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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标竿直跑向着标竿直跑

腓三12‐16
12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是说我 着 ， 完全 ；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13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14向着标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15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15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

若在甚么事上存别样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16然而，我们到了甚么地步，就当照着甚么地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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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段落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三12‐14，谈保罗的追求，就是得着基督…
保罗在上一个段落提到他生命的核心 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保罗在上 个段落提到他生命的核心，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

因此他一生的追求，是要「得着基督」、「得以在他里面」、「认识基督」。

在这么崇高的目标底下，保罗为了避免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误解他所说的话，
以为保罗已经到了完全的地步，

所以保罗就从 12开始，作了一些平衡的说明。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得着」就是指得着基督「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得着」就是指得着基督，

包括与基督的联合、有义者的地位、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

有分于基督的苦难、效法祂的死、至终得以从死里复活。

当保罗说他尚未得着时，就是指他在得着基督的多方面含义上还没有到达完全。
「已经完全」，这句话跟上一句的「已经得着」，是平行而且是互相解释的，

由于这两件事，就是「得着」跟「完全」，都是属于未来才能够成就的，

如今他尚未得着，因此也就尚未完全。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还有尚未之间的张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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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还有尚未之间的张力存在，
救恩在某方面是已经完成了，但某方面则是尚未成就。

一个人在信主之后，就已经被神从邪恶的世代当中拯救出来，
因而就参与在主所设立的新约当中 他们就是新造的人因而就参与在主所设立的新约当中，他们就是新造的人，

并且也拥有圣灵，而成为应许的享有者。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信徒得荣耀之前，

尚有许多待成就的事情，就是他们的身体尚未得着改变，

因此也就尚未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种「已经」以及「尚未」之间的张力 也形成保罗继续追求的动力这种「已经」以及「尚未」之间的张力，也形成保罗继续追求的动力，
使他能够竭力追求，保罗的追求不是故作姿态，他乃是「竭力追求」。
竭力追求在原文是一个字，它在新约可以作负面的意思，就是指逼迫竭力追求在原文是 个字，它在新约可以作负面的意思，就是指逼迫

也可以作正面的意义，就是指热切地追求，在这个地方就是作正面的含义。

就正面的用法上面，在新约以及七十士译本，常常是作象征性的意思，

是用来指热切地追求属灵的目标
保罗在这个地方，所竭力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

显然就是上面所提过的 也就是三8 11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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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就是上面所提过的，也就是三8‐11的内容，
这些地方也是他尚未完全的地方。



保罗在下一句所说的：「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这一句话的希腊文直译是：为的是可以得着它这 句话的希腊文直译是：为的是可以得着它，

那个「它」就是指被基督耶稣得着；
所以这句话可以翻成「为的是可以得着被基督耶稣得着」。

「或者」，不是表示不确定，而是要表示目的

「得着」是被动语态，因此可以翻译成被基督耶稣得着
由此看来 基督拯救保罗 为的是要叫他能够竭力追求由此看来，基督拯救保罗，为的是要叫他能够竭力追求，

这个竭力追求就是得着基督。
换句话说，为了使保罗达到竭力追求的目的，

耶稣基督已经先得着了保罗。

由此看来，保罗在这里的重点是，
基督的工作在时间上是最先的，他自己任何的努力，

只不过是回应基督得着他的事实而已。

而基督得着保罗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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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基督得着保罗是什么意思呢？
明显的就是指保罗在大马色的经历当中遇见耶稣，被耶稣所拯救的这件事情。

13再一次的重复 12句首所说的，但是稍微不同，他先是以「弟兄们」开始，
接着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是强调我自己接着他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是强调我自己，

而「以为」在希腊世界当中，是指按严格逻辑的原则所作的思考，
有时是应用在商业的场合当中的计算，有时也使用在哲学家的思考行为

当保罗使用「以为」的时候，是表示自我评估是经过思考所得的结论
因此保罗对自己评估的结果是，强烈地否认自己是已经完全了、或者说得着了，

他认为自己尚未得着那竭力追求的目标 因此一生就朝向这个目标前进他认为自己尚未得着那竭力追求的目标，因此一生就朝向这个目标前进，
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我只有一件事」的意思是，保罗把经历跟能力，

集中在单一且清楚的目标上面，他绝不容许其他的事妨碍他的目标。

保罗当然不只是只有一件事而已，他一生有许多的事，而且为这些事情来努力，
但是他在这个地方说「我只有一件事」的时候，

是要强调得着基督，是他生命当中最高最优先的目标；
这个时候「我只有一件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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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我只有 件事」的意思，

就跟上一节的「我乃是竭力追求」的意思是相似的。

14「向着标竿直跑」，就是那一件事情，忘记跟努力是修饰 14的动词「直跑」，
一件事也可以说有两方面：消极方面是忘记背后 积极方面则是努力面前的；件事也可以说有两方面：消极方面是忘记背后，积极方面则是努力面前的；
「忘记」是作象征性的含义，表示不去介意、不去关心、不去记念，

保罗「忘记背后」的背后，原文直译是背后的事，它是指

成为基督徒、使徒之后所达到的成就，而不是指作法利赛人时的成就。

保罗用来形容向着标竿直跑的第二个句子是「努力面前的」，
生动地说明 个运动员 将到达终点前 他的眼睛 着目标生动地说明一个运动员即将到达终点前，他的眼睛盯着目标，

手往前伸出身体向前弯曲的姿势，这种全神贯注的精神，

正是要表明保罗对于追求那一件事的决心。正是要表明保罗对于追求那 件事的决心。

至于前面的、或前面的事，就是指下一节的标竿跟奖赏，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竿直跑」都是运动场上的用词，
所描绘的是一个运动员比赛的图画，他自己就是那个赛跑者，

眼睛盯着那一条终点线，他跑得如此的专注，

以致于他绝不回头看他刚刚跑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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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于他绝不回头看他刚刚跑过的路，

反而使用每一条肌肉，用尽每一分的力气来冲向终点。

14向着标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
「向着⋯直跑」表示保罗是尽全力地 心无旁骛地跑「向着 直跑」表示保罗是尽全力地、心无旁骛地跑

「标竿」是运动场的用词，就是注视的对象，当被用在赛跑时，

就是指运动员眼睛所紧盯的终点线，因此就可以翻译成目标
保罗向着标竿直跑有一个目标或者说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得奖赏。

「奖赏」在古典希腊文是指在竞赛当中得胜者所得到的奖品，

林前九24也使用这个字 「在场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奖赏的只有 人林前九24也使用这个字，「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保罗的目标是赢得奖赏、奖品，

但不是借着跑第一名，而是借着跑完全程来赢得奖赏，
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跑到终点，而得到自己的奖赏。

这种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得奖赏的思想，也出现在提后四8，
只是以「冠冕」来取代「奖赏」，保罗说：「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祂显现的人。」
由此可知 基督徒不是要跟其他的信徒赛跑 每一个基督徒赛跑的方式很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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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基督徒不是要跟其他的信徒赛跑，每 个基督徒赛跑的方式很特别，
就是要跑向目标，并且是跑完全程就可以得奖赏。



保罗提到这个奖赏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
「召」是用来修饰「奖赏」 表示奖赏是发出呼召的神所赐的「召」是用来修饰「奖赏」，表示奖赏是发出呼召的神所赐的
「召」就是救恩的呼召，透过这个呼召，

信徒可以进入神的国得到救恩跟永生

这个呼召是从上面而得来的，它是引导我们到神那里，
因此被召的信徒得以进入祂的国和祂的荣耀里 (帖前二12)。

从文脉来看 标竿跟奖赏 所指的是 件事情从文脉来看，标竿跟奖赏，所指的是同一件事情，
都是指得着基督、与祂有完全的契合，但两者各代表不同的角度：

标竿是把完全的得着基督 看作是基督徒追求的对象标竿是把完全的得着基督，看作是基督徒追求的对象
奖赏是把完全的得着基督，看作是神的赏赐

保罗从神的手中所领取到的奖赏就是完全的得着基督，
并且与祂有持续的以及完全的交通，

而这样的奖赏，也是保罗要读者们去争取的。
在目前的情形底下 保罗在这里的重点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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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情形底下，保罗在这里的重点很清楚，

标竿或者说目标还没有达到，因此奖赏也就尚未得着。

第二个部分三15‐16所谈到的是应用，这些应用就是讲到当守的原则。
保罗在论完自己人生的目标之后 (三12 14)保罗在论完自己人生的目标之后 (三12‐14)，

就在 15 以「所以」带出结论，并且对信徒作出劝勉：

「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
这句里面「凡是…的人」所指的不是指所有腓立比的信徒，

而是符合这个原则，所谓的这个类别的人就是完全人。

「完全」在新约 中 有多方 的意思 这里的含义是指属灵上的成熟「完全」在新约当中，有多方面的意思，这里的含义是指属灵上的成熟，
具体地说，这种属灵上的成熟或保罗所用的「完全」这个字，是跟知识有关，

这个知识是透过对基督的认识所获得的 它的结果就是在思想、在行为上这个知识是透过对基督的认识所获得的，它的结果就是在思想、在行为上，

产生坚定的信念以及成熟度，也可以藉 16 的措词来表达，就是

「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保罗把自己包括在完全人之中：「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

并没有跟12「这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相冲突，因为这两者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这边所说的完全人 是指着属灵上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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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所说的完全人，是指着属灵上的成熟
而在 12 是发生在末世的时候，才得以完全

15b「总要存这样的心」，原文直译「让我们想这个」，是指三4‐14的内容。
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这里要信徒想的是奖赏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这里要信徒想的是奖赏，

而奖赏是指完全的得着基督，这个含义就是指得以在祂里面认识基督…，

而这个又包括「和祂一同受苦，效法祂的死」，

这些论述又是从 4由保罗个人的事件发展出来的，从那个地方开始
保罗就指出他过去一切成就的丢弃，以及现在追求的目标；

而这个目标 又是与未来的展望一致的而这个目标，又是与未来的展望一致的，
由此看来所谓的「总要存这样的心」里面的「这个」，

所指的应该是指三4‐14 这个段落的内容。

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说的「让我们想这个」，不是指让你们有这个，
显示保罗把自己放在与他们同等的地位上，来追求这个伦理上的命令。

即使身为使徒，保罗并不认为，他不需要继续地追求属灵上的成熟，

也只有抱持这样的态度，任何人的属灵成长才不会停止，

保罗在这一点上显示他的诚实 显示他的谦卑以及他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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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在这 点上显示他的诚实，显示他的谦卑以及他的执着，
也为我们立下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保罗提到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大家都要有共同的信念，但是这时候保罗想到，
可能有些人会有不当的想法 15b「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可能有些人会有不当的想法，15b「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

跟上一句「存这样的心」相对的，「别样」就是指「存这样的心」不同的事，
真正的含义是指错误的观点、态度，就是和 4‐14 所讲的不一样，

在这个情形底下，神就会采取行动来引导那些人。

15b「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此」原文作这个，指前面所讲的什么事，
而当「此 也」 起使用时 就可以显示出在他们已经所拥有的知识之外而当「此、也」一起使用时，就可以显示出在他们已经所拥有的知识之外，

神会指示他们额外的真理；这些真理，正是前面保罗所谈到的这些事情。
「指示」原文有启示的意思，可以指神、耶稣基督，或者是圣灵的启示，「指示」原文有启示的意思，可以指神、耶稣基督，或者是圣灵的启示，

这个地方有光照的意思，这个光照同时也就带来更正。

因此当保罗使用这个字的时候，就表示腓立比的信徒当中，
有些人在信仰上，一旦有不正确不当看法的时候，

神会亲自使他们清楚明白保罗所教导的是正确的。
虽然保罗没有提到 神会使用什么方式使他们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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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保罗没有提到，神会使用什么方式使他们明白，

但是神在信徒生命上的光照，却是不容置疑的。



16「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然而」 应该把它了解成「无论如何」 跟前面的论述合起来「然而」，应该把它了解成「无论如何」，跟前面的论述合起来，

意思就是：虽然有人对我所说的有不当的看法，

这件事情要等待神对他们有进一步的光照；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要照着已经有的属灵原则，继续地往前行。

「我们到了什么地步」的「到了」，
就是要表 基督徒在行为上 或者是在属灵上到达某个程度就是要表示基督徒在行为上，或者是在属灵上到达某个程度。

这边的「什么」所指的内容，就是保罗在前面的地方三12‐14，
所提到的属灵上的追求。所提到的属灵上的追求。

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是鼓励信徒，

持续地在上述的属灵生活上进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直译是「借着这同样的事去行」，
「这同样的事」，就是指前面的句子「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但是最重要的是了解「行」的意思 这个字在这里是指伦理上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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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重要的是了解「行」的意思，这个字在这里是指伦理上的行，

因此在意思上，就类似一27 的那一个字，就是「行事为人」。

此外「这同样的事」，就是指前面的那个句子所说的「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如此就意味着 信徒过去在什么状况 现在也要继续地保持下去如此就意味着，信徒过去在什么状况，现在也要继续地保持下去。

因此整节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虽然有人对保罗上面所说的，灵性的成长

有不当的看法，但是保罗鼓励他们在已经达到的属灵程度底下继续前进，

并且这样的生活是跟他们所知的真理是一致的。

这一节至少让我们有得到两个重要的提示：
保罗知道信徒在属灵的成长的事情上面 有不当的看法1.保罗知道信徒在属灵的成长的事情上面，有不当的看法，
但是他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地往前走，在神还没有向某些人启示之前，

不要让这个议题成为属灵成长的阻碍。不要让这个议题成为属灵成长的阻碍。

2.保罗的态度，15「总要存这样的心」，他从态度转向实践，
就是转向16「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这是一个平衡的做法：
保罗所谈论的信仰，不只是只有态度观念而已，

他也是跟我们的生活行为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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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是跟我们的生活行为有密切的关系，

两者需要相辅相成、互为表里。

总结…
保罗的重心是 12 14提到他追求的目标是得着基督保罗的重心是 12‐14提到他追求的目标是得着基督。

由于他尚未得着基督，所以他就还没有完全，

于是这就引出，他一生要竭力追求的努力

这样的追求对他来说，就成为他一生当中唯一的一件事。

他对于这一件事的专注，使得他只看着前面的标竿，

其他的事物都不能够影响他 以致于使他放慢脚步或者是转移焦点其他的事物都不能够影响他，以致于使他放慢脚步或者是转移焦点

保罗向着标竿直跑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得奖赏，跟他直奔标竿是同一件事情，
都是指得着基督，或者说两者都是指与祂有完全的契合。都是指得着基督，或者说两者都是指与祂有完全的契合。

对于这个属灵的目标，并不是所有的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看法都跟保罗一样，
或者说他们的看法并不是都是正确的；可是保罗并不想亲自纠正

他们不合适的看法，他把这方面的工作留给神来完成。
无论如何最要紧的是，保罗提醒他们在属灵的追求上面，

还是需要照着过去既有的属灵程度上继续往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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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需要照着过去既有的属灵程度上继续往前迈进，

才能够在属灵上成长跟成熟，这是保罗对他们的期待。

属灵功课…
1 当初基督得着保罗的时候 就为保罗立下一个明确的目标 就是：1.当初基督得着保罗的时候，就为保罗立下 个明确的目标，就是：

保罗现在竭力追求，就是要完全的得着基督；简单的说：
耶稣基督先得着保罗，是要叫保罗能够完全的得着基督
神要人与祂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是祂拯救人的目的之一

保罗的生命一旦被基督所触摸、所得着，就全力地回应、并且是竭力追求。

不过我们对保罗的意思要有正确的了解不过我们对保罗的意思要有正确的了解：
得着基督，不是指一种神秘的经验，也跟修道主义无关

是指生活当中，思想彻底的被神的旨意所影响，以致于凡事与耶稣认同是指生活当中，思想彻底的被神的旨意所影响，以致于凡事与耶稣认同
不论是与基督连合、认识耶稣复活的大能、有分于基督的苦难效法祂的死，

而这样的生命，是受造人类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

也是饥渴慕义的人，心灵当中最深处的满足
因此这段经文，是保罗现身说法地阐述他追求的目标，

立在保罗面前的标竿是完全的影响控制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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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保罗面前的标竿是完全的影响控制他的生活，
他不容自己在别的地方分心，以致于放慢脚步，甚至偏离了目标。



基督为保罗所设立的属灵目标，也是为所有神的儿女设立的，既然如此，
我们就当竭力追求这个目标 在这个讲究享受的世代里面 许多人容易被我们就当竭力追求这个目标，在这个讲究享受的世代里面，许多人容易被

世界的价值观所迷惑，若不是过一个浑浑噩噩举棋不定、目标变来变去的生活，

就是受到各种诱惑的吸引。因此就在基督与世界之间犹豫徘徊，

两相对照，保罗追求的态度是何等的严肃，而追求的目标又是何等的清楚呢！

2.保罗成为基督徒之后，不管他的成就是多么令人称羡，都是保罗忘记的对象，
他的忘记 不是因为患有失忆症 乃是不再倚靠他们 不再以他们夸口而他的忘记，不是因为患有失忆症，乃是不再倚靠他们、不再以他们夸口，
免得最终阻挡了自己跟神的关系，甚至影响在神面前的奖赏。

对保罗而言，事工的成就或成果，别人的称赞，不是他终极的目标，耶稣才是。对保罗而言，事工的成就或成果，别人的称赞，不是他终极的目标，耶稣才是。

同样的，他所夸的，不是他的成就或者是使徒身分、或者是他所得到的启示，

他所夸的乃是耶稣基督。
保罗的榜样对每一个神的儿女，特别有提醒跟勉励之效，

我们如果不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以致于另立目标、另寻依靠，

我们就会在混杂的不单纯的动机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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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会在混杂的不单纯的动机底下，

我们的事奉跟生活就不会讨神的喜悦，也不会蒙神的悦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