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著標竿直跑
腓立比書 第十五課…
腓三 12‐16
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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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甚麼事上存別樣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們。
16 然而，我們到了甚麼地步，就當照著甚麼地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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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段落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 三12‐14，談保羅的追求，就是得著基督…
保羅在上一個段落提到他生命的核心，就是認識主耶穌基督為至寶，
保羅在上
個段落提到他生命的核心，就是認識主耶穌基督為至寶，
因此他一生的追求，是要「得著基督」、「得以在他裏面」、「認識基督」。
在這麼崇高的目標底下，保羅為了避免腓立比教會的信徒誤解他所說的話，
以為保羅已經到了完全的地步，
所以保羅就從 12 開始，作了一些平衡的說明。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 ，「得著 就是指得著基督，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得著」就是指得著基督，
包括與基督的聯合、有義者的地位、認識基督復活的大能、
有分於基督的苦難、效法祂的死、至終得以從死裏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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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在信主之後，就已經被神從邪惡的世代當中拯救出來，
因而就參與在主所設立的新約當中，他們就是新造的人，
並且也擁有聖靈，而成為應許的享有者。
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看，在信徒得榮耀之前，
尚有許多待成就的事情，就是他們的身體尚未得著改變，
因此也就尚未與基督榮耀的身體相似。

當保羅說他尚未得著時，就是指他在得著基督的多方面含義上還沒有到達完全。
「已經完全」，這句話跟上一句的「已經得著」，是平行而且是互相解釋的，
由於這兩件事，就是「得著」跟「完全」，都是屬於未來才能夠成就的，
如今他尚未得著，因此也就尚未完全。
在保羅的書信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已經還有尚未之間的張力存在，
救恩在某方面是已經完成了，但某方面則是尚未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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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已經」以及「尚未」之間的張力，也形成保羅繼續追求的動力，
這種「已經
以及「尚未 之間的張力 也形成保羅繼續追求的動力
使他能夠竭力追求，保羅的追求不是故作姿態，他乃是「竭力追求」。
 竭力追求在原文是
竭力追求在原文是一個字，它在新約可以作負面的意思，就是指逼迫
個字 它在新約可以作負面的意思 就是指逼迫
 也可以作正面的意義，就是指熱切地追求，在這個地方就是作正面的含義。
就正面的用法上面，在新約以及七十士譯本，常常是作象徵性的意思，
是用來指熱切地追求屬靈的目標
保羅在這個地方，所竭力追求的目標是什麼呢？
顯然就是上面所提過的，也就是 三8‐11
三8 11 的內容，
這些地方也是他尚未完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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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下一句所說的：「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
這 句話的希臘文直譯是：為的是可以得著它，
這一句話的希臘文直譯是：為的是可以得著它，
那個「它」就是指被基督耶穌得著；
所以這句話可以翻成「為的是可以得著被基督耶穌得著」 。
「或者」，不是表示不確定，而是要表示目的
「得著」是被動語態，因此可以翻譯成被基督耶穌得著
由此看來，基督拯救保羅，為的是要叫他能夠竭力追求，
這個竭力追求就是得著基督。
換句話說，為了使保羅達到竭力追求的目的，
耶穌基督已經先得著了保羅。

13 再一次的重複 12 句首所說的，但是稍微不同，他先是以「弟兄們」開始，

接著他說：「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是強調我自己，
接著他說：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是強調我自己，
而「以為」在希臘世界當中，是指按嚴格邏輯的原則所作的思考，
 有時是應用在商業的場合當中的計算，有時也使用在哲學家的思考行為
 當保羅使用「以為」的時候，是表示自我評估是經過思考所得的結論
因此保羅對自己評估的結果是，強烈地否認自己是已經完全了、或者說得著了，
他認為自己尚未得著那竭力追求的目標，因此一生就朝向這個目標前進，
他說：「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
「我只有一件事」的意思是，保羅把經歷跟能力，
集中在單一且清楚的目標上面，他絕不容許其他的事妨礙他的目標。

由此看來，保羅在這裏的重點是，
基督的工作在時間上是最先的，他自己任何的努力，
只不過是回應基督得著他的事實而已。
而基督得著保羅是什麼意思呢？
明顯的就是指保羅在大馬色的經歷當中遇見耶穌，被耶穌所拯救的這件事情。

保羅當然不只是只有一件事而已，他一生有許多的事，而且為這些事情來努力，
但是他在這個地方說「我只有一件事」的時候，
是要強調得著基督，是他生命當中最高最優先的目標；
這個時候「我只有一件事」的意思，
這個時候
我只有 件事」的意思，
就跟上一節的「我乃是竭力追求」的意思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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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的獎賞。

14「向著標竿直跑」，就是那一件事情，忘記跟努力是修飾 14 的動詞「直跑」，
件事也可以說有兩方面：消極方面是忘記背後，積極方面則是努力面前的；
一件事也可以說有兩方面：消極方面是忘記背後，積極方面則是努力面前的；
「忘記」是作象徵性的含義，表示不去介意、不去關心、不去記念，
保羅「忘記背後」的背後，原文直譯是背後的事，它是指
成為基督徒、使徒之後所達到的成就，而不是指作法利賽人時的成就。

「向著⋯直跑」表示保羅是盡全力地、心無旁騖地跑
向著 直跑」表示保羅是盡全力地、心無旁騖地跑
「標竿」是運動場的用詞，就是注視的對象，當被用在賽跑時，

就是指運動員眼睛所緊盯的終點線，因此就可以翻譯成目標
保羅向著標竿直跑有一個目標或者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得獎賞。
「獎賞」在古典希臘文是指在競賽當中得勝者所得到的獎品，
林前九24 也使用這個字，「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
人，
也使用這個字，「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
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得獎賞。」保羅的目標是贏得獎賞、獎品，
但不是藉著跑第一名，而是藉著跑完全程來贏得獎賞，
因此每一個人都可以因著跑到終點，而得到自己的獎賞。

保羅用來形容向著標竿直跑的第二個句子是「努力面前的」，
生動地說明一個運動員即將到達終點前，他的眼睛盯著目標，
動地 明 個 動員
到達
前
睛 著 標
手往前伸出身體向前彎曲的姿勢，這種全神貫注的精神，
正是要表明保羅對於追求那 件事的決心
正是要表明保羅對於追求那一件事的決心。
至於前面的、或前面的事，就是指下一節的標竿跟獎賞，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都是運動場上的用詞，
所描繪的是一個運動員比賽的圖畫，他自己就是那個賽跑者，
眼睛盯著那一條終點線，他跑得如此的專注，
以致於他絕不回頭看他剛剛跑過的路，
反而使用每一條肌肉，用盡每一分的力氣來衝向終點。

這種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得獎賞的思想，也出現在 提後四8，
只是以「冠冕」來取代「獎賞」，保羅說：「從此以後，
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
由此可知，基督徒不是要跟其他的信徒賽跑，每
由此可知，基督徒不是要跟其他的信徒賽跑，每一個基督徒賽跑的方式很特別，
個基督徒賽跑的方式很特別，
就是要跑向目標，並且是跑完全程就可以得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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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提到這個獎賞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
「召」是用來修飾「獎賞」，表示獎賞是發出呼召的神所賜的
「召 是用來修飾「獎賞 ，表示獎賞是發出呼召的神所賜的
「召」就是救恩的呼召，透過這個呼召，
信徒可以進入神的國得到救恩跟永生
這個呼召是從上面而得來的，它是引導我們到神那裏，
因此被召的信徒得以進入祂的國和祂的榮耀裏 (帖前二12)。
從文脈來看，標竿跟獎賞，所指的是同一件事情，
獎賞
都是指得著基督、與祂有完全的契合，但兩者各代表不同的角度：
 標竿是把完全的得著基督，看作是基督徒追求的對象
 獎賞是把完全的得著基督，看作是神的賞賜
保羅從神的手中所領取到的獎賞就是完全的得著基督，
並且與祂有持續的以及完全的交通，
而這樣的獎賞，也是保羅要讀者們去爭取的。
在目前的情形底下，保羅在這裏的重點很清楚，
標竿或者說目標還沒有達到，因此獎賞也就尚未得著。

第二個部分 三15‐16 所談到的是應用，這些應用就是講到當守的原則。
保羅在論完自己人生的目標之後 (三12‐14)
(三12 14)，
就在 15 以「所以」帶出結論，並且對信徒作出勸勉：
「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總要存這樣的心」，
這句裏面「凡是⋯的人」所指的不是指所有腓立比的信徒，
而是符合這個原則，所謂的這個類別的人就是完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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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b「總要存這樣的心」，原文直譯「讓我們想這個」，是指 三4‐14 的內容。

「完
「完全」在新約當中，有多方面的意思，這裏的含義是指屬靈上的成熟，
具體地說，這種屬靈上的成熟或保羅所用的「完全」這個字，是跟知識有關，
這個知識是透過對基督的認識所獲得的，它的結果就是在思想 在行為上，
這個知識是透過對基督的認識所獲得的，它的結果就是在思想、在行為上，
產生堅定的信念以及成熟度，也可以藉 16 的措詞來表達，就是
「我們到了什麼地步，就當照著什麼地步行。」
保羅把自己包括在完全人之中：「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
並沒有跟 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完全了」相衝突，因為這兩者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這邊所說的完全人，是指著屬靈上的成熟
 而在 12 是發生在末世的時候，才得以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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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提到在屬靈的事情上面，大家都要有共同的信念，但是這時候保羅想到，
可能有些人會有不當的想法，15b「若在什麼事上存別樣的心」，
若在什麼事上存別樣的心」，
跟上一句「存這樣的心」相對的，「別樣」就是指「存這樣的心」不同的事，
真正的含義是指錯誤的觀點、態度，就是和 4‐14 所講的不一樣，
在這個情形底下，神就會採取行動來引導那些人。

為什麼呢？因為保羅在這裏要信徒想的是獎賞，
而獎賞是指完全的得著基督，這個含義就是指得以在祂裏面認識基督…，
而這個又包括「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
這些論述又是從 4 由保羅個人的事件發展出來的，從那個地方開始
保羅就指出他過去一切成就的丟棄，以及現在追求的目標；
而這個目標，又是與未來的展望一致的，
由此看來所謂的「總要存這樣的心」裏面的「這個」，
所指的應該是指 三4‐14 這個段落的內容。

15b「神也必以此指示你們」，「此」原文作這個，指前面所講的什麼事，

而當「此、也」一起使用時，就可以顯示出在他們已經所擁有的知識之外，
而當「此
也
起使用時 就可以顯示出在他們已經所擁有的知識之外
神會指示他們額外的真理；這些真理，正是前面保羅所談到的這些事情。
指示」原文有啟示的意思 可以指神 耶穌基督 或者是聖靈的啟示
「指示」原文有啟示的意思，可以指神、耶穌基督，或者是聖靈的啟示，
這個地方有光照的意思，這個光照同時也就帶來更正。
因此當保羅使用這個字的時候，就表示腓立比的信徒當中，
有些人在信仰上，一旦有不正確不當看法的時候，
神會親自使他們清楚明白保羅所教導的是正確的。
雖然保羅沒有提到，神會使用什麼方式使他們明白，
但是神在信徒生命上的光照，卻是不容置疑的。

保羅在這個地方所說的「讓我們想這個」，不是指讓你們有這個，
顯示保羅把自己放在與他們同等的地位上，來追求這個倫理上的命令。
即使身為使徒，保羅並不認為，他不需要繼續地追求屬靈上的成熟，
也只有抱持這樣的態度，任何人的屬靈成長才不會停止，
保羅在這一點上顯示他的誠實，顯示他的謙卑以及他的執著，
保羅在這
點上顯示他的誠實，顯示他的謙卑以及他的執著，
也為我們立下一個非常好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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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這同樣的事」，就是指前面的那個句子所說的「我們到了什麼地步」，
如此就意味著，信徒過去在什麼狀況，現在也要繼續地保持下去。
因此整節合起來的意思就是：雖然有人對保羅上面所說的，靈性的成長
有不當的看法，但是保羅鼓勵他們在已經達到的屬靈程度底下繼續前進，
並且這樣的生活是跟他們所知的真理是一致的。

16「然而，我們到了什麼地步，就當照著什麼地步行。」

然而」，應該把它瞭解成 無論如何」，跟前面的論述合起來，
「然而」，應該把它瞭解成「無論如何」，跟前面的論述合起來，
意思就是：雖然有人對我所說的有不當的看法，
這件事情要等待神對他們有進一步的光照；
無論如何，我們現在要照著已經有的屬靈原則，繼續地往前行。
「我們到了什麼地步」的「到了」，
就是要表示基督徒在行為上，或者是在屬靈上到達某個程度。
表 基
屬
這邊的「什麼」所指的內容，就是保羅在前面的地方 三12‐14，
所提到的屬靈上的追求
所提到的屬靈上的追求。
如果是這樣的話，保羅在這個地方就是鼓勵信徒，
持續地在上述的屬靈生活上進步。
「就當照著什麼地步行」，直譯是「藉著這同樣的事去行」，
「這同樣的事」，就是指前面的句子「我們到了什麼地步」。
但是最重要的是瞭解「行 的意思，這個字在這裏是指倫理上的行，
但是最重要的是瞭解「行」的意思，這個字在這裏是指倫理上的行，
因此在意思上，就類似 一27 的那一個字，就是「行事為人」。

這一節至少讓我們有得到兩個重要的提示：
1. 保羅知道信徒在屬靈的成長的事情上面，有不當的看法，
保羅知道信徒在屬靈的成長的事情上面 有不當的看法
但是他希望他們能夠繼續地往前走，在神還沒有向某些人啟示之前，
不要讓這個議題成為屬靈成長的阻礙
不要讓這個議題成為屬靈成長的阻礙。
2. 保羅的態度，15「總要存這樣的心」，他從態度轉向實踐，
就是轉向 16「我們到了什麼地步，就當照著什麼地步行。」
這是一個平衡的做法：
保羅所談論的信仰，不只是只有態度觀念而已，
他也是跟我們的生活行為有密切的關係，
兩者需要相輔相成、互為表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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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功課…
1 當初基督得著保羅的時候，就為保羅立下
1.
當初基督得著保羅的時候，就為保羅立下一個明確的目標，就是：
個明確的目標，就是：
保羅現在竭力追求，就是要完全的得著基督；簡單的說：
 耶穌基督先得著保羅，是要叫保羅能夠完全的得著基督
 神要人與祂建立一個親密的關係，是祂拯救人的目的之一
保羅的生命一旦被基督所觸摸、所得著，就全力地回應、並且是竭力追求。

總結…
保羅的重心是 12‐14
12 14 提到他追求的目標是得著基督。
 由於他尚未得著基督，所以他就還沒有完全，
於是這就引出，他一生要竭力追求的努力
 這樣的追求對他來說，就成為他一生當中唯一的一件事。
他對於這一件事的專注，使得他只看著前面的標竿，
其他的事物都不能夠影響他 以致於使他放慢腳步或者是轉移焦點
其他的事物都不能夠影響他，以致於使他放慢腳步或者是轉移焦點
保羅向著標竿直跑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得獎賞，跟他直奔標竿是同一件事情，
都是指得著基督 或者說兩者都是指與祂有完全的契合
都是指得著基督，或者說兩者都是指與祂有完全的契合。
對於這個屬靈的目標，並不是所有的腓立比教會的信徒的看法都跟保羅一樣，
或者說他們的看法並不是都是正確的；可是保羅並不想親自糾正
他們不合適的看法，他把這方面的工作留給神來完成。
無論如何最要緊的是，保羅提醒他們在屬靈的追求上面，
還是需要照著過去既有的屬靈程度上繼續往前邁進，
才能夠在屬靈上成長跟成熟，這是保羅對他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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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們對保羅的意思要有正確的瞭解
不過我們對保羅的意思要有正確的瞭解：
得著基督，不是指一種神祕的經驗，也跟修道主義無關
 是指生活當中
是指生活當中，思想徹底的被神的旨意所影響，以致於凡事與耶穌認同
思想徹底的被神的旨意所影響 以致於凡事與耶穌認同
 不論是與基督連合、認識耶穌復活的大能、有分於基督的苦難效法祂的死，
而這樣的生命，是受造人類所能夠達到的最高境界，
也是飢渴慕義的人，心靈當中最深處的滿足
因此這段經文，是保羅現身說法地闡述他追求的目標，
立在保羅面前的標竿是完全的影響控制他的生活，
他不容自己在別的地方分心，以致於放慢腳步，甚至偏離了目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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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為保羅所設立的屬靈目標，也是為所有神的兒女設立的，既然如此，
我們就當竭力追求這個目標，在這個講究享受的世代裏面，許多人容易被
世界的價值觀所迷惑，若不是過一個渾渾噩噩舉棋不定、目標變來變去的生活，
就是受到各種誘惑的吸引。因此就在基督與世界之間猶豫徘徊，
兩相對照，保羅追求的態度是何等的嚴肅，而追求的目標又是何等的清楚呢！
2. 保羅成為基督徒之後，不管他的成就是多麼令人稱羨，都是保羅忘記的對象，
而他的忘記 不是因為患有失憶症
而他的忘記，不是因為患有失憶症，乃是不再倚靠他們、不再以他們誇口，
是不再倚靠他們 不再以他們誇
免得最終阻擋了自己跟神的關係，甚至影響在神面前的獎賞。
對保羅而言 事工的成就或成果 別人的稱讚 不是他終極的目標 耶穌才是
對保羅而言，事工的成就或成果，別人的稱讚，不是他終極的目標，耶穌才是。
同樣的，他所誇的，不是他的成就或者是使徒身分、或者是他所得到的啟示，
他所誇的乃是耶穌基督。
保羅的榜樣對每一個神的兒女，特別有提醒跟勉勵之效，
我們如果不定睛在耶穌基督身上，以致於另立目標、另尋依靠，
我們就會在混雜的不單純的動機底下，
我們的事奉跟生活就不會討神的喜悅，也不會蒙神的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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