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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归主后的价值观保罗归主后的价值观

腓三7‐11
7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8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9并且得以在他里面 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9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 神而来的义，

10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11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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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段落里面，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三7…
在前面的经文 当保罗一项一项地数算过去他的特权跟成就的时候在前面的经文，当保罗 项 项地数算过去他的特权跟成就的时候，

在7有巨大的转折：对这些曾经视为是可以夸口的事物，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一开始「只是我先前以为于我有益的」，表示 5、6 所列出的各项的条件，

对当时的保罗是有真正的益处，按照他身为一个法利赛人，

对当时那些事情的评估，他的结论是：这些都是有益的
不过保罗的态度透过「只是」这个用字 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不过保罗的态度透过「只是」这个用字，就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他把过去的成就跟现在作一个对比，

并且指出他改变态度的根本原因是「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保罗之所以不把前面两节所提到的事情包括：割礼、圣约之民的特权、

血统纯正的犹太人、法利赛人、热心、无可指摘，

他不把那些当作是有益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是假设性的，
或者是具有邪恶的本质，而是因基督的缘故。

「因基督」这个片语 是指因为基督或者说是因为基督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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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基督」这个片语，是指因为基督或者说是因为基督的事实，

而不是为基督的缘故…

这就可以显示，保罗在大马色跟基督相遇之后，就成为他改变态度的关键点，
在那一次事件之后 他对基督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跟经历在那一次事件之后，他对基督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跟经历，

以致于他的价值观跟人生的态度起了一个空前的变化。

这个变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把他过去所认为对他有益的事情，
现在都因基督把它们当作是有损的。

「有损的」在原文是一个字，有损失、失去、不利，或者是废弃的意思，
在希腊 曾 是 在商 的 界 来 金钱或者是货 的 失在希腊文曾经是用在商业的世界里面，用来指金钱或者是货物上的损失，

之后这个字就转变成具有道德、属灵上的含义。

当保罗在这个地方使用「当作」还有加上「有损的」，两个加起来是要表示当保罗在这个地方使用「当作」还有加上「有损的」，两个加起来是要表示
过去他视为的有益事物，曾经被一件一件的计算而且珍惜

如今保罗不仅不把它们当作是宝贵的，而且是会使人亏损的是没有价值的，

因为那一些事只会使人自以为义，拦阻人成为基督徒

保罗过去的经历，就可以为这件事情作见证，
保罗曾经依靠律法 热心于律法 不过这些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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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曾经依靠律法，热心于律法，不过这些的追求，
非但不能够使他讨上帝的喜悦，反而使他成为逼迫教会拦阻福音的罪人。



第二个部分就是三8，是保罗生命的核心价值…
他不只是把先前与他有益的当作是有损的，他也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他不只是把先前与他有益的当作是有损的，他也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

7「先前与我有益的」跟 8「万事」，这两者所谈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7「先前与我有益的」是指 5‐6 所说的那七件事情

 8「万事」范围是更广的，可能还包括他的罗马公民权、物质上的财物、

在社会当中所拥有的名声、地位…。总而言之，一切会妨碍他认识耶稣、

妨碍他信靠耶稣的任何事情妨碍他信靠耶稣的任何事情，

都是属于万事的范围

保罗之所以会做出异于一般人的决定，
是「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在意思上，8是上一节的扩大还有进展，
基督都当作 有损的 我以认识我主 稣基督为 宝7「因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8则是「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也就是从负面的角度进展到正面的说法。
这一句话的「至宝」 在原文的意思是超越 优于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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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句话的「至宝」，在原文的意思是超越、优于的意思，

这个地方他是要表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的价值，可以超越认识耶稣基督。

「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一句话在原文的文法上来说，
「至宝」跟「认识」 这两者的关系是同位的关系「至宝」跟「认识」，这两者的关系是同位的关系，

意思就是，至宝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常常提到认识神，在这个地方认识的对象是「我主耶稣基督」，

「认识」在保罗的用法，它是一个宗教上的字汇，保罗对于认识的使用，
是受到旧约思想的规范，并且也是承继旧约的用法。

旧约所谓的认识神 就是指过一个与神有亲密关系的生活旧约所谓的认识神，就是指过一个与神有亲密关系的生活，

而这种的生活，是以顺服神以及爱神来表现

新约也是延续这个意义，保罗把旧约的认识神这个主题，

应用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就是表示基督徒要建立一个与耶稣的亲密关系，

它就包括经验耶稣的爱，并且用爱来回应耶稣

认识主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美德，
而是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的基础，

保罗要强调的是世界上唯一有价值的知识 就是认识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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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要强调的是世界上唯 有价值的知识，就是认识耶稣基督，

这个知识是如此的宝贵，以致于它可以弥补任何的损失。

保罗接着以一个句子，来补充上面刚刚所说的—
「我为祂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我为祂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这一句话「为祂」当中的「为」，是指因为。
保罗因为与基督相遇，而认识耶稣是弥赛亚，这样的经历使他把万事丢弃，

把它们视为是有损的，并且把它们当作是粪土。
丢弃是表示保罗自愿放弃一切，要注意的事情是：

保罗的丢弃是真的丢弃 因此他的损失也是真实的保罗的丢弃是真的丢弃，因此他的损失也是真实的，

并不是假装夸口损失，实际上却在某个地方大获其利

他的丢弃也不是纯理论的，他所说的就是他所做的

保罗并不只丢弃万物，他更进一步地说，是要把它们看作粪土，
「看作粪土」当中的「粪土」，有多重的含义：可以指排泄物就是粪便、

指垃圾就是废物，可以指馊水、馊水就是饭后的残渣、残羹…，
但是不论如何，这个字作怎样的了解，保罗的意思非常清楚：

就是万事现在对保罗来说 是没有用处 是没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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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万事现在对保罗来说，是没有用处、是没有价值，

是惹人讨厌的，就像粪土一样。

如此一来，那原本被犹太主义者视为可以夸口的凭借，

如今却被保罗用最轻视 最轻蔑的语言 用在他们身上如今却被保罗用最轻视、最轻蔑的语言，用在他们身上。

保罗丢弃万事，并且把万物当作是粪土，并非是毫无目的，
他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为要得着基督」。
这里的得着，不是指获得或者是拥有，如同我们对物质的得到，

它是跟 9「得以在祂里面」、10「认识基督」，这两处的意思平行。

换句话说，完全地得着基督的意思，就等于是
完全地得以在祂里面，也是完全地认识基督。

得着基督 不是指保罗归主的时候的目标得着基督，不是指保罗归主的时候的目标

而是他现在的目标和将来的盼望，这个目标跟盼望，

就是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有更深的团契

这是一个过程，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
遇见主耶稣的时候，就已经是得着基督了，
但是他想要更多地认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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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想要更多地认识基督，

这个目标只有到末日的时候才能够达到。



第三个部分 9‐10，所谈的内容是认识基督的过程，或得着基督的两个方面。
9「并且得以在祂里面」 来解释8「为要得着基督」9「并且得以在祂里面」，来解释8「为要得着基督」，

换句话说，「为要得着基督」就是「得以在祂里面」的部分意思。
「得以在祂里面」原文直译：「得以被发现在祂里面」。

「被发现」这个字，有被显出来的意思，
被显出来的时间，既是现在的事实也是未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

怎样才算是得以被发现在祂里面呢？由于保罗早已经是在基督里了，
这个事实是透过他与主耶稣的死跟复活上的联合发生的这个事实是透过他与主耶稣的死跟复活上的联合发生的。

这个时候保罗说，得以被发现在祂里面的时候，

就是指他是与基督有完全的契合
 由于他想跟主耶稣有更深的认识，

就使得他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并且就在末日来临之前，

只要他继续不断地住在基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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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他继续不断地住在基督里面，

保罗最后的目标必定会达成

对于「得以在祂里面」这句话，保罗接下来就用正反两面来加以解释…
就消极面来说 「得以在祂里面」就等于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就消极面来说，「得以在祂里面」就等于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整句话是要表示，保罗得以在基督里的方式，
这里的「义」是用来描述保罗个人在道德上的成就，

这个成就是透过遵守律法得到的，并且试图在神的面前要获得称赞。

这里的「义」，是被两个字或者是两个片语所修饰，
个是我自己 另外 个是因律法一个是我自己，另外一个是因律法。

我自己，和合本翻成自己，我自己是指靠自己的努力，

这种的义的得着，是属于我自己的义，或是自以为义这种的义的得着，是属于我自己的义，或是自以为义
另外的就是因律法，因律法就是指着借着遵行律法，

因此因律法而得的义，就跟 6「律法上的义」，两者的意思是相同的，

就是指借着遵行律法而达到的义，这种的义是不能够使人得以在基督里面的

而这种的义对现在的保罗来说，是他极力想要丢弃的，
因为这样的义 是与追求过一个与基督联合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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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样的义，是与追求过 个与基督联合的生命，
完全没有用处，而且有极大的妨碍。

「得以在祂里面」的第二方面、也是积极方面，就是
「乃是有信基督的义 就是因信神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得的义」，

希腊文可以翻成：乃是借着信基督从神而来的义基于信心。

在这一句话里面有三个片语来修饰义：
第一个片语是，因信基督或者是借着信基督，

是表示基础或者是根据

第二个片语是 来自神或者是来自于神 是表示来源第二个片语是，来自神或者是来自于神，是表示来源

第三个片语是，基于信心，它是说明接受的媒介

这种义跟上一种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这种义跟上 种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最大的不同点是「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

是行为方面的义，是德行方面的成就；
这个地方所说的因信基督的义，是指

人在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它是上帝回应人的信心所赐下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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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上帝回应人的信心所赐下的义，

是人本身所没有的。

保罗在第10节，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得着基督」的含义，
10「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祂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祂一同受苦 效法祂的死 」10「使我认识基督，晓得祂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祂 同受苦，效法祂的死。」

「大能」之前有一个连接词 and，它是要解释「认识基督」的意思

 认识基督就是认识祂复活的大能，以及认识和祂一同受苦
对保罗而言，认识基督不是一种神秘经验，而是生命中的实际体验，

就是「晓得祂复活的大能」，正是认识基督的第一方面。
「祂复活的大能」 是神的大能 祂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祂复活的大能」，是神的大能，祂使基督从死里复活，

这个大能也彰显在基督徒的新生命上面，这个新生命

是从基督—就是这位复活的基督那里得着的。

保罗是如何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呢？
认识基督的大能是与认识基督不可分开的，

保罗是借着持续体验基督复活的大能，运作在他必死的身上来认识基督，

也就是在和耶稣建立一个爱与亲密的关系底下，
他希望体验运作在他身上的大能 使他能够脱离自己的情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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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体验运作在他身上的大能，使他能够脱离自己的情欲，
脱离罪的影响，而进入神所赐的生命里面，得着改变跟更新。



由此看来，保罗属灵生命
都是靠着这个能力来维持 来更新以致于成长的都是靠着这个能力来维持、来更新以致于成长的，

以致于他就慢慢地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

认识基督的第二方面是「和祂一同受苦」，
原文直译是「和祂的苦有分」，「分」的意思就是团契，

祂的苦就是指弥赛亚苦难的另外一个说法。
在犹太人的思想当中 弥赛亚来临之前在犹太人的思想当中，弥赛亚来临之前，

祂的子民要经历各式各样的痛苦

这个观念也出现在新约，所有的基督徒，都将参与在基督的痛苦，这个观念也出现在新约，所有的基督徒，都将参与在基督的痛苦，

如同保罗在 徒十四22「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简言之，和祂一同受苦，就是为了基督而受的苦难，

它就像基督所受的苦难一样，
包括身体上的、精神上所受的痛苦，

而当保罗参与在基督的苦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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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保罗参与在基督的苦难的时候，

就能够更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

10「效法祂的死」，从文法上来看，这一句是作为进一步解释「和祂一同受苦」，
保罗的书信常常会出现与基督同死 或者是与基督同活的教导保罗的书信常常会出现与基督同死，或者是与基督同活的教导，

这个教导就包括「效法祂的死」。那什么是「效法祂的死」呢？

就是在属灵上跟基督的死认同，以致于就向罪死，
最能够说明这句话的意义的经文，是罗六1‐11，

提到六3「在罪上死、受洗归入祂的死」，还有六4「一同埋葬」…。
可见保罗所说的死 不是指肉体上的死可见保罗所说的死，不是指肉体上的死，

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信徒在属灵上也是与祂同死；

也就是说，耶稣的死就成为他们的死，
这种与基督认同，或者说与基督连合的事，

不只是发生在信徒刚信主的时候，也发生在他们成圣的过程当中。

信徒效法祂的死，不只是与罪一刀两断，也包括借着基督、与基督连合的时候，

与基督一同受苦，在这个情形底下，信徒在效法耶稣的死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生命是慢慢地被转变成基督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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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生命是慢慢地被转变成基督的形状，
以致于基督复活的生命就显明在他们必死的身体上面。

第四个部分三11，内容是认识基督的终极目标—「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这个目标是属于未来的 也在罗八17表达出来：这个目标是属于未来的，也在罗八17表达出来：

「如果我们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荣耀。」
当保罗提到「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这样的复活是信徒末日的复活，而不是指所有的

死人的复活，因此就可以称为是义人的复活。

保罗跟基督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 是一个过程保罗跟基督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是到他身体复活的时候才算完成。

不过保罗在11一开始的「或者」的意思，不是指保罗的怀疑这个可能性，不过保罗在11 开始的「或者」的意思，不是指保罗的怀疑这个可能性，
因为保罗非常确定自己将来一定复活。

「或者」是要表示保罗对将来的复活深具信心，

因此就有一个乐观的期待。

保罗在本书其他的地方，就显示对神的工作有极大的信心，
例如：一6保罗深信 神在腓立比信徒心中动了善工 并且必定成全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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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6保罗深信，神在腓立比信徒心中动了善工，并且必定成全这工。
照样，他对神将来使他复活这一件事情，也是充满信心的期待。

总结…
保罗坦白地说出他的新价值观 和先前的想法比较 在态度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保罗坦白地说出他的新价值观，和先前的想法比较，在态度上有 个非常大的转折，

他的新价值观与归主之前所持的看法，有一个天壤之别。

因为过去他认为与他有益的，现在都因耶稣当作是有损的，当作是粪土，
这样做的目的是要9认识基督，也可以说成是得着基督；

10在祂里面，也可以说成是与基督联合，
一方面是因信基督得着义的地位 另一方面一方面是因信基督得着义的地位，另一方面

是透过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与祂一同受苦，
并且效法祂的死来认识基督。

这个过程的终点，就是从死人中复活，是发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保罗过去是一个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现在是追求神的义
以前是以肉体为夸口，现在是以认识耶稣为至宝

以前他是追求万事、逼迫基督，现在是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

保罗的改变是何等大 他追求认识主的决心又是何等的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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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的改变是何等大，他追求认识主的决心又是何等的强烈，
这样的表现，全部都是因为认识耶稣基督。



属灵功课…
1 保罗之所以会识破因律法而得的义的真正面目，1.保罗之所以会识破因律法而得的义的真正面目，

并且如今把过去视为有益的事，都当作是有损的，
乃是有一个无法忽略的关键，就是他在大马色与耶稣相遇的经验，

这个经验不但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对律法的看法、对以色列人地位的观点，

也改变了他生命的目标，简单地说就是改变了他的一生。

保罗的经验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镜 虽然我们不是每 个人保罗的经验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镜，虽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
都有像保罗的大马色经历，但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与耶稣相遇，

这样的相遇就是借着神的话对我们的启迪，这样的相遇就是借着神的话对我们的启迪，
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以信心回应神而悔改归主。

保罗的改变可以帮助我们检视自己的生命，就是我对耶稣的信心
价值是如何表现在生活中的？我的价值观在归主之后，作了什么样的调整？

我是否常以神的话来更新自己的生命？我对世界的爱慕

是否仍然活耀在灵魂的最深处？我对神的爱是否因信主愈久而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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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仍然活耀在灵魂的最深处？我对神的爱是否因信主愈久而与日俱增？

当我们好好思想保罗的转变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调整了。

2.保罗在他的见证里面提到：
8「我为祂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得着基督」8「我为祂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显然保罗同时把万事跟耶稣放在天平上，
而衡量的结果是耶稣是远重于天平的另外一端，端，

于是他就毫不迟疑地作了取舍。
从保罗的观点看，他是无法承受，获得全世界却失去耶稣的损失。

很少人能够有像保罗的条件，
但是更少人能够像他，对万事如此彻底的放弃。

在属灵的道路上，有多少人放下之后又捡回，

并且所捡回的比所放下的更多，

以致于就带着 身的粪土 无力地奔走天路以致于就带着一身的粪土，无力地奔走天路。

保罗的榜样岂不提醒我们，除了耶稣之外，
所有个人利益的抓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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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抓 ，
都是奔向我们前面目标的重担跟缠累。

3.认识耶稣的途径之一，就是借着体验耶稣复活的大能，
复活的大能 对保罗以及对信徒的影响是 使人能够在基督里过一个新的生活复活的大能，对保罗以及对信徒的影响是，使人能够在基督里过 个新的生活，

就是 一27「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的生活。

一提到基督复活的大能，可能一般人会联想到一些显著、而且令人称羡的事情，
譬如：在大型的聚会当中万人归主；一赶鬼，鬼就应声而出；

按手祷告，病就得医治…，
不过基督复活的大能所彰显的层面 比那一些的现象还要来得深刻不过基督复活的大能所彰显的层面，比那 些的现象还要来得深刻。

认识基督的大能是与认识基督密不可分的，一个人只有和耶稣建立一个
爱和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才能够体验运作在他身上的大能，这个大能爱和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才能够体验运作在他身上的大能，这个大能

使人脱离情欲的败坏、使生命得以更新、使人愿意也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使人能够胜过试探，也使人在受逼迫当中，仍然紧紧地依靠神；
最重要的，基督的大能表现在擒服那悖逆而自私的人心，

使人不再为自己活，却为基督而活。
简单地说 基督的大能 基督复活的大能 会使人愈来愈像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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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基督的大能，基督复活的大能，会使人愈来愈像耶稣，

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有这样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