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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保羅歸主後的價值觀羅歸主後的價值觀

腓三7‐11
7 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8 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

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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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 識基督 曉得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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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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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段落裡面，可以分成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三7…
在前面的經文，當保羅一項一項地數算過去他的特權跟成就的時候，在前面的經文，當保羅 項 項地數算過去他的特權跟成就的時候，

在 7有巨大的轉折：對這些曾經視為是可以誇口的事物，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一開始「只是我先前以為於我有益的」，表示 5、6所列出的各項的條件，

對當時的保羅是有真正的益處，按照他身為一個法利賽人，

對當時那些事情的評估，他的結論是：這些都是有益的

不過保羅的態度透過「只是 這個用字，就作了 百八十度的轉變，不過保羅的態度透過「只是」這個用字，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他把過去的成就跟現在作一個對比，

並且指出他改變態度的根本原因是「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保羅之所以不把前面兩節所提到的事情包括：割禮、聖約之民的特權、

血統純正的猶太人、法利賽人、熱心、無可指摘，

他不把那些當作是有益的，並不是因為它們本身是假設性的，

或者是具有邪惡的本質，而是因基督的緣故。

「因基督」這個片語，是指因為基督或者說是因為基督的事實，

3

因基督」這個片語，是指因為基督或者說是因為基督的事實，

而不是為基督的緣故…

這就可以顯示，保羅在大馬色跟基督相遇之後，就成為他改變態度的關鍵點，

在那一次事件之後，他對基督有一個全新的認識跟經歷，在那一次事件之後，他對基督有一個全新的認識跟經歷，

以致於他的價值觀跟人生的態度起了一個空前的變化。

這個變化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把他過去所認為對他有益的事情，

現在都因基督把它們當作是有損的。

「有損的」在原文是一個字，有損失、失去、不利，或者是廢棄的意思，

在希臘文曾經是用在商業的世界裡面，用來指金錢或者是貨物上的損失，

之後這個字就轉變成具有道德、屬靈上的含義。

當保羅在這個地方使用「當作」還有加上「有損的」，兩個加起來是要表示當保羅在這個地方使用 當作」還有加上 有損的」 兩個加起來是要表示

過去他視為的有益事物，曾經被一件一件的計算而且珍惜

如今保羅不僅不把它們當作是寶貴的，而且是會使人虧損的是沒有價值的，

因為那一些事只會使人自以為義，攔阻人成為基督徒

保羅過去的經歷，就可以為這件事情作見證，

保羅曾經依靠律法 熱心於律法 不過這些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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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曾經依靠律法，熱心於律法，不過這些的追求，

非但不能夠使他討上帝的喜悅，反而使他成為逼迫教會攔阻福音的罪人。



第二個部分就是三8，是保羅生命的核心價值…
他不只是把先前與他有益的當作是有損的，他也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他不只是把先前與他有益的當作是有損的，他也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

7「先前與我有益的」跟 8「萬事」，這兩者所談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7「先前與我有益的」是指 5‐6所說的那七件事情

 8「萬事」範圍是更廣的，可能還包括他的羅馬公民權、物質上的財物、

在社會當中所擁有的名聲、地位…。總而言之，一切會妨礙他認識耶穌、

妨礙他信靠耶穌的任何事情，妨礙他信靠耶穌的任何事情，

都是屬於萬事的範圍

保羅之所以會做出異於一般人的決定，

是「因我以認識我主耶穌基督為至寶」。

在意思上，8是上一節的擴大還有進展，

7「因基督都當作是有損的」，8則是「因我以認識我主耶穌基督為至寶」，

也就是從負面的角度進展到正面的說法。

這一句話的「至寶」，在原文的意思是超越、優於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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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句話的 至寶」，在原文的意思是超越、優於的意思，

這個地方他是要表示，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的價值，可以超越認識耶穌基督。

「因我以認識我主耶穌基督為至寶」，這一句話在原文的文法上來說，

「至寶」跟「認識」，這兩者的關係是同位的關係，至寶」跟 認識」，這兩者的關係是同位的關係，

意思就是，至寶就是認識主耶穌基督。

在保羅的書信當中常常提到認識神，在這個地方認識的對象是「我主耶穌基督」，

「認識」在保羅的用法，它是一個宗教上的字彙，保羅對於認識的使用，

是受到舊約思想的規範，並且也是承繼舊約的用法。

舊約所謂的認識神，就是指過 個與神有親密關係的生活，舊約所謂的認識神，就是指過一個與神有親密關係的生活，

而這種的生活，是以順服神以及愛神來表現

新約也是延續這個意義，保羅把舊約的認識神這個主題，

應用在耶穌身上的時候，就是表示基督徒要建立一個與耶穌的親密關係，

它就包括經驗耶穌的愛，並且用愛來回應耶穌

認識主耶穌基督，並不是一個基督徒的美德，

而是一個人成為基督徒的基礎，

保羅要強調的是世界上唯一有價值的知識，就是認識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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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要強調的是世界上唯一有價值的知識，就是認識耶穌基督，

這個知識是如此的寶貴，以致於它可以彌補任何的損失。

保羅接著以一個句子，來補充上面剛剛所說的—
「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這一句話「為祂」當中的「為」，是指因為。

保羅因為與基督相遇，而認識耶穌是彌賽亞，這樣的經歷使他把萬事丟棄，

把它們視為是有損的，並且把它們當作是糞土。

丟棄是表示保羅自願放棄一切，要注意的事情是：

保羅的丟棄是真的丟棄 因此他的損失也是真實的保羅的丟棄是真的丟棄，因此他的損失也是真實的，

並不是假裝誇口損失，實際上卻在某個地方大獲其利

他的丟棄也不是純理論的，他所說的就是他所做的

保羅並不只丟棄萬物，他更進一步地說，是要把它們看作糞土，

「看作糞土」當中的「糞土」，有多重的含義：可以指排泄物就是糞便、

指垃圾就是廢物，可以指餿水、餿水就是飯後的殘渣、殘羹…，
但是不論如何，這個字作怎樣的了解，保羅的意思非常清楚：

就是萬事現在對保羅來說，是沒有用處、是沒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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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萬事現在對保羅來說，是沒有用處、是沒有價值，

是惹人討厭的，就像糞土一樣。

如此一來，那原本被猶太主義者視為可以誇口的憑藉，

如今卻被保羅用最輕視、最輕蔑的語言，用在他們身上。如今卻被保羅用最輕視、最輕蔑的語言，用在他們身上。

保羅丟棄萬事，並且把萬物當作是糞土，並非是毫無目的，

他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為要得著基督」。

這裡的得著，不是指獲得或者是擁有，如同我們對物質的得到，

它是跟 9「得以在祂裡面」、10「認識基督」，這兩處的意思平行。

換句話說，完全地得著基督的意思，就等於是

完全地得以在祂裡面，也是完全地認識基督。

得著基督，不是指保羅歸主的時候的目標得著基督，不是指保羅歸主的時候的目標

而是他現在的目標和將來的盼望，這個目標跟盼望，

就是越來越認識耶穌基督，與耶穌基督有更深的團契

這是一個過程，保羅在大馬色的路上，

遇見主耶穌的時候，就已經是得著基督了，

但是他想要更多地認識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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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想要更多地認識基督，

這個目標只有到末日的時候才能夠達到。



第三個部分 9‐10，所談的內容是認識基督的過程，或得著基督的兩個方面。

9「並且得以在祂裡面 ，來解釋 8「為要得著基督 ，9「並且得以在祂裡面」，來解釋 8「為要得著基督」，

換句話說，「為要得著基督」就是「得以在祂裡面」的部分意思。

「得以在祂裡面」原文直譯：「得以被發現在祂裡面」。

「被發現」這個字，有被顯出來的意思，

被顯出來的時間，既是現在的事實也是未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耶穌再來的時候這個時候就是耶穌再來的時候。

怎樣才算是得以被發現在祂裡面呢？由於保羅早已經是在基督裡了，

這個事實是透過他與主耶穌的死跟復活上的聯合發生的。這個事實是透過他與主耶穌的死跟復活上的聯合發生的。

這個時候保羅說，得以被發現在祂裡面的時候，

就是指他是與基督有完全的契合

 由於他想跟主耶穌有更深的認識，

就使得他把萬事當作是有損的，並且就在末日來臨之前，

只要他繼續不斷地住在基督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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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繼續不斷地住在基督裡面，

保羅最後的目標必定會達成

對於「得以在祂裡面」這句話，保羅接下來就用正反兩面來加以解釋…
就消極面來說，「得以在祂裡面」就等於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就消極面來說， 得以在祂裡面」就等於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

整句話是要表示，保羅得以在基督裡的方式，

這裡的「義」是用來描述保羅個人在道德上的成就，

這個成就是透過遵守律法得到的，並且試圖在神的面前要獲得稱讚。

這裡的「義」，是被兩個字或者是兩個片語所修飾，

個是我自己 另外 個是因律法一個是我自己，另外一個是因律法。

我自己，和合本翻成自己，我自己是指靠自己的努力，

這種的義的得著，是屬於我自己的義，或是自以為義這種的義的得著 是屬於我自己的義 或是自以為義

另外的就是因律法，因律法就是指著藉著遵行律法，

因此因律法而得的義，就跟 6「律法上的義」，兩者的意思是相同的，

就是指藉著遵行律法而達到的義，這種的義是不能夠使人得以在基督裡面的

而這種的義對現在的保羅來說，是他極力想要丟棄的，

因為這樣的義，是與追求過一個與基督聯合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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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樣的義，是與追求過 個與基督聯合的生命，

完全沒有用處，而且有極大的妨礙。

「得以在祂裡面」的第二方面、也是積極方面，就是

「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神而得的義 ，「乃是有信基督的義，就是因信神而得的義」，

希臘文可以翻成：乃是藉著信基督從神而來的義基於信心。

在這一句話裡面有三個片語來修飾義：

第一個片語是，因信基督或者是藉著信基督，

是表示基礎或者是根據

第二個片語是 來自神或者是來自於神 是表示來源第二個片語是，來自神或者是來自於神，是表示來源

第三個片語是，基於信心，它是說明接受的媒介

這種義跟上一種義「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 ，這種義跟上 種義「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

最大的不同點是「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

是行為方面的義，是德行方面的成就；

這個地方所說的因信基督的義，是指

人在神的面前，跟神有一個正確的關係，

它是上帝回應人的信心所賜下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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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上帝回應人的信心所賜下的義，

是人本身所沒有的。

保羅在第 10節，就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解釋「得著基督」的含義，

10「使我認識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10 使我認識基督，曉得祂復活的大能，並且曉得和祂 同受苦，效法祂的死。」

「大能」之前有一個連接詞 and，它是要解釋「認識基督」的意思

 認識基督就是認識祂復活的大能，以及認識和祂一同受苦

對保羅而言，認識基督不是一種神祕經驗，而是生命中的實際體驗，

就是「曉得祂復活的大能」，正是認識基督的第一方面。

「祂復活的大能 是神的大能 祂使基督從死裡復活「祂復活的大能」，是神的大能，祂使基督從死裡復活，

這個大能也彰顯在基督徒的新生命上面，這個新生命

是從基督—就是這位復活的基督那裡得著的。

保羅是如何認識基督復活的大能呢？

認識基督的大能是與認識基督不可分開的，

保羅是藉著持續體驗基督復活的大能，運作在他必死的身上來認識基督，

也就是在和耶穌建立一個愛與親密的關係底下，

他希望體驗運作在他身上的大能，使他能夠脫離自己的情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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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體驗運作在他身上的大能，使他能夠脫離自己的情慾，

脫離罪的影響，而進入神所賜的生命裡面，得著改變跟更新。



由此看來，保羅屬靈生命

都是靠著這個能力來維持、來更新以致於成長的，都是靠著這個能力來維持 來更新以致於成長的，

以致於他就慢慢地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

認識基督的第二方面是「和祂一同受苦」，」

原文直譯是「和祂的苦有分」，「分」的意思就是團契，

祂的苦就是指彌賽亞苦難的另外一個說法。

在猶太人的思想當中 彌賽亞來臨之前在猶太人的思想當中，彌賽亞來臨之前，

祂的子民要經歷各式各樣的痛苦

這個觀念也出現在新約，所有的基督徒，都將參與在基督的痛苦，這個觀念也出現在新約 所有的基督徒 都將參與在基督的痛苦

如同保羅在徒十四22「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

簡言之，和祂一同受苦，就是為了基督而受的苦難，

它就像基督所受的苦難一樣，

包括身體上的、精神上所受的痛苦，

而當保羅參與在基督的苦難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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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保羅參與在基督的苦難的時候，

就能夠更經歷基督復活的大能。

10「效法祂的死」，從文法上來看，這一句是作為進一步解釋「和祂一同受苦」，

保羅的書信常常會出現與基督同死，或者是與基督同活的教導，保羅的書信常常會出現與基督同死，或者是與基督同活的教導，

這個教導就包括「效法祂的死」。那什麼是「效法祂的死」呢？

就是在屬靈上跟基督的死認同，以致於就向罪死，

最能夠說明這句話的意義的經文，是羅六1‐11，
提到六3「在罪上死、受洗歸入祂的死」，還有六4「一同埋葬」…。

可見保羅所說的死 不是指肉體上的死可見保羅所說的死，不是指肉體上的死，

當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時候，信徒在屬靈上也是與祂同死；

也就是說，耶穌的死就成為他們的死，

這種與基督認同，或者說與基督連合的事，

不只是發生在信徒剛信主的時候，也發生在他們成聖的過程當中。

信徒效法祂的死，不只是與罪一刀兩斷，也包括藉著基督、與基督連合的時候，

與基督一同受苦，在這個情形底下，信徒在效法耶穌的死的過程當中，

他們的生命是慢慢地被轉變成基督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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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生命是慢慢地被轉變成基督的形狀，

以致於基督復活的生命就顯明在他們必死的身體上面。

第四個部分三11，內容是認識基督的終極目標—「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

這個目標是屬於未來的，也在羅八17表達出來：這個目標是屬於未來的，也在羅八17表達出來：

「如果我們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

當保羅提到「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的時候，

這樣的復活是信徒末日的復活，而不是指所有的

死人的復活，因此就可以稱為是義人的復活。

保羅跟基督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是一個過程，保羅跟基督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是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是到他身體復活的時候才算完成。

不過保羅在 11一開始的「或者」的意思，不是指保羅的懷疑這個可能性，不過保羅在 11 開始的 或者」的意思 不是指保羅的懷疑這個可能性

因為保羅非常確定自己將來一定復活。

「或者」是要表示保羅對將來的復活深具信心，

因此就有一個樂觀的期待。

保羅在本書其他的地方，就顯示對神的工作有極大的信心，

例如：一6保羅深信，神在腓立比信徒心中動了善工，並且必定成全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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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6保羅深信，神在腓立比信徒心中動了善工，並且必定成全這工。

照樣，他對神將來使他復活這一件事情，也是充滿信心的期待。

總結…
保羅坦白地說出他的新價值觀，和先前的想法比較，在態度上有一個非常大的轉折，保羅坦白地說出他的新價值觀，和先前的想法比較，在態度上有一個非常大的轉折，

他的新價值觀與歸主之前所持的看法，有一個天壤之別。

因為過去他認為與他有益的，現在都因耶穌當作是有損的，當作是糞土，

這樣做的目的是要 9認識基督，也可以說成是得著基督；

10在祂裏面，也可以說成是與基督聯合，

一方面是因信基督得著義的地位，另一方面一方面是因信基督得著義的地位，另一方面

是透過經歷基督復活的大能，與祂一同受苦，

並且效法祂的死來認識基督。

這個過程的終點，就是從死人中復活，是發在耶穌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保羅過去是一個自以為義的法利賽人，現在是追求神的義

以前是以肉體為誇口，現在是以認識耶穌為至寶

以前他是追求萬事、逼迫基督，現在是丟棄萬事為要得著基督

保羅的改變是何等大，他追求認識主的決心又是何等的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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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改變是何等大，他追求認識主的決心又是何等的強烈，

這樣的表現，全部都是因為認識耶穌基督。



屬靈功課…
1 保羅之所以會識破因律法而得的義的真正面目，1.保羅之所以會識破因律法而得的義的真正面目，

並且如今把過去視為有益的事，都當作是有損的，

乃是有一個無法忽略的關鍵，就是他在大馬色與耶穌相遇的經驗，

這個經驗不但改變了他的價值觀、對律法的看法、對以色列人地位的觀點，

也改變了他生命的目標，簡單地說就是改變了他的一生。

保羅的經驗也可以成為我們的借鏡 雖然我們不是每 個人保羅的經驗也可以成為我們的借鏡，雖然我們不是每一個人，

都有像保羅的大馬色經歷，但是每一個人都能夠與耶穌相遇，

這樣的相遇就是藉著神的話對我們的啟迪，這樣的相遇就是藉著神的話對我們的啟迪

在聖靈的引導下，我們以信心回應神而悔改歸主。

保羅的改變可以幫助我們檢視自己的生命，就是我對耶穌的信心

是如何表現在生活中的？我的價值觀在歸主之後，作了什麼樣的調整？

我是否常以神的話來更新自己的生命？我對世界的愛慕

是否仍然活耀在靈魂的最深處？我對神的愛是否因信主愈久而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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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仍然活耀在靈魂的最深處？我對神的愛是否因信主愈久而與日俱增？

當我們好好思想保羅的轉變的時候，就知道我們有哪些地方需要調整了。

2.保羅在他的見證裏面提到：

8「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 看作糞土 為要得著基督8「我為祂已經丟棄萬事，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

顯然保羅同時把萬事跟耶穌放在天平上，

而衡量的結果是耶穌是遠重於天平的另外一端，而衡量的結果是耶穌是遠重於天平的另外 端

於是他就毫不遲疑地作了取捨。

從保羅的觀點看，他是無法承受，獲得全世界卻失去耶穌的損失。

很少人能夠有像保羅的條件，

但是更少人能夠像他，對萬事如此徹底的放棄。

在屬靈的道路上，有多少人放下之後又撿回，

並且所撿回的比所放下的更多，

以致於就帶著 身的糞土 無力地奔走天路以致於就帶著一身的糞土，無力地奔走天路。

保羅的榜樣豈不提醒我們，除了耶穌之外，

所有個人利益的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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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個人利益的抓取

都是奔向我們前面目標的重擔跟纏累。

3.認識耶穌的途徑之一，就是藉著體驗耶穌復活的大能，

復活的大能，對保羅以及對信徒的影響是，使人能夠在基督裏過一個新的生活，復活的大能，對保羅以及對信徒的影響是，使人能夠在基督裏過 個新的生活，

就是一27「與基督的福音相稱」的生活。

一提到基督復活的大能，可能一般人會聯想到一些顯著、而且令人稱羨的事情，

譬如：在大型的聚會當中萬人歸主；一趕鬼，鬼就應聲而出；

按手禱告，病就得醫治…，
不過基督復活的大能所彰顯的層面，比那一些的現象還要來得深刻。不過基督復活的大能所彰顯的層面，比那一些的現象還要來得深刻。

認識基督的大能是與認識基督密不可分的，一個人只有和耶穌建立一個

愛和親密的關係的時候，才能夠體驗運作在他身上的大能，這個大能愛和親密的關係的時候 才能夠體驗運作在他身上的大能 這個大能

使人脫離情慾的敗壞、使生命得以更新、使人願意也能夠過一個聖潔的生活；

使人能夠勝過試探，也使人在受逼迫當中，仍然緊緊地依靠神；

最重要的，基督的大能表現在擒服那悖逆而自私的人心，

使人不再為自己活，卻為基督而活。

簡單地說，基督的大能，基督復活的大能，會使人愈來愈像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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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說，基督的大能，基督復活的大能，會使人愈來愈像耶穌，

願神幫助我們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夠有這樣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