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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pians 腓立比書

3:7-16

(p. 1790)

v. 12 “. . .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
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



7 只是我先前以為於我有益的，我現在因
基督都當做有損的。 8 不但如此，我也
將萬事當做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
督耶穌為至寶。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
看做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9 並且得以
在他裡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
，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神而來
的義；10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他復活的
大能，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
的死， 11 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裡復活。



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
耶穌所以得著我的。13 弟兄們，我不是
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14 向著標
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
我來得的獎賞。

15 所以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 總要存這樣
的心; 若在什麼事上存別樣的心，神也必
以此指示你們。 16 然而我們到了什麼地
步，就當照著什麼地步行。





會員大會, 1:30pm



SERMON

信息

9/29/13



“使徒的见证: 當跑的路”

(腓立比書 3:1-14)

邓牧師



人生的階梯: 標竿之牆



標竿之牆??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 . . 人一切的劳碌，就是
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



標竿之牆??

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 . . 

我也將萬事當做有損的，我為他已經
丟棄萬事，看做糞土



人生的標竿???

使徒的見證 (腓立比書 3:1-14)

糞
土
之
牆

基
督
之
牆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
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7 只是我先前以為於我有益的, 我現在因
基督都當做有損的.



我們人生的標竿???

使徒的見證 (腓立比書 3:1-14)

糞
土
之
牆

基
督
之
牆

過去 (vv. 7-8):
萬事有損!

現在 (vv. 9-11):
認識基督!

未來 (vv. 12-14):
得著基督!



使徒的見證: 未來 (腓立比書 3:12-14)

“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 已經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 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
所以得著我的. 13 弟兄們, 我不是以為自己
已經得著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 14 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
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 基督徒的人生: 賽跑

• “當跑的路” (提后 4)



使徒的見證: 未來 (腓立比書 3:12-14)

• 基督徒的人生: 賽跑/ “當跑的路” (提后 4)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
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
奖赏。 25 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
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
得不能坏的冠冕。 26 所以，我奔跑不像无
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27 我是攻
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被弃绝了.”



使徒的見證: 未來 (腓立比書 3:12-14)

“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 已經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 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
所以得著我的.

13 弟兄們,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我
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 
14 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
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 基督徒的人生: 賽跑/ “當跑的路” (提后 4)

• 追求: 標竿 (終點線, 目標); 獎賞?

• 態度: 如何跑?



基督徒的人生: 賽跑/ “當跑的路” (提后 4)

• 追求: 標竿 (終點線, 目標); 獎賞?

• v. 8 “不但如此, 我也將萬事當做有損的, 因
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我為他已
經丟棄萬事, 看做糞土, 為要得著基督.”

• 認識基督: 至寶 (My Precious)

• 得著基督

• 1:21-23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
益处 (gain 得著). . . 23 我正在两难之间, 情
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 与基督同在



基督徒的人生: 賽跑/ “當跑的路” (提后 4)

• 追求: 標竿 (終點線, 目標); 獎賞? -- 基督

• 人的追求 (v. 8)

• 神的旨意 (vv. 12, 14): 

• “12 我乃是竭力追求 , 或者可以得著: 基
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

• 基督的拯救 (大馬色路途的翻轉)

• “14 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 -- 神在基督耶
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 上帝的恩召 (大馬色路途的翻轉)



基督徒的人生: 賽跑/ “當跑的路” (提后 4)

• 追求: 標竿 (終點線, 目標); 獎賞? -- 基督
• 人的追求 (v. 8)

• 神的旨意/拯救 /恩召 (vv. 12, 14): 鉴察人
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
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28 我们晓得万事都
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
旨意被召的人。 29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
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
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30 预先所定
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
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基督徒的人生: 賽跑/ “當跑的路” (提后 4)

• 追求: 標竿 (終點線, 目標); 獎賞? -- 基督

• 人的追求 (v. 8)

• 神的旨意/拯救 /恩召 (vv. 12, 14):
• 罪得赦免, 平安喜樂, 逃避忿怒, 因信稱義

• 起點

• 認識基督, 得著基督, 像基督

• 終點

• “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
督长成的身量.”



認識基督, 得著基督, 与基督同在, 像基督

我們的追求 ? 標竿? 獎賞?

• 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
的心切慕你。2 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
，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3 因你的
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

•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
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



認識基督, 得著基督, 与基督同在, 像基督

我們的追求 ? 標竿? 獎賞?

• 24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
女儿之子。 25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
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 26 他看
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27 他因着信，
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
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認識基督, 得著基督, 与基督同在, 像基督

我們的追求 ? 標竿? 獎賞?
• Augustine’s Confession:

“How lovely I suddenly found it to be free 
from the loveliness of those vanities, so 
that now it was a joy to renounce what I 
had been so afraid to lose. For You cast 
them out of me, O true and supreme 
Loveliness, You cast them out of me and 
took their place in me, You who are 
sweeter than all pleasure.”



認識基督, 得著基督, 与基督同在, 像基督

我們的追求 ? 標竿? 獎賞?
• John Owen on beholding the glory of Christ:

“Herein would I live;— herein would I 
die;— hereon would I dwell in my thoughts 
and affections, to the withering and 
consumption of all the painted beauties of 
this world, unto the crucifying all things 
here below, until they become unto me a 
dead and deformed thing, no way meet for 
affectionate embraces.”



認識基督, 得著基督, 与基督同在, 像基督

我們的追求 ? 標竿? 獎賞?

• Charles Spurgeon:

“I thank Thee that this, which is a necessity 
of my new life, is also its greatest delight. 
So, I do at this hour feed on Thee.”

• John Piper:

“God is most glorified in us when we are 
most satisfied in him.”



認識基督, 得著基督, 与基督同在, 像基督

我們的追求 ? 標竿? 獎賞?

• John Piper:

“The greatest enemy of hunger for God is 
not poison but apple pie. It is not the 
banquet of the wicked that dulls our 
appetite for heaven, but endless nibbling 
at the table of the world. It is not the X-
rated video, but the prime-time dribble of 
triviality we drink in every night. 



認識基督, 得著基督, 与基督同在, 像基督

我們的追求 ? 標竿? 獎賞?

• John Piper:

“For all the ill that Satan can do, when God 
describes what keeps us from the banquet 
table of his love, it is a piece of land, a yoke 
of oxen, and a wife (Luke 14:18–20). The 
greatest adversary of love to God is not his 
enemies but his gifts. And the most deadly 
appetites are not for the poison of evil, but 
for the simple pleasures of earth. 



認識基督, 得著基督, 与基督同在, 像基督

我們的追求 ? 標竿? 獎賞?
• John Piper:

“For when these replace an appetite for 
God himself, the idolatry is scarcely 
recognizable, and almost incurable.

“The pleasures of life” and “the desires for 
other things”—these are not evil in 
themselves. These are not vices. These are 
gifts of God. 



認識基督, 得著基督, 与基督同在, 像基督

我們的追求 ? 標竿? 獎賞?

• John Piper:

“They are your basic meat and potatoes 
and coffee and gardening and reading and 
decorating and traveling and investing and 
TV-watching and Internet-surfing and 
shopping and exercising and collecting and 
talking. And all of them can become deadly 
substitutes for God.”



• 基督徒的人生: 賽跑/ “當跑的路” (提后 4)

• 追求: 標竿 (終點線, 目標); 獎賞?

認識基督, 得著基督, 与基督同在, 像基督

• 態度: 如何跑?

• 恩典 (vv. 12, 14)

• 谦卑 (vv. 12-13)

• 專心 (v. 13)

• 堅忍 (vv. 12, 14)



• 態度: 如何跑?

• 恩典 (vv. 12, 14)

• “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

• “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
獎賞”

• 被基督得著

• 被神恩召

• 谦卑 (vv. 12-13)

• 專心 (v. 13)

• 堅忍 (vv. 12, 14)



• 態度: 如何跑?

• 恩典 (vv. 12, 14)

• 谦卑 (vv. 12-13)

•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 已經完全了”

• “弟兄們,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 老底嘉教会: 你说, “我是富足, 已经发
了财, 一样都不缺”

• 專心 (v. 13)

• 堅忍 (vv. 12, 14)



• 態度: 如何跑?

• 恩典 (vv. 12, 14)

• 谦卑 (vv. 12-13)

• 專心 (v. 13)

•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 努力面
前的, 向著標竿直跑.”

• 短宣經歷

• 堅忍 (vv. 12, 14)

• “我乃是竭力追求 I press on”

• “向著標竿直跑 I press on”



• 態度: 如何跑?

• 恩典 (vv. 12, 14)

• 谦卑 (vv. 12-13)

• 專心 (v. 13)

• 堅忍 (vv. 12, 14)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
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8 从此
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
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
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 態度: 如何跑?

• 恩典, 谦卑 , 專心 , 堅忍

“. . .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 . . 有公义的
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
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
慕他显现的人.”

追求: 標竿 (終點線, 目標); 獎賞 ---

認識基督, 得著基督, 与基督同在, 像基督

• 当跑的路: 灰心喪志?

• Rose Bowl (1930)



• 態度: 如何跑?

• 恩典, 谦卑 , 專心 , 堅忍

当跑的路: 灰心喪志?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
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
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
头的路程， 2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
耶稣. . . .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
来， 13 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
瘸子不致歪脚, 反得痊愈.”





RESPONSE  HYMN

回應詩



#337

“Deeper, Deeper”

“助我進深”



進深! 進深! 入主仁愛深淵, 每日更進深;
登高! 登高! 效主智慧完全, 更知主恩深. 

求主助我進深！我願登峰造極！
賜我悟性更新，領我進入真理。



進深! 進深! 直趨保惠恩師, 時刻受啟示; 
必要, 生命, 與主合而為一, 實行祂旨意. 

求主助我進深！我願登峰造極！
賜我悟性更新，領我進入真理。



進深! 進深! 雖經艱難試煉, 還向標竿行; 
根深, 蒂固, 在主聖潔愛中, 結果好收成.

求主助我進深！我願登峰造極！
賜我悟性更新，領我進入真理。



進深! 登高! 每日跟主腳步, 行走得勝路;
全身, 滿有, 耶穌榮耀形狀, 真為基督徒.

求主助我進深！我願登峰造極！
賜我悟性更新，領我進入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