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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弟兄(三) 

 

3/3/12: 

雖然弟兄姊妹們身體疲倦，但願我們在靈裏享受到主的滋潤和供應。 

腓立比书 3:1-12 

 

今天早晨我們交通到基督的意念，每一個愛慕主，要活出基督的人我們所要的裝

備，就是讓基督的意念成為我們的意念。什麼是基督的意念呢？簡單的講就是十

字架的意念，簡單的講就是肯降卑自己的意念，這跟神的對頭魔鬼是何等的不一

樣，魔鬼就是要高舉自己，要貫策自己的意思。但是當神的兒子降卑來到地上做人

的時候，當他長大成人他裡面有了人的心思和意念的時候，他外面的行事為人都受

這個意念支配，當時代的人只看見他外面的行為，有的人羨慕主所行的神蹟，有的

人為著主的神蹟，天天跟隨主，我不曉得有的基督徒也是這樣，有的人得到一些好

處一些經歷，他們為了享受這些經歷來跟隨主，但那還不是真真的活出基督。唯有

我們裡面接受基督耶穌的意念，就是他那肯上十字架意念，肯走十字架窄路的意

念，就是他肯降卑自己倒空自己的意念。我們來跟隨主，弟兄姊妹，我們就有了基

本的裝備，我們可以這樣講，如果我們真有這樣的心願，常常有這樣的愛慕，來到

主面前我們把這個愛慕告訴主，主必成全，因為主何等的愛我們，這是他的喜樂，

這是他的美意，他要每一個蒙拯救的兒女向他的兒子基督耶穌一樣。他希望何等的

蒙他的兒子救贖的教會與他愛子匹配。所以保罗鼓勵我們說，我們立志我們行事都

神在我們裡面運行，弟兄姊妹，神天天在幫助我們，他在等候我們這樣的禱告。當

我們唱詩歌，這是做詩人的，如果它也成為我們的心願，神聽見，神知道，神就開

始在我們身上做工，好叫他的美意成全在我們身上。就是我們在地上真成為一個器

皿，成為一個發光的器皿，能夠把他生命的話語，就是他愛子基督耶穌表現出來，

成為教會的見證，這也成為世界上的祝福和光。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當我們有了這個裝備以後，我們看見在我們面前有一個標

竿，在我們前面有一條道路。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裡面，他告訴我們說，

他是已經上路的人，他說我現在講這些話，對我一點都不為難，對你們來說，如

果你們已經上路，我們在生活事奉就比較安全。我們知道，今天在地上，任何一個

國家的安全都是最首要的事情。每一個國家都有國防部，不僅國防部，每一個國家

還有安全局，現在我們坐飛機那樣麻煩，Homeland Security，他們要安全。今天神

的教會在地上就好像神的國度在仇敵的範圍裡面，充滿了仇敵的詭計，充滿了仇

敵的攻擊，充滿了仇敵的蒙蔽和陷害，所以神的兒女們需要有裝備，並且需要走

那條屬天的道路，這樣才是安全的，這是使徒保罗在第三章一開始告訴我們的。

從第三章，我們看見，使徒保罗不僅是一個上路的人，並且他是一個竭力追求基

督的人，他是一個竭力奔跑為要得著基督，他為著認識基督，得著基督來做為這

個標竿，他在地上成為一個跑路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們有沒有聽說過一些基

督徒講，我們是在地上跑主的道路。我從小到大，到讀大學，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名

詞，後來我遇到一些基督徒，我認識一個從新加坡來的一個年長的基督徒，當我見

到他，他問我是不是一個跑路的人，我說跑什麼路阿，弟兄姊妹，盼望我們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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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都向保罗一樣， 是一個奔跑的人，那公義的冠冕是為著那些跑完這條道路

的人，保罗他自己就作見證，昨天我們稍微的講到，那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他

是一個很會跑步的人。弟兄姊妹們，保罗在第三章告訴我們，我們有了這個裝備，

我們就要來運用，這個運用就是我們跑路。 

 

我們知道，人在場上賽跑，要得那個獎賞，這一章也講到，這個標竿前面有一個

獎賞，人要得這個獎賞，至少要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運動員他上場比賽

時，他必須要有旺盛的企圖心，這不是雄心，而是企圖心，也可以說是 Self-

motivation。他有一個意願，我去跑時，我不需要別人怎麼, 如果有一個人，他是隨

隨便便的。我有一次講到跑路，對一些講英文的弟兄姊妹交通，聚會完了以後，一

個中年跟我差不多年齡，他也是華大畢業的，他跟我說，在學校時，我是華大田徑

隊的，我們去加州 Berkerly比賽，教練對我們說，我們住在這個旅館，生活起居要

有節制，結果他的隊友那天晚上出去做什麼娛樂的，回到家，第二天早晨比賽時間

到了前十分鐘前他們才起床，匆匆忙忙的跑去，裁判判他們沒有資格參賽。弟兄姊

妹們，你看跑路的人不能這樣，他要有旺盛的企圖心，他就必須在他日常生活有

一些學習，他必須在他肉體上有一些約束，好叫他能上場跑 步。還有，他還沒有

跑，他就覺得他是來墊底的，配跑的，那這也跑不好。很多神的兒女說我只要上

天堂就好了，得獎賞做得勝者，讓他們去好了，我將來只要去天堂掃地，看門就

好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是不是這樣。我知道美中的弟兄姊妹不是這樣，大

家都是愛慕追求事奉主的。我年輕的時候，在加拿大服事，有幾個弟兄跟我講，他

說柏弟兄哪，以後讓你們得冠冕，我們在天堂裡掃掃地，讓你們進來就好了。這

是一個借口，你知道，我在地上我要好好享受，得到肉體我能得到的，我到天

堂，我也要得永生，得祝福。弟兄姊妹，這是我們人墮落的思想。若主開我們的

眼睛，看見他的寶貴，我們就會愛慕祂，我們要得著祂。有一首詩歌說，如果不

是太陽照出來，誰會把他的冬衣脫掉呢，若不是有寶貝顯出，誰會把他手中有價值

的東西放下，所以保罗的追求，我們可以看見是因為他裡面看見了基督，產生了一

個極深的愛慕，極深的一個吸引力，他希望要得著基督，弟兄姊妹們, 這是第一個

我們跑路的人要有企圖心，這個我們在教會事奉久的弟兄姊妹們都有這個感覺。今

天, 向人傳福音在這個物質豐富，人迷信科技事物裡面，已不太容易，現在傳福音

比 20多年前向遠東來的要難多了，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沒有同感，向在大學裡讀書

的留學生傳福音比他們出來找到工作的傳福音要容易得多，為什麼，在讀書的時

候，他們前途茫茫，他們不知道將來留不留得下來，他有需要，他要依靠主。 

 

我們知道這個時代阿，要人信主已經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但在教會裡面的讓信

了主的弟兄姊妹好好的愛主，肯為主而活，活出基督來，肯好好的追求阿，那要

更難。我自己在服事中，有一個弟兄，他跟我談，他說：今天我對主心意，我們

不能說我們不知道，對於我們在事奉中應有的恩賜，我們不能說我們沒有，我們最

缺的就是擺不出來，擺不上去，我們沒有這個心願，所以弟兄姊妹，在事奉在教會 

裡，在個人屬靈生命成長上，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有這個心願，這個企圖心是很重要

的。我們要求主吸引我們，難怪很多聖徒們把這個心願化作禱告寫在詩歌本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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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成詩歌唱在主面前，求主吸引他們，求主開他們的眼睛，求主讓他們看見祂的

價值和祂的寶貴，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們知道要跑這條路，在我們肉身中，從我們蒙恩得救後，至到進榮耀

見主的面，弟兄姊妹這是一條很長的路，有的人信主很短他就去見主的面，不管怎

麼樣，弟兄姊妹, 我們在跑這條路的時候，我們需要有耐力，我最近開始去做一點

運動，到健身房裏去，帶我去的那個弟兄是 personal trainer， 他告訴我一上去就去

舉重，那樣會傷害你自己，先讓你的身體 condition好，然後你練你的耐力，把你

該有的地方裝備好，弟兄姊妹我們知道在跑路的時候，如果是長跑，有時耐不住，

周圍會有環境的艱難，會有各種事件的考驗，我們需要有耐力，耐力告訴我們說我

們不放棄，所以在這一章裏，保罗把他追求主的心志，把他追求主的持守，把他追

求 主的盼望，還有他那竭力追求主的企圖心，他統統向我們交通出來。今天下

午，我想與弟兄姊妹交通保罗的向標竿直跑，將來我們見主面的時候，我們能夠

達到主要我們達到的那個度量，那是何等的喜樂，你知道嗎我們蒙恩得救，在父

神揀選我們的時候，祂就量給我們，照著祂給我們的恩典，有一個度量，我們必

須在地上達到那個度量是我們的責任，那個度量的大小裏面的豐富，那是神的恩

典，神的預備，所以今天在神恩典裡，人有當盡的本份，我們不要誤用恩典，認

為我沒有責任，什麼都是出於神的，他要感動我祂自然要這麼做，現在我要做我

的事情，弟兄姊妹，這是借口，這是自己推脫的理由，我們要把這個放下，我在

這裡和弟兄姊妹交通，保罗他是個為追求耶穌基督奔跑的人，在他的奔跑上，他是

竭力追求，是為著要得著基督，他告訴我們說他要主觀的去經歷他，他要主觀的讓

基督的生命在他裡面組織成形，換句話說，在保罗身上有他的天性，他有自己的

性格喜好，但是，現在他要作一個追求基督的人，他要讓神的性情成為他的性

情，他要讓基督性格借著環境成為幫助組織在他身上的，成為保罗的性格，弟兄

姊妹，他要有我們前面講到，他  要有基督的意念, 他有了這個裝備，他開始上路

了。 

 

從這一章裡面，我和弟兄姊妹交通 7點，第一個就是我們在奔跑的事情上面， 我

們在跑這條路，在走主的十字架的這條路，我們容易犯的錯誤，容易落進的陷

阱，我們不否認我們所有蒙拯救的兒女愛主的心，愛主的心都是真實，但是，愛

神的兒女愛神，卻不能在一起。我聽一個人講，在教會裏，心最重要，對不對，我

們要對主有心，但是，有事奉經驗的人必須承認，在教會裏，心是出最大問題的地

方，有的人一有心教會就亂了，他一有心，什麼都要照他的意，搞得大家沒辦法，

因為他個性很強，要不然，有的人沒心，他沒心，你拖他他還動，弟兄姊妹，這是

我們在教會裏事奉所遇見的問題，我們知道腓立比书的教會走到這個地步，兩個姊

妹很有心傳福音卻叫教會裏的人痛苦，這就是我們心是對的，但是我們不知道仇敵

的詭計，它借著我們愛主的心來破壞我們，來破壞神的家，破壞神在我們中間的工

作，所以保罗第一件事就告訴我們說，我們要警慎，我們要防備。 

 

他說了三樣的事，第一他說要防备犬类，他把人用 犬类來表達，這不是一個罵人

的話，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沒有這個經驗，我小的時候，我生長環境在鄉下，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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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住得很近，很多家人養狗，小男孩最喜歡看狗打架，喜歡逗喜歡，大家在旁邊

看，犬类喜歡相爭，所以保羅告訴我們說，在我們裏面有好勝心，人有好勝心，

我們不是在基督讓基督得勝，而是我要貫徹我自己的嗜好和意見，我們在教會事

奉裏面我們要得勝。結果就產生了人與人之間不和和相爭，我們不是要防備別人

而是要防備自己，我們一有這種感覺的時候，我們就開始跑路了，我們要立刻放

下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沒有這種經驗，我剛開始出來參加教會事奉時，有

的叫事奉聚會，有的叫同工聚會，我們聚會，有一個弟兄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

對數字只要他聽過他就不忘記，所以他是我們活的 directory，如果我不知道弟兄姊

妹的電話，只要一打電話給他他馬上就告訴你，他是一個做財務的人，對數字非常

精確，每次聚會，大家很馬虎，只要他坐在那裡大家都很小心，他個子又大又胖，

坐在那裡就像主席一樣，他眼睛一瞪，沒有人敢講話的，有時有人講的話不合他

意，他臉馬上就掉下來，總之，他說話毫無情面，但後來主摸到他，在一次禱告

會，他說可不可以先給我幾分鐘讓他說幾句話，他在眾弟兄面前認罪，他說我以前

活在我的己裏面活在黑暗裏，那天個個弟兄姊妹都受感動，當我們一同禱告時，滿

了主的同在和膏油，從那天開始我們在事奉聚會裏，一遇到事情時，這個弟兄照他

以前的個性，他臉開始發紅，他立刻就停下來，他說弟兄們讓我出去一下，我有次

跟他出去，偷看他幹什麼，他在外面深呼吸，他說：主啊，救我，然後他才進來坐

下來，弟兄姊妹，這叫跑路，防备犬类, 防備我裏面那個好勝心，我與別人爭，與

別人講理由的時候，我要防備。 

 

第二個，他說要防备作恶的，他們是主的仆人，他們做的是主的工，傳福音，他

做的是教會服事，但是保罗說他是恶的，不好的，我們知道保罗不是隨便去定罪

別人的, 或者指責別人。我們知道，主耶穌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裏面講到，7:21凡称

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进天国，7:22 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阿、主

阿、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么。 7:23 我就

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弟兄

姊妹，主說：惟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是我的工人。所以今天，我們要跑主

的路，我們先要知道神的旨意，如果我照著自己的觀念，基督教所謂的傳統，人

這樣，大家都這樣，我們也這樣，弟兄姊妹很可能我們就落進這個陷阱，我們就

離開了這條路。在神的眼中看，你是做神的工，但是神不能悅納。弟兄姊妹，你

是奉他的名赶了鬼，鬼也出去了，但並不意味主悅納這事，神是因為祂是公義的

神，你奉他的名，他就照著祂的名做事，而且祂是憐憫的神，那人是受捆綁，但這

件事本身是不是神的旨意，神還要來鑑察。所以弟兄姊妹，這件事上，我們要跑主

的路的時候，是很重要的一個提醒。當弟兄姊妹我們在一起互相配搭服事的時候，

我們要回到主的話語裏面來，這是不是主話語裏有的，如果主話語裏有，我們應該

怎樣實行，我們一起禱告，看聖靈膏油是不是這樣在印証。這樣辟免我們照著我們

自己的意思來做主的工。 

 

第三個：保罗說要防备妄自行割的，保罗他自己第八天就受了割禮，但他是一個

妄自行割的人，因為他一切都是誇他自己的義，一切都是誇他自己的道德，一切

都是 誇他自己的屬靈的宗教知識，弟兄姊妹，他說真正行割禮的是在靈裏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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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的靈裏面敬拜神，是活的，是在生命的裏面敬拜神的，不是靠自己的行律

法，不是靠自己的行律法守住的那個行為，而是因為信神得著的信心。弟兄姊

妹，這個在我們基督徒裏面，我們要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接受主在我們身上的工

作和憐憫。在改教運動的時候，弟兄們為了把這個事講得清楚，在日內瓦的加爾文

弟兄，他講到一切都是恩典，不是出於人，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並不是

你努力一點，聖經背得熟一點，甚至有的人在財物上擺上的多一點，我們就可以稱

義的，弟兄姊妹，這些都不是，我們必須要站在信心的原則上，免得我們靠自己，

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誇口。我很喜歡詩歌本裏的一首詩歌，這首詩歌說：我是一個

罪人蒙主恩，一切我所有無非是接受，這是我的身份，這是我的故事，我願意唱的

把榮耀歸給神。無論我什麼樣的光景，什麼樣的的地步，讓我們在神面前永遠守住

這個地位。有一個弟兄給我講，他年輕的時候沒有信主，我在基督徒裏，聽他們唱

這首詩歌，我覺得他們很 Sick，他們怎麼這樣唱，唱他們是罪人，有點惡心，當

我得救以後，我每次聽別人唱這首詩歌時，我的心就跳躍，我說弟兄你是真正重生

得救。我們真正認識恩典。我蒙恩得救，不是我有任何一點點的好處。你知道，今

天不知不覺，在神兒女中間，人會以自己在基督裏的一點追求，而自誇，當作資

格，當作高人一等，這是我們要防备的。什麼時候我以這些東西為我的誇耀，我們

就離開了這條路。我們就不是跑在這條道上，保罗一開始告訴腓立比的弟兄姊妹，

他們要遇到的危險在前面，叫他們留心。我們今天開車，路上有牌子，牌子告訴我

們前面有什麼，前面有障礙，前面有洞，就叫我們特別留心，同樣的，當我們跑在

這條屬天的道路，就是我們跟從主耶穌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我們願意降卑自己跟

隨祂的時候，仇敵會擺下這些，借著我們純正的真誠的動機，它來破壞我們追求

主，很多神的兒女在這點上不知道，活在黑暗的裏頭，我們要求主保守我們，DW

慕迪弟兄說過一句話，有信心用信心的人讓他多得神的恩典，有愛心的人多流露

神的恩典，謙卑的人多保守神的恩典，弟兄姊妹，讓我們好好的思考，在生活中

好好的實驗，這是跑路很重要的一點，我們才不會落入黑暗，不會落入仇敵的詭計

陷阱裏面。 

 

接下來我們看到保罗的追求，因著那無價之寶在他心中顯現，所有以前他所抓的

東西都是糞土。我的女兒小的時候很有意思，她看到女孩子身上化妝戴的東西，

她回到家，我們家沒有這些東西，她就把畫圖的彩色筆將她的臉畫得紅紅的，弄一

個向戒子一樣的東西戴在手上，我姊妹看到也沒有生氣，問她你在作什麼，她說媽

媽好不好看，她很高興問媽媽好不好看，媽媽說這些叫破銅爛鐵，戴在外面你以為

好嗎，真真的在裏面，你有一個溫柔的性格，你有謙卑的性格，等她有弟弟那，她

讀小學，她弟弟把這些東西拿出來，她跟弟弟講弟弟那是破銅爛鐵，等她長大以

後，她知道這個價值後，她還說那是破銅爛鐵，那她真的看見了寶貝價值。我們基

督徒剛得救，有人告訴我們不要愛這個世界。我們在外面說不要愛這個世界，但心

裏還是愛的，是不是，我很誠實的講我也是這樣。我們要勝過不容易，唯有當裏面

無價之寶一顯，你會見到很有味道。我碰到一些弟兄姊妹蒙恩得救在他們身上的改

變是那麼的自然，有一個姊妹，她年輕喜歡聽熱門音樂，她作功課的時候都要開著

音樂聽，那是 30到 40年前的事情，但她得救了，主的喜樂在她裏面，她嘗到了，

奇怪我經過聽見別人聽熱門音樂我心要跳的，她說我喜歡到那個地步，現在聽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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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刺耳，那是裏面無價之寶的顯現。有一個姊妹，她媽咪，她妹妹，她嫂嫂, 她們

每個周末打兩天麻將，她工作很殷勤很累，每周五晚上跟她妹妹去舞廳跳一晚上的

舞，第二天跟她媽媽打麻將，當我信主以後，我媽媽邀我打麻將，我打麻將贏了

錢，很奇怪，我痛苦得要命，把錢全還給她們, 下次她們再叫她時候，她說你們饒

了我，下禮拜讓我去聚會。弟兄姊妹，那是裏面無價之寶在裏面的顯現。我們有了

這個經歷，我們要感謝主，而且我們要持守。所以保罗說我就算作糞土，以後再有

事經過他的時候，他說這就是糞土，我就認定我不再去碰它，弟兄姊妹，這是跑

路。我們人生在不同的環境裏面有不同的心境，你在這個時候你覺得可以放下，過

了一段時間，你到了一定年紀，你又覺得那滿不錯，你又覺得我為什麼那麼傻，放

下了。弟兄姊妹。保罗他嚐到了，他就將他的眼目，定睛在主的身上。你知道保

罗在他人生中，遇到好幾次危機，每次他被拉到公會的面前，被拉到諸候的面前，

被拉到君王的面前，在使 徒 行 传裏，他有兩次，一次是在二十二章，一次是在二

十六章，一次在公會的面前，保罗講什麼，講他在大马色，他遇見主，這是他認

定，弟兄姊妹們，這是我們跑路的人常常有的操練。我們到主的面前，我們要回

到遇見主的那個點，我自己稱它為我們人生的原點，就向我們學數學的那個原

點，那個點是一切事物的坐標，你現在在那裡，你只要看那個原點，你就知道你在

那裡，弟兄姊妹們，今天我們要跑路，我們要守住這個。在我裏面，基督是我的

至寶，我嚐到它，我認定它，無論我現在的感覺是什麼，我知道我的主沒有改

變，我可能改變，主沒有改變。他願意為著這個丟棄万事，中文說丟棄万事，好

像他沒有感覺一樣，很容易，英文是“受失去一切的痛苦”，這告訴我們保罗還

是有感覺的，你知道他在大马色被主遇見以後，他再沒有回耶路撒冷的公會，去開

會，他雖然是公會會員的一個積極份子，他跟他們有很深的社會關係，和人際關

係，他受失去這些關係的痛苦，這是很真實基督徒的經歷。我以前傳福音，有一個

弟兄得救了，他沒有得救以前是一個豪放的人，是一個很開朗的人，他有一些朋友

是他的至交好友，他們放假，他們幾個家庭一起活動。他有一次他朋友又找他，叫

他一起出去打獵，他回到以後跟我講，奇怪這次我出去，他們聊天我一點興趣也沒

有。我一句話都講不出來，他們喝酒抽煙談論笑話。我根本笑不出來，他說這是什

麼事情，為什麼，求主幫助你，除非你在基督裏與他們建立關係，你過去的關係已

經過去了。弟兄姊妹，這個是保罗跑這條路。若我們是基督徒，我們要在聚會裏與

主有親密的關係，與弟兄姊妹肢體間愛的關係，我們還有與世上的朋友有稱兄道弟

的關係，弟兄姊妹，這條路跑不好，這好像是對初信的人講的，但保罗在不同的環

境，他因著在啟示裏更多的認識基督，他就有更多的丟棄。你知道在西方的世界裏

面，他們跟隨主的人在這一點上真是絕對。去 年，我們在 Portland夏令會，我們

一起追求教會歷史，我們自己讀自己講，我發現在西方的基督徒中間，有一些弟兄

姊妹被主開啟吸引，他們尊重主好好讀主的話語，有的人是在英國國教裏面，像

Robert Govett，他是把马太福音裏天國國度這一點解釋得最清楚的，這個弟兄非常

聰明，從小就敬虔愛主，在英國國教裏面，他們的大主教是英國女王策封的，女王

嘉勉時是大主教主持。他大學畢業以後，他就在教會裏面當牧師，英國國教還實行

嬰兒洗禮，他讀聖經，他發現裏面沒有這個東西，他好好的禱告，禱告完以後，他

跟他的同工們一起交通，大家都承認聖經裏沒有嬰兒洗禮，他問他們，我們該怎麼

辦，大家都不說話，他說對不起，我要跟從主，他們也說對不起，以後你不要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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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他就離開了。弟兄姊妹，這個叫丟棄，這個叫跑主的路，我們今天按祂給我們

的啟示，我們跟上祂。這就是保罗說的，個人若有完全的心，別人走到的地方，你

不要去，你還沒有得到這個啟示，你不要去，你也不要勉強別人跟我走。但個人走

到什麼地步視，你要存完全的心。弟兄姊妹，當我們這樣走的時候，我們就走在一

起，主的同在主的膏油就顯明出來，Robert Govett一生被別人棄絕許多次，他每看

見一樣真理，他就放下一些東西，到最後他完全走信心的道路的時候，他變得非常

的孤單，但是他與天的交通非常親密。不僅如此，現在美國，這些愛神的基督徒，

他們讀 Robert Govett的東西，也非常敬重，他對對启示录和马太福音，關於預言

的注示，使許多神的兒女得到益處。保罗在這一點上，他肯受失去一切的痛苦，

當他在大馬色，遇見了這位復活的基督，天地万有的主的時候，他以前在猶太教

裏面所有地位，他都脫開了，都瓦解了，我們讀聖經，我們看到他再沒有去和他

們交往過，最後 22,21章他被俘的時候，他是站在為主作見證的地位上，等他寫腓

立比书的時候，他才知道，我這樣受苦這樣受捆鎖，是主給我一個機會為主作見

證，向外邦人傳福音，並要辨明維持福音的純正，免得福音又變得向猶太教一樣

的宗教，保罗跑這條路他竭力追求。不僅如此，他看見基督的那個寶貴，對事衡

量的認定。他就一直持守到底，這個是不簡單的。我碰到一些年長的弟兄，他們

在人當中，主在他們的環境裏面，藉著祂的話語和聖靈的幫助，讓他們看見基督，

看見神救恩的目的和豐富，他們放下了他們過去的一切，但是過了 20-30年以後，

過去的環境又來找他，你要是回來，你就作整個工作的頭，不容易的考驗，這時他

對基督也有認識了，又得著人的名聲，這不是兩全其美嗎。但是保罗沒有，他說我

就忍受失一切的痛苦，為要得著基督，為什麼呢，因為基督是我的至寶。有人講

到，屬靈的事，如果有一點點的瑕疵，就不完全了。不要說是屬靈的事，任何的事

都是這樣。一片樹葉就可以遮住月亮，一點點的小事會把神榮耀的光輝遮蓋掉。保

罗為著要得著基督在裏面的親密，他就放下了這些，這是他跑路的三個點。  

 

然後我們看見：他說我是以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我去認識基督。

所以保罗在跑這條道路的時候，他是天天在走信心的道路。怎麼用信心呢，就是

取用基督復活的大能，借著這種能力，他甘心情願的交通與基督的苦難。基督的

苦難在他的肉身中就是他十字架的苦難，這個苦難不僅僅是為著贖罪，更是為著

得著教會，得著新婦。所以保罗在這一點上他用信心，來跟基督交通，這個交通

的結果在他身上就有了基督死的形狀。弟兄姊妹，我們不要感覺死是一個可怕的東

西，其實死在屬靈的意義上來講，如果是基督的死是一個很大的福氣，進入基督的

死，人就安息了。對不起，我講一點我自己事奉主的經歷，在我過去 30年的日子

裏，我可以這樣講，我大部分的時間安靜在主的面前，我心裏都是衝突交戰矛盾，

為什麼呢，我有我的意願，我有我的個性，我有我的脾氣，我有我的嗜好，有的時

候我認為是不好的，我應該要好好的對付，我也去試著對付，我過不去，我常常在

主的面前，這是為什麼，我每一次講完道以後，我就痛苦，主阿你不能用我，你不

該用我，我不配給你用，我很大很大的掙扎，但我要講一點，我每次怎樣從掙扎裏

出來，每次我就跟主說：主阿我願與你同死，立刻就歡喜，所有脫不開的東西，死

就把它帶到結束，你就得安息了，再出來面對環境的時候，裏面有膏油了，有滋潤

了，再也沒有交戰。後來我讀一些基督徒的傳記，我說主阿我為什麼沒有早一點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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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慕安烈最愛講住在基督裏的使徒了，他年輕的時候，他在講台上，他又公義

又聖潔，他都達到了，每次回到家他痛苦的要命，我說主阿這就是我，弟兄姊妹，

我們基督徒會有這種肉身裏的矛盾衝突。所以保罗我要認識基督，我要在這三件

事上面，第一：主觀的經歷那復活的大能在我裏面，不憑我自己可以走過去，第

二：要復活的大能顯出他的大能，我就可以去交通在他的苦難裏，今天任何的苦

難臨到，我要問：這是我的罪帶來的，還是因著我事奉帶來的，是罪帶來的我要

認罪，我接受管教。如果是我跟隨主追求主造成的這些難處，我要感謝主，我要

與主交通，借著這個來把我的己帶到死裏面。保罗我這樣追求我前面就有一個獎

賞，這個獎賞在英語世界的弟兄說，這不是他不相信復活，他不知道他會復活，他

說或者我也可以從死裏復活，他要追求第一次的復活，就是在启示录 20章講到的

在第一次復活的人有份了，保罗在歌林多前书 15講到復活是有次序的，那初熟的

是基督，接下來是屬基督的人。第一次復活的人是指在肉身裏遵守了神的旨意，勝

過了仇敵的人的得勝者，保罗追求這個是他的獎賞，為著這個，他在地上謹慎專一

的持久的奔跑，在這裏他信心運用的原則，不是要在外面去行神蹟奇事，他信心運

用的原則是屬靈的死和活的問題，在信心裏面相信，並取用復活生命的大能，在信

心裏面相信，這些苦難是主要帶我進入他的死的裏面。我不需要爭扎了，我已經死

了，那是好得無比的，很多神的兒女們在這一點有很好的經歷，我們多一點的丟

棄，我們就多一點的認識主的寶貴，多一點的在信心上的應用，我們就多一點的主

觀上的經歷主的死和他復活的能力，然後保罗說我雖然有這些追求，我不是因為

我已經達到了，我不以為我已經達到了，所以如果我們還活在我們的肉身裏，這

條屬靈的道路，基督的學校還沒有畢業，只要我們在肉身裏一天，我們就要在基

督裏奔跑。我現在想到，我年輕的時候，我聽一些年長的基督徒講到，不要放

鬆，我現在的腦海裏有一副圖書，我年輕的時候在台灣，榮姊妹講道，她那時快要

結束她在地上的旅程，她講到她不放鬆，她說主在我裏面真是奇妙，很多基督徒都

跟她講，你聚會你可以少來幾堂，好好休息一下，四處走一走，她說不我不能放

鬆。前幾年，丁弟兄在我們 Portland，他也講這一點，他說我以後不會再來了，但

是我不會放鬆，這些都是跑路的人，在屬靈的事上不是越老越休息，越老越有力量

因為吸引越大，好像你越靠近那個磁鐵，那個吸引力就越大，因為引力與距離的平

方成正比，你越靠近吸引力就越大，一個真真跑路的人，越到老年他裏面就越

亮，就越新，保罗就是這個經歷，保罗說我外體雖朽壞，裏面的人卻一天新似一

天，但願神的家就是這樣，每一個兒女你比上一天好一點了，那我們就是跑在這

條路上了。使徒保罗就是這樣，他不放鬆，他說，如果我以我得著了，我就坐下來

看你們跑，該你們了，我已盡我的本份，保罗沒有，他說我沒有得著，他說他沒有

得著，我不以為我已經完全了，我乃是極力的追求，為要得著基督耶穌從上面來

的，他知道他還有一個度量他還沒有達到。我有的時候碰到一些弟兄，他們說：柏

弟兄阿，講道對我一點也不難，輕鬆愉快，我說我最希望有一天像你一樣，我每一

堂聚會都很緊張，我跪在主面前，走路吃飯我的心都不在那裡，我的心都在主面

前，我說我沒有達到。弟兄姊妹，其實是一個寶庫，如果你真在跑這條路，你就有

這種感覺。在教會中有弟兄姊妹這樣，你就會看見基督馨香芬芳要在聚會裏面現出

來，許多的人要被吸引，他們喜歡到主的面前來，禱告聚會滿有膏油，滿有主的同

在，而且你會發現主真是信實的主，凡是帶到聚會來的禱告沒有一個沒有答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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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照著我們求的成全，主給我們的答應超過我們的所思所想，這個是主給我們

的祝福。保罗是一個跑路的人，他不自滿他忘記背後，我們知道保罗背後有很多事

情，他可以數他怎樣在加 拉 太 书，在以哥念，在路司得被石頭打，他可以天天講

這些東西，他從來很少講，你看當他寫歌林多後书的時候，他才講他四年前的一個

經歷，我想他講的時候非常警慎，他說神在我身上給我一根刺，免得我過於自高，

保罗是一個真真在這些點上跑這條道上的人，他勉勵那些已經在跑的人。我們不要

跳子，你看見別人的樣子，你去學他的樣子，那是跳子，那個會跌倒的，你照著屬

靈地步就是什麼地步。所以，有人說，真真的屬靈是很自然的，唯有你真真自然的

時候，才是屬靈的時候，什麼時候你裝一點，或者是客氣一點，那都不是真的。英

文講: Spiritual is natural; 換過來講：Natural is Spiritual. 這樣我們在一起生活，我們

就很喜樂，很融洽，而且，我們在主面前，不是人的禮貌和友善，而是基督的同在

和膏油在我們中間。這是保罗他跑路的經歷，他告訴我們說他不僅不自滿，而且

他忘記背後，而且他眼睛定睛在標竿上面，向著前面直跑，所以保罗一直是一個

積極的人，他不是一個消極活在過去記憶裡面的人，他是向著標竿直奔的。今天

早晨，我講到一點，约书亚和當時代的以色列人照著神的吩咐過约但河去，進迦南

地，要得產業的時候，神吩咐约书亚說，你要吩咐祭司抬着约櫃走在以色列人的前

面兩千肘，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定睛看著约櫃，他們就跟著约櫃，抬约櫃祭司的腳

一踏進约但河，水就分開了，所以他們一路過约但河，他們的眼睛是沒有離開约櫃

的，這指著什麼說的了，這就是我們向著標竿。無論什麼環境臨到我們，我們的

眼睛注視基督自己。我們擘餅聚會是為什麼，讓我們注視基督，我們來記念祂。

有時候我們聚會會碰到一些難處，擘餅聚會就被那個難處壓倒，我記得在一聚會

中，有一個弟兄得了癌症，他是一個很愛主事奉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姊都很難過，

擘餅聚會就為著這個病禱告，有一個弟兄說，不，病不是聚會的中心，愛心也不是

聚會的中心，這個聚會的中心是耶穌並他釘十字架，把我們再帶回來，那一天弟兄

姊姊的心才被提起來，膏油圖上，結果病得醫治。弟兄姊姊，今天，我們向著標

竿是我們極力追求的事，在英文裏說：要定睛的望， Fix your eyes on. 無論任何事

發生，我們藉著禱告告訴主，但我們的眼睛要向著標竿，這個是跑路的態度。 

 

最後我們要注意行事為人，行事為人告訴我們說，我們今天在地上的目的是等候

主的回來，我們所有的追求，個人的長進，教會的事奉，教會的工作不是為著個

人的滿足，他說有的人以自己的肚腹作為神，那是什麼意思，他以個人的滿足追

求他敬拜的對象，那就是跑錯了路哪。我們今天行事為人要對得起主，我們在地上

過一個等候主回來的生活，這需要何等樣的忍耐，我給你講跑這條道的人了，我們

是一個有智慧的人，我們懂得抓住主給我們的各樣環境，藉著這個環境我們來得著

基督，但願主祝福他的話語，弟兄姊姊，我們無論剛蒙恩的，或信主多年的，無論

年輕的或者年紀老邁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向保罗一樣，是一個跑主道路的人，主給

了我們的裝備，我聽我們弟兄禱告說：我要 download你的心思意念，我們有了這

條裝備，我們就起來跑主的路，你知道在這條路上我們要天天經歷基督，你會發現

主真是那位可親可敬復活榮耀的主，在他身上，我們看見何等的美麗，何等的甘

甜，而且我們跟祂的交通越過越親近，越過越甘甜喜樂，願主祝福他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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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一點禱告，親愛的主，你是我們的標竿，願你向我們啟示你的寶貴，願你加

添你在我們面前的愛慕，願你教導我們操練我們的信心，好叫我們向使徒保罗一樣

做一個竭力追求，向著標竿奔跑的人，好叫我們在地上進入與你的交通，認識你的

豐富，並且彰顯你自己的美麗，謝謝你今天這樣帶領我們， 我們把滿心的感謝贊

美敬拜都獻給你和歸給愛我們的父神。禱告奉基督耶穌寶貴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