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 ，第二個不可是「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

希臘文直譯應該是「不按著虛榮」。

在當時的羅馬世界當中，虛榮是用來形容那些自吹自擂的人，

他們得到的榮耀完全是不憑著實力的。

於是保羅在這個地方所提到的不按著虛榮，

或者說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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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說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

就跟本書當中所出現的「將榮耀歸與神」形成強烈的對比。

在兩個不可之後，接下來就是用正面的角度來勸勉信徒應當做到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第 個就是 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在新約，「謙卑」是指以低微的方式來服事神，或用謙卑的態度來對待他人。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的「強」，不是指優秀、超越或者是超過的意思，

但是在這個地方卻是指重要。在這個含義底下，「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是指把別人的需要看得是比自己重要，比自己配受照顧跟服事；

換句話說當別人有需要的時候，他們的需要就超過自己的需要。換句話說當別人有需要的時候，他們的需要就超過自己的需要。

因此並不是要求信徒不管事實如何就把自己壓低，並且把別人看得是比自己優秀，

不管是在任何一方面。如果是這樣子，這個反而是一種假謙卑。

另外一方面，如果對這一句話有正確的瞭解跟掌握的時候，

就不會使我們盪到另外一個極端，忽略自己以及自己家人的需要。

因為愛神、愛人還有愛自己，同樣都是屬於神所看重的事。

耶穌在太廿二37‐40指出我們要全心地愛神，其次就是要愛人如己。

「愛人如己」，就是把別人跟自己一起放在愛的對象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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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人如己」，就是把別人跟自己一起放在愛的對象當中，

不過在那個地方的愛自己，並不等於是自私或者是自我放縱。

信徒的第二個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原文並沒有「單」這個字，而「事」的意思就是指利益、好處或者是需要，原文並沒有 單」這個字，而 事」的意思就是指利益、好處或者是需要，

不要單顧自己的事的「顧」，意思就是指留意、專注於某一種高度興趣的事，

因此在這一節所顯示的含義就不是一種被動的關心。比如說

因為別人的需要而引起我們的關心，乃是表示要仔細的注意

弟兄姊妹們的需要，並且在有必要的時候採取行動來幫助他們。

我們特別注意 保羅在 總 使用 兩次的「各人我們特別注意，保羅在第 4節總共使用了兩次的「各人」，

目的是要強調每一個信徒都應該不只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也有類似的勸勉：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也有類似的勸勉：

林前十24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

林前十三5不求自己的益處。

因此關心別人、留意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的工作，

就不是指那一些活躍的、熱心的基督徒或是教會的傳道人的事而已，

而是每一個信徒應該有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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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每一個信徒應該有的責任；

而這樣的表現，既是出於對神的愛的反應，也是達成合一的目標之重要門路。

接下來我們要對這段經文作一個總結…
保羅在這一段經文當中勸勉信徒合一，他分別提出了保羅在這 段經文當中勸勉信徒合一，他分別提出了

合一的基礎，二1；合一的目標，二2；合一實際的應用，二3‐4。
從這幾方面的描述裡面，我們大體可以整理出

妨礙合一的兩大問題，就是自私、還有驕傲。

自私就表現在「凡事不可結黨」、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也要顧別人的事「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以及「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驕傲的部分就反映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上面，驕傲的部分就反映在 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上面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避免的。

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合一的表現就是心存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還有第 4節的「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謙卑就是驕傲的解藥，而顧別人的事又是解決自私的良方，

由此可知 教會的合 就可以在謙卑以及照顧別人的需要當中得以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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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教會的合一就可以在謙卑以及照顧別人的需要當中得以展現。



最後，我們要來看的是這一段經文當中我們可以學習到的功課…
保羅在這一個段落當中，他的主要的訴求點是教會的合一。保羅在這 個段落當中，他的主要的訴求點是教會的合一。

按照保羅的觀點，教會的合一不是指組織上的統一，也不是指教會合併，

而是信徒的生命在經驗三位一體的神的工作之後，就以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彼此相愛、謙卑等等，所呈現的和諧狀態。

耶穌也看重信徒的合一，當耶穌跟門徒同在的時候，曾經為門徒的合一來禱告，

因為合一在傳福音跟見證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因為合一在傳福音跟見證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

耶穌今天也照樣的為基督的教會的合一來禱告，就如同祂為門徒的禱告一樣。

保羅在這段經文當中指出來，妨礙教會合一的罪就是自私跟驕傲，保羅在這段經文當中指出來 妨礙教會合 的罪就是自私跟驕傲

如果一個人不能夠在自己的生命當中對付這兩樣的罪，那麼合一就不可能。

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形成合一的幾個關鍵的因素：首先，就是愛心的存在。

保羅在二2把彼此相愛跟合一關聯在一起是極具意義的，

因為愛是聯繫的力量，把基督的肢體連結在一起，

信徒之間如果沒有愛 就不可能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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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之間如果沒有愛心就不可能合一；

就如同沒有水泥，砂石是不可能結合在一起的。

愛心可以化解埋怨、嫌隙跟差異，愛心就帶來接納、包容還有饒恕。

這種愛常常是一般人所缺乏的；這種愛常常是 般人所缺乏的；

但是上帝賜下祂的獨生子，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也賜下聖靈，

把祂的愛澆灌在我們的心中，我們就可以在體會上帝的愛之後，

用愛心互相對待，而這個正是教會合一的接合劑。

其次在合一的努力當中，保羅也提醒信徒要存心謙卑。

謙卑跟自卑是不 樣的 自卑是 健康謙卑跟自卑是不一樣的：自卑是心理上的不健康，

謙卑不是貶低自己假裝稱自己一無是處，其實是假謙卑。

謙卑是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並且是完全的誠實，謙卑是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並且是完全的誠實

一方面知道自己的本相，認識自己原是塵土，是汙穢的、

是不可靠的，以致於能夠全心的信靠神。

另一方面，謙卑也是清楚地認識一切美好的恩賜是來自於神，

以致於能夠在得著恩典之後不自誇，並且把榮耀歸給神。

因此謙卑是從對自己跟對神，都有正確的認識當中產生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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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謙卑是從對自己跟對神，都有正確的認識當中產生出來的；

而這樣的認識，完全是靠聖靈的開啟才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