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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7 年 9/17~ 9/23 

九月十七日 

讀經 林後八；財物奉獻 

鑰節 再三地求我們，准他們在這供給聖徒的恩情(原文恩典)上

有分；並且他們所作的，不但照我們所想望的，更照神的

旨意先把自己獻給主，又歸附了我們。 (林後八 4～5) 

禱告 親愛主，求袮使我們認識我們所有的是由袮而來，教導我

們肯將自己毫無保留的獻給袮。因着袮的恩典，叫我們勝

過錢財的霸佔。為着教會、聖徒的需要，肯甘心樂意的擺

上。 

詩歌 主！袮得著我一生～ churchinmarlboro 

九月十八日 

讀經 林後九；蒙福人生 

鑰節 感謝神，因祂有說不盡的恩賜！ (林後九 15) 

禱告 親愛主，幫助我們在財物供應人上作忠心的管家，能享受

一個給岀和承受祝福的人生。 

詩歌 使我成祝福～churchinmarlboro 

九月十九日 

讀經 林後十；順服基督 

鑰節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

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順服基督。 (林後十 4～5) 

禱告 親愛主，求袮幫助我們每一天花時間親近袮，讀袮的話，

不讓仇敵在我們的心思中有任何地位。 

詩歌 來阿，你這萬福泉源～churchinmarlboro 

九月二十日 

讀經 林後十一；貞潔童女 

鑰節 我為你們起的憤恨，原是神那樣的憤恨；因為我曾把你們

許配一個丈夫，要把你們如同貞潔的童女，獻給基督。(林

後十一 2) 

禱告 主阿！如果我們已經失去了對袮的愛，求袮再來吸引我們

的心，讓我們全心地來愛袮。 

詩歌 主我願單屬袮～ churchinmarlboro 

九月廿一日 

讀經 林後十二；恩典夠用 

鑰節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

弱上顯得完全。（林後十二 7） 

禱告 水漲船不沉，人生的苦痛淹沒不了基督徒。我們經歷過嗎？ 

詩歌 恩典夠我用～ churchinmarlboro 

九月廿二日 

讀經 林後十三；最美祝福 

鑰節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常與你

們眾人同在。」(林後十三 14) 

禱告 親愛的主，叫我們能活在神的愛和基督的恩裏，願接受裏

面聖靈的感動與帶領，使我們在生活中彰顯袮 

詩歌 祝福～churchinmarlboro 

九月廿三日 

讀經 加一；信仰挑戰 

鑰節 基督照我們父神的旨意為我們的罪捨己，要救我們脫離這

罪惡的世代。(加一 4) 

禱告 親愛主，我們雖活在這個罪惡的世代裏，但叫們我不受它

影響，不離開袮和袮的旨意。 

詩歌 基督就是我的世界- churchinmarlboro 

【本週聖經鑰句】 
「感謝神，因祂有說不盡的恩賜！」(林後九 15) ──保羅在這

裏從心底發出讚歎，來結束關乎基督徒奉獻錢財的厚恩。「說

不盡的恩賜」(林後九 15)也可譯為「無法表達的恩典」。本節

的「恩賜(charis)」在原文和「恩典」都是同一個字。保羅感謝

神，因為神的「恩賜」在這兩章聖經中實在太多了，如：神賜

給馬其頓眾教會的恩(八 1)、供給聖徒的恩情(八 4)、這慈惠的

事(八 6～7節)、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八 9)、所託與我們的

捐貲(八 19原文是恩)、各樣的恩惠(8節)、神極大的恩賜(14

節)等。本章在供應聖徒事上，保羅指岀無論是「給」的人，還

是「受」的人，都經歷神那「說不盡的恩賜」。因為財物的奉

獻是神「說不盡的恩賜」在傳遞及流轉──使奉獻的人蒙祝

福，經手的人蒙祝福，代轉出去的人蒙祝福，得著的人蒙祝

福，结果是全教會都蒙祝福。因此，保羅從心底發出感謝，因

為神「說不盡的恩賜」有四種美好的結果：(1)缺乏的聖徒得到

幫補(12節上)；(2)受惠人知道向神感謝(12節下)；(3)受惠人

與施予者的關係更加密切(14 節)；(4)人因為捐獻者的甘心樂意

而受激勵，也為他們感謝神(13節)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林後十二 9)──這句話不知幫助了歷代

多少的聖徒，很多人都從這句話裏得安慰和鼓勵。直到今天，

這句話向我們還是可以兌現的；無論我們環境多艱難，遭遇多

痛苦，主的恩典都是夠我們用的。因為主要在人的軟弱上，完

全顯明祂的能力。但願我們在這句話裏，多有實際的經歷。這

裏啟示我們幾個有關禱告的原則： (1)主安排給我們的一切難

處，乃是為著逼我們來到施恩的寶座前，向祂禱告祈求；(2)我

們的禱告應當專一且恆切，直到得著主的回答，明白祂的心意

為止；(3)主不一定照我們所求的成全我們的禱告，祂知道我們

的需要是甚麼，怎樣作才與我們最有益處； (4)雖然表面看來

我們的禱告並未得著主的答應，但實際上主已經答應了我們的

禱告。主總是轉我們的眼目，從我們自己身上轉到主身上，藉

此經歷祂對我們禱告的答應；(5)禱告的最佳結果，乃是使我們

能時刻親近祂、仰賴祂，天天經歷祂的恩典。 

《腓立比書第三章》──基督是我們的至寶和標竿 

【讀經】腓三 1～21。 

【宗旨】這一課幫助我們從保羅自己的見證，而認識基督是我們

的至寶和標竿，以及願意一直竭力的認識基督和追求基督，直到

基督從天上降臨。 

【主題】《腓立比書》第三章主題強調：(1)保羅警告當防備的

人 (1～3 節)；(2)保羅見證基督為至寶和標竿(4～16節)；和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Take%20My%20life.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20634.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come%20thou%20fount.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96.html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bles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4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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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羅勸勉等候基督的再臨(17～21節)。 

【特點】本章我們特別看見， 

(一)保羅對基督的經歷(7～12 節)──(1)先前以為有益的，現在

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7 節)；(2)現在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以認

識基督為至寶(8 節上)；(3)丟棄萬事，為要得著基督(8下～12

節)， 包括：得以在祂裏面，有因信而得的義(9節)，曉得祂復活

的大能(10節上)，曉得和基督一同受苦，經歷祂的死而復活(10

節下～11 節)，與得著基督所要我得的(12節)；(4)忘記背後，努

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13 節)；(5)得著神在基督裏從上面召我

來得的獎賞(14節)。 

(二)基督徒應有的正確人生── (1)喜樂的人生(1～3節)；(2)豪

邁的人生(4～11 節)；(3)有目標的人生(12～17 節)；(4)不應效

法的人生(18～19節)；(5)有盼望的人生(20～21節)。 

【鑰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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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

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三 13～14) 」保羅定意要追求

「認識基督」，而基督成了他整個人生的標竿。因此，他視自己

為比賽中的賽跑選手，要盡全力向著標竿直跑，為要得著基督。 

【鑰字】「標竿」 (腓三 14) ――原文 skopos，意即目標，是設

在跑道的終點處，供賽跑的人目光專注的標誌。保羅給我們看到

他一生努力，乃是向著「標竿」直跑，以求達到這「標竿」，就

是基督。在這裡，保羅見證他將先前以為與自己有益的，因基督

都當作有損的，甚至看作糞土，為要得著基督，以祂為至寶。因

此，他以基督為獨一的「標竿」，為著追求更深的認識基督，好得

著那「上好的復活」(三 11原文)和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呼召的

獎賞。 

【你的人生目標是什麼？】有一張貼在教堂裡的告示寫著：「在聖

經裡我們讀到有一個名叫耶穌的人，他定意向耶穌撒冷去(路九

51)，要在那裡上十字架。這使我感到慚愧，因為我的人生絲毫沒

有經過設計，卻自以為很滿意。我們往往像一個肩上背著獵槍的

鄉下孩子，當人問他：「阿弟，你準備打什麼？」他回答說：「我

也不知道，我還沒有找到目標呢！」親愛的，你在你的人生中尋

找什麼？你的人生目的是什麼？保羅知道他要往那裡去，和他要

的是什麼；他說：「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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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三

13～14)。這是他的人生目標，這也是你的人生目標麼？ 

聖經中三次提及「只有一件事」：(1)「大衛所求的一件事」，就是

一生一世親近神，享受神的同在，瞻仰神的榮美(詩二十七 4)；

(2)「馬利亞所作的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就是坐在主腳前，聆聽

祂的道(路十 41～42)；(3)「保羅所要得着的一件事」，就是向着

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三 13～

14)。但願我們的心時刻愛慕祂、瞻仰祂、親近祂、聆聽祂，好讓

我們「只有一件事」，就是全心追求祂！ 

【綱要】本章可分成三部份： 

(一)保羅的警告(1～3節)――防備犬類、作惡的、妄自行割的； 

(二)保羅的見證(4～16 節)――認識基督，得著基督； 

(三)保羅的勸勉(17～21節)――天上國民，等候救主降臨。 

【鑰義】本書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基督徒應有的正確人生： 

（一） 喜樂的人生(1～3節)──每一個基督徒生活中重要的操

練和享受，乃是喜樂。一個不喜樂的基督徒是敎會最壞的廣告。

然而我們真正的喜樂是在主裏，從主來的喜樂可以超越任何環 

境。所以無論我們的景況如何，仍然能夠在主裏有滿足的喜

樂。試問我們是否有在主裏喜樂的豐富經歷呢？ 

（二） 豪邁的人生(4～11 節)──每一個基督徒的生命因基督

而有了奇妙的大改變。從保羅的自述裡，我們可以看見基督使

他改變了舊有的矝誇，包括他的出生、血統、宗教正統、熱

心、個人的義。他遇見基督之後，對這一切的事物都重新評

價，以前認為「有益的」，現在覺得這一切沒有價值，反而當

作「有損的」。因他認識了基督這一位宇宙中的「至寶」，就

歡然選擇失去這一切的名、利、權勢，為要更多得着基督。試

問我們要追求什麼，才不枉活此生呢？ 

（三） 有目標的人生(12～17節)──每一個基督徒的人生都

是在神的計劃中，而我們的責任乃是以基督為標竿直跑。因

此，我們的態度一面是「忘記背後」，不以為自己已經得著

了，乃是忘記過去那些成就、得勝、或失敗；另一面是「努力

面前」，專一定睛基督，而向這個標竿直跑，為要得神在基督

耶穌裏從上面召我們來得的獎賞。試想想我們的人生目標是什

麼？ 

（四） 不應效法的人生(18～19節)──每一個基督徒的人生

觀和價值觀是與世人不同的。世人都以地上的人、事、物為

念，並不以天上的神和屬天的事為念，因而只顧追求人生的享

受，甚至炫耀那些本為羞恥的事，但結局是沉淪。試問我們是

否也是其中一員，專以地上的事為念麼？ 

（五） 有盼望的人生(20～21節)──每一個基督徒雖活在地

上，卻是天國的子民。我們的盼望乃是主耶穌的再來。當衪再

來時，我們的身體將得贖，都要改變成屬天的形狀(羅八 11；

林前十五 49～53)。試問當主顯現那刻時，我們的結局將會是

什麼？ 

【默想】 

(一)1 節說出基督徒要在主裏喜樂。這喜樂是我們生活中的良

藥(箴十七 22)；也是積極的態度我們超使越所有生活的挫折。

在如此充滿痛苦、悲傷、疾病、窮困和慘事的世界中，我們是

否靠主常常喜樂呢？ 

(二)2～3和 18～19 節是保羅的警告，說出我們當防備的人。

我們是否防備：(1)犬類(自以為義的律法主義者)，(2)作惡的

(謬講真理的假使徒)，(3)妄自行割的(以肉體上的記號為炫

耀)的人 (4)基督十字架的仇敵(行事違反十字架原則)的人，

(5)以自己的肚腹為神(只求肉慾的滿足)的人。(6)以自己的羞

辱為榮耀(顛倒是非，恬不知恥)的人(19節)呢？ 

(三)4～16節是保羅回顧他的過去，並宣告了現今以認識基督

為至寶和標竿的見證。我們所思、所想、所喜、所愛的，是否

「只有一件事」，就是全心追求認識和得著基督呢？ 

(四)17～21節是保羅等候基督再臨的勸勉，說出我們是天上的

國民，當主再來時，我們的身體都要改變。我們是否不以地上

的事為念，專心等候救主降臨呢？ 

【禱告】親愛主，求袮的愛激勵我們，叫我們不自滿，乃是竭

力地追求認識祢，得著祢，並以此為我們人生的目標。 

※ 「基督徒生活永遠不是沉悶的， 我們前面總有追趕的目

標，因為基督永遠在我們前頭。這就是基督。」──江守道 

※ 向前向上規劃你的路，忘卻失敗力爭獎賞，以達到主的標

竿為目標。如果你不斷往後看，你就不會有屬靈的進步。

──《生命雋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