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一的劝勉与表现

腓立比书 第八课…

二1‐4
1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甚么劝勉，爱心有甚么安慰，
圣灵有甚么交通，心中有甚么慈悲怜悯，
2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3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4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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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句子是「爱心有甚么安慰」，这个片语可以作「由爱心产生的安慰」。
但是问题是这个爱心是谁的爱心呢？
是保罗的？是其他信徒的？是基督的？还是神的呢？
如果这一节是牵涉到三位一体神的工作，那么这个爱心就是神的爱心。
所以，前三句就是基督的劝勉、神的安慰、圣灵的交通。
如果是如此的话，这一句话「爱心有甚么安慰」，
就可以作从神的爱所赐下的安慰。
就可以作从神的爱所赐下的安慰

二1 一开始出现四个「若」，和合本只有翻出一个「若」。

它并不是表示 种假设的情况，也不是表示怀疑，
它并不是表示一种假设的情况
也不是表示怀疑
而是要表达一个肯定的叙述，因此「若」这个字可以了解成既然。
如此一来，二1 就可以作：既然在基督里有甚么劝勉，既然爱心有甚么安慰，
既然圣灵有甚么交通，既然有甚么慈悲怜悯。
在这四个句子当中，第一个是「在基督里有甚么劝勉」，这里「劝勉」这个字，
跟下 句的「爱心有甚么安慰」的「安慰」 两者的意思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跟下一句的「爱心有甚么安慰」的「安慰」，两者的意思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因为两者的用字都有劝勉安慰的意思，两者的意思可以用鼓励这个字所涵盖。
要了解「在基督里有甚么劝勉」这 句话的关键
要了解「在基督里有甚么劝勉」这一句话的关键
是在这个片语当中的「在基督里」，就是指信徒是基督的身体，
他们的生命是跟基督连结并且相交。
因此「在基督里若有甚么劝勉」，
就是要表示信徒是借着信心与基督连结，
与祂相交的时候所得到的鼓励跟安慰
与祂相交的时候所得到的鼓励跟安慰，
这时候的信徒所得到的鼓励跟安慰，就有力量使他们能够坚强起来。

这个段落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这个段落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合一的基础，是在 二1，最前面有一个连接词「所以」。
「所以」是要表示 二1‐4 跟上个段落的关系，上个段落所指的就是 一27‐30。
因此如果我们把这两处的经文合起来，它的意思大概是可以这么说的：
既然你们应当过一个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生活，
所以你们必须做到意念相同等等
所以你们必须做到意念相同等等…，
也要顾别人的事，结果就是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第三个句子是「圣灵有甚么交通」，
这句话的原文直译是「若有甚么灵的团契」。
这里的「灵」当然是指圣灵，而「交通」就是团契相交的意思，
整句话来看「圣灵有甚么交通」，就是指腓立比的信徒和圣灵有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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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三个句子的含义来看，最接近这一节的平行经文就是
林后十三14 主耶稣的恩惠、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
和合本把它翻成「感动」 原文是团契的意思
和合本把它翻成「感动」，原文是团契的意思，
而这样的经文就是要表示三位一体的神在信徒身上所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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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 就是合一的命令或者说是合一的目标。原文首先出现是「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最后一个句子是「心中有甚么慈悲怜悯」，
这一句话的原文没有「心中」这个词
这
句话的原文没有「心中」这个词，它是和合本所加上去的。
它是和合本所加上去的
这里的「慈悲」跟一8 的「心肠」，是同一个字，所指的就是爱心。
「怜悯」有同情或者是怜恤的意思，但是比较不容易了解的就是「慈悲怜悯」
到底是谁的慈悲怜悯呢？是人的慈悲怜悯？还是神的慈悲怜悯呢？
由于如果我们往下看，就是第2节 出现要求信徒顺服的命令的情形来看的话，
那么「有甚么慈悲怜悯」 就是指人的慈悲怜悯
那么「有甚么慈悲怜悯」，就是指人的慈悲怜悯。
这一句话是表示基督徒在经验三位一体真神的劝勉、安慰还有团契之后，
他们就可以彼此以慈悲、怜悯来对待。
保罗在第1节提出腓立比信徒的四个属灵的实际经历，这实际的经历就是
 第一个「在基督里若有甚么劝勉」，就是信徒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
与祂相交时所得到的鼓励。
 第二个「爱心有甚么安慰」，意思就是从神的爱所赐下的安慰。
 第三个「圣灵有甚么交通」，意思就是和圣灵有团契。
第三个「圣灵有甚么交通」 意思就是和圣灵有团契
 第四个「心中有甚么慈悲怜悯」，意思就是彼此以慈悲怜悯对待。

和合本却是把这 句放在最后面。喜乐满足的满足有完全的意思，因此喜乐满足
和合本却是把这一句放在最后面
喜乐满足的满足有完全的意思 因此喜乐满足
就是指一个人的内心的喜乐，里面有一个喜乐的杯子，可以承载最大的限度。
从一4 保罗已经从腓立比教会信徒得到许多的喜乐，一4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
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但是他的喜乐还没有完全，可能跟教会在合一的事情上
尚待努力有关系。比如说在 四2 在教会当中有两位妇女彼此不合，
就在「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后面加上劝勉信徒如何来合一。
就在「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后面加上劝勉信徒如何来合一
在合一的目标上，和合本列出四个句子，就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
有 样的心思，有 样的意念」，但是就文法上来看后面两句
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但是就文法上来看后面两句
应该是合在一起的；于是就成为齐心的思想那同一件事。
如此一来，第2节在「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之后，
应该是只有三个句子而不是四个，这三个句子就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齐心的思想那同一件事。
这时的爱心相同 齐心的思想那同一件事
这时的爱心相同、齐心的思想那同
件事，
就是表示如何达到「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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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念相同」希腊文直译是你们「当想同样的事」，并不是指基督徒
在每 件的事情上都应该有相同的意见或者是看法。
在每一件的事情上都应该有相同的意见或者是看法
「想」这个字，不只是表示理性上的活动，也说明意志的倾向和内在的态度，
这时候「意念相同」就是要表示朝向一个目标去努力，
因此就强调信徒之间合一的精神，而信徒所努力的目标就是福音，
如此一来，意念相同可以理解为同心合意。
这种同心合意的状态会在两方面表现出来，
这种同心合意的状态会在两方面表现出来
第一方面就是「爱心相同」，希腊文直译是「有相同的爱心」 ，
这个爱就是指信徒之间的爱，因此就可以了解成彼此相爱。
 保罗刚刚提到他们经验到神的爱，就是在 二1 提到「爱心有甚么安慰」，
 并且在 一9 保罗为信徒的祷告的事情，
就是希望他们的爱心在各样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
因此，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并不缺乏爱，
他们所要做的就是透过从神所赐下的爱来彼此相爱
他们所要做的就是透过从神所赐下的爱来彼此相爱，
如此才能够使保罗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也是他们达到合一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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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念相同」的第二方面的表现就是「齐心的思想那同一件事」 ，
就是二2 所说的「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
所说的「有 样的心思 有 样的意念」
这一句是强调全心全意的朝向一个共同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福音。
不管是在一起兴旺福音的事工上面
或者是在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见证上面，
都要朝向同 个目标来努力
都要朝向同一个目标来努力。
保罗虽然曾经提到在罗马这个教会当中，
有人传福音的动机是不纯正的，
有人传福音的动机是不纯正的
但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却没有这样的问题，
相反的，他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这一点就带给保罗极大的喜乐。
不过保罗仍然劝勉他们在福音上继续地齐心的思想那同一件事，
以使得教会能够达到合一的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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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不可之后，接下来就是用正面的角度来劝勉信徒应当做到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只要存心谦卑
第
个就是「只要存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
 在新约，「谦卑」是指以低微的方式来服事神，或用谦卑的态度来对待他人。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强」，不是指优秀、超越或者是超过的意思，
但是在这个地方却是指重要。在这个含义底下，「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是指把别人的需要看得是比自己重要，比自己配受照顾跟服事；
换句话说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的需要就超过自己的需要
换句话说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们的需要就超过自己的需要。
因此并不是要求信徒不管事实如何就把自己压低，并且把别人看得是比自己优秀，
不管是在任何一方面。如果是这样子，这个反而是一种假谦卑。

这一段经文的第二、第三个部分就是3‐4 节，
所讲的内容是合一的实际应用。
所讲的内容是合一的实际应用
在实际的做法上面，保罗提出两个负面的「不可」
以及针对这两个不可背后的问题，所提出来的解决之道。
第一个不可就是「凡事不可结党」这是在第3 节，
原文应该是作「不要自私」。
这个字 经在 一17 出现过并且我们也说出它的意思，
这个字已经在
出 过并 我们也说出它的意思
「结党」的意思就是「自私」。
第二个不可是「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第二个不可是「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希腊文直译应该是「不按着虚荣」 。
 在当时的罗马世界当中，虚荣是用来形容那些自吹自擂的人，
他们得到的荣耀完全是不凭着实力的。
 于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所提到的不按着虚荣，
或者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或者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就跟本书当中所出现的「将荣耀归与神」形成强烈的对比。

另外一方面，如果对这一句话有正确的了解跟掌握的时候，
就不会使我们荡到另外一个极端，忽略自己以及自己家人的需要。
因为爱神 、爱人还有爱自己，同样都是属于神所看重的事。
耶稣在 太廿二37‐40 指出我们要全心地爱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 就是把别人跟自己一起放在爱的对象当中
「爱人如己」，就是把别人跟自己
起放在爱的对象当中，
不过在那个地方的爱自己，并不等于是自私或者是自我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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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要对这段经文作一个总结…
保罗在这 段经文当中劝勉信徒合一，他分别提出了
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劝勉信徒合一
他分别提出了
合一的基础，二1；合一的目标，二2；合一实际的应用，二3‐4。
从这几方面的描述里面，我们大体可以整理出
妨碍合一的两大问题，就是自私、还有骄傲。
 自私就表现在「凡事不可结党」、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以及「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信徒的第二个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原文并没有「单」这个字，而「事」的意思就是指利益、好处或者是需要，
原文并没有「单」这个字 而「事」的意思就是指利益 好处或者是需要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的「顾」，意思就是指留意、专注于某一种高度兴趣的事，
因此在这一节所显示的含义就不是一种被动的关心。比如说
因为别人的需要而引起我们的关心，乃是表示要仔细的注意
弟兄姊妹们的需要，并且在有必要的时候采取行动来帮助他们。
我们特别注意，保罗在
我们特别注意
保罗在第4 节总共使用了两次的「各人」，
总共使用了两次的「各人」
目的是要强调每一个信徒都应该不只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有类似的劝勉：
林前十24 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林前十三5 不求自己的益处。
因此关心别人、留意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的工作，
就不是指那一些活跃的、热心的基督徒或是教会的传道人的事而已，
而是每一个信徒应该有的责任；
而这样的表现，既是出于对神的爱的反应，也是达成合一的目标之重要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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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骄傲的部分就反映在「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上面，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
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合一的表现就是心存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还有第4 节的「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谦卑就是骄傲的解药，而顾别人的事又是解决自私的良方，
由此可知 教会的合 就可以在谦卑以及照顾别人的需要当中得以展现
由此可知，教会的合一就可以在谦卑以及照顾别人的需要当中得以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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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可以化解埋怨、嫌隙跟差异，爱心就带来接纳、包容还有饶恕。
这种爱常常是 般人所缺乏的；
这种爱常常是一般人所缺乏的；
但是上帝赐下祂的独生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赐下圣灵，
把祂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可以在体会上帝的爱之后，
用爱心互相对待，而这个正是教会合一的接合剂。

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功课…
保罗在这 个段落当中，他的主要的诉求点是教会的合一。
保罗在这一个段落当中
他的主要的诉求点是教会的合一
按照保罗的观点，教会的合一不是指组织上的统一，也不是指教会合并，
而是信徒的生命在经验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之后，就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彼此相爱、谦卑等等，所呈现的和谐状态。
耶稣也看重信徒的合一，当耶稣跟门徒同在的时候，曾经为门徒的合一来祷告，
因为合一在传福音跟见证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因为合一在传福音跟见证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
耶稣今天也照样的为基督的教会的合一来祷告，就如同祂为门徒的祷告一样。
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指出来，妨碍教会合一的罪就是自私跟骄傲，
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指出来，妨碍教会合
的罪就是自私跟骄傲，
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对付这两样的罪，那么合一就不可能。
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形成合一的几个关键的因素：首先，就是爱心的存在。
保罗在二2 把彼此相爱跟合一关联在一起是极具意义的，
 因为爱是联系的力量，把基督的肢体连结在一起，
信徒之间如果没有爱心就不可能合
信徒之间如果没有爱心就不可能合一；
 就如同没有水泥，砂石是不可能结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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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合一的努力当中，保罗也提醒信徒要存心谦卑。
谦卑跟自卑是不 样的 自卑是 理上的 健康
谦卑跟自卑是不一样的：自卑是心理上的不健康，
谦卑不是贬低自己假装称自己一无是处，其实是假谦卑。
谦卑是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并且是完全的诚实，
 一方面知道自己的本相，认识自己原是尘土，是污秽的、
是不可靠的，以致于能够全心的信靠神。
 另一方面，谦卑也是清楚地认识一切美好的恩赐是来自于神，
以致于能够在得着恩典之后不自夸，并且把荣耀归给神。
因此谦卑是从对自己跟对神 都有正确的认识当中产生出来的；
因此谦卑是从对自己跟对神，都有正确的认识当中产生出来的；
而这样的认识，完全是靠圣灵的开启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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