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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 「背後」與「面前」？

• 「標竿」？



二、喜樂的大敵：「肉體」

你們要防備犬類，
你們要防備邪惡的工人，
你們要防備妄自行割的。

blepete tous kunas

blepete tous kakous ergatas

blepete tēn katatomēn



三、真割禮

1. 以神的靈敬拜
2. 在基督耶穌裡誇口
3. 不靠著肉體的



三、真割禮

肉體 flesh

the sinful nature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2:13 

你們從前在過犯和未受割禮的肉體
中死了，⋯⋯

NIV1984: When you were dead in your 
sins and in the uncircumcision of your 

sinful nature

NIV2011: When you were dead in your 
sins and in the uncircumcision of your 

flesh ...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2:11 

你們在他裏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禮，
乃是基督使你們脫去肉體情欲的割禮。

NIV1984: In him you were also circumcised, in 
the putting off of the sinful nature, not with a 

circumcision done by the hands of men but 
with the circumcision done by Christ

NIV2011: In him you were also circumcised 
with a circumcision not performed by human 
hands. Your whole self ruled by the flesh was 
put off when you were circumcised by Christ



肉體

這個詞語意指身體的容易敗壞與軟弱，保羅

用來表達無法抗拒誘惑去犯錯之試探的軟弱。
《馬歇爾新約神學》，297

Paul used this term, which carries the nuance of
the perishability and weakness of the body, to
express that weakness that cannot resist the
enticements of temptation to do wrong, ...

I. Howard Marshall, New Testament Theology, p.320



肉體

⋯⋯保羅將肉體多多少少視為“墮落的肉體”，

是無可避免會犯罪、與神為敵的人性。
《馬歇爾新約神學》，410

... Paul to regard the flesh as more or less
“fallen flesh”, human nature that is inevitably
sinful and opposed to God.

I. Howard Marshall, New Testament Theology, p.434



肉體

但腓立比書這裡的肉體顯然不適用
這個定義。根據上下文，我們可以
說這裡的“肉體”在人看來是“好的肉
體”，是指人賴以在神、在人面前誇
口的事物。



「肉體」大賽

• 第八天受割禮

• 以色列族 先天的

• 便雅憫支派的人

• 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 先天及後天的

• 律法－－法利賽人

• 熱心－－逼迫教會 後天的

• 律法上的義－－無可指責



四、「糞土」與「至寶」

先前於我有益的 有損的

萬事 有損的

萬事 糞土

得著基督

有信基督的義

ἡγέομαι
hēgeomai



四、「糞土」與「至寶」

吉姆‧艾略特（Jim Elliot）

一個人如果放棄他不能保存的，來換
取那不能失去的，不會是個傻子。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

引用於 Warren Wiersbe《更新的時刻》
(Pause for Power)166



四、「糞土」與「至寶」

得著基督

有信基督的義

認識基督

在祂的死上像祂一樣

達到死人的復活

祂復活的大能

祂苦難的交通



四、「糞土」與「至寶」

認識 詩篇 Psalm 1:6

因爲耶和華知道義人的道路；
惡人的道路却必滅亡。
ESV: for the Lord knows the way of the

righteous,
but the way of the wicked will perish.



四、「糞土」與「至寶」

認識 創世記 Genesis 4:1

《和合本》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
NIV: Adam lay with his wife Eve

《思高聖經》亞當認識了自己的妻子厄娃
ESV: Now Adam knew Eve his wife



四、「糞土」與「至寶」

認識 馬太福音 Matthew 1:25

《和合本》只是没有和她同房，等她生了儿
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NIV: But he had no union with her until she gave
birth to a son. And he gave him the name Jesus.

《思高聖經》若瑟雖然沒有認識她，她就生
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耶穌
ESV: but knew her not until she had given birth
to a son. And he called his name Jesus.



五、直奔標竿

竭力追求（διώκω diōkō）
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

《和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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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V: Not that I have already obtained all this, or
have already been made perfect, but I press on
to take hold of that for which Christ Jesus took
hold of me



五、直奔標竿

竭力追求（διώκω diōkō）

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

向著標竿直跑（διώκω diōkō）

得著神召我來得的獎賞





詩
歌
：
祂
是
一
切
最
親

1.祂是一切最親，

我所一切最愛。

人生平常所尋，

人生終久所賴。



詩
歌
：
祂
是
一
切
最
親

2.缺乏之時，預備；

無依之時，扶持；

所有美時，最美，

無論何時，信實。



詩
歌
：
祂
是
一
切
最
親

3.無窮喜樂原因，

年日展開不改；

祂是一切最親，

我所一切最愛。



至
寶
與
糞
土

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
已經完全了，

我乃是持續奔跑，
或者可以得著我也因而被基督耶穌得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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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面前的而竭盡全力，

14. 向著標竿持續奔跑，
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裡

召我往上去得的獎賞。
15. 所以，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

總要存這樣的心；
你們若在甚麼事上存別樣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們。

16. 然而，我們達到了甚麼地步，
就當照著相同的地步按規矩而行(stoicheō)。

（三7-16）



詩
歌：
每
一
日

Day by day, dear Lord

Of you three things I pray:

To see you more clearly,

To love you more dearly, 

To follow you more nearly.

Day by day.

每一日，我主！
我懇求三件事：
更深刻認識你，
更虔誠敬愛你，
更緊緊地跟隨你，

每一日。
Richard of Chichester (1197 - 1253)



一件美事

腓四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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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一張特別的收據（18）

但我樣樣都有（ἀπέχω），並且有餘……

《和合本修訂版》但我已經如數收到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這就是你們送給我一

切禮物的收據



二、一件美事－－有分於我的患難（14）

你們和我同受（συγκοινωνέω）患難

……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κοινωνέω）我

κοινωνία



二、一件美事－－有分於我的患難（14）

κοινωνία

羅十五26  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捐項、
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

林後八4 再三的求我們、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
的恩情上有分．

林後九13 他們從這供給的事上得了憑據、知道
你們承認基督、順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錢
給他們和眾人、便將榮耀歸與 神．



二、一件美事－－有分於我的患難（14）

約貳10～11 若有人到你們那裡、不是傳這教訓、

不要接他到家裡、也不要問他的安，因為問

他安的、就在他的惡行上有分（κοινωνεῖ ）。

約叁5～8 親愛的兄弟阿、凡你向作客旅之弟兄
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們在教會面前證明
了你的愛．你若配得過 神、幫助他們往前
行、這就好了．因他們是為主的名出外、對
於外邦人一無所取。所以我們應該接待這樣
的人、叫我們與他們一同為真理作工。



三、收成的果子－－歸入你們的賬上（17）

羅十五28  等我辦完了這事，把這善果交付明

白……

瑪三8～12



四、可悅納的祭物－－神所喜悅的（18）

極美的香氣，為神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



五、結語（19～20）

• 我的 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
、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 願榮耀歸給我們的父 神、直到永永遠遠。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