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给人看出在基督里面，认识基督并竭力追求基督
(国殇节特会) 2019/8/5-11
Ⅰ．保罗渴望给人看出他是在基督里面，不是有自己的
义，乃是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就是那基于信、
本于神的义”：
腓3:8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因我以认识我主
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因祂已经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
要赢得基督，9 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祂里面，不是有自己
那本于律法的义，乃是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就是
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
Ａ．保罗深处渴望全人浸没在基督里面，给基督浸透，
使所有观察他的，都看出他是完全在基督里面；我们也
该有殷切的渴望给人看出是在基督里面。月
Ｂ．保罗要给人看出他是在基督里面——不是有自己的
义，乃是有那本于神的义的光景，以基督为他主观、活出
的义：腓3:9 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祂里面，不是有自己那
本于律法的义，乃是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就是那基
于信、本于神的义。
１．基督成为信徒的义有两面：
ａ．第一面是基督作信徒的义，使他们在神面前客观地得
称义。
ｂ．第二面是基督作信徒的义，从他们活出来作神的显
明；这位神就是在基督里赐给信徒的义，使他们主观地蒙
神称义。
２．在腓立比三章九节里，神主观的义事实上乃是神自己成
了我们于神、于人都是对的日常生活：
ａ．保罗不要活在自己的义里，就是人凭自己努力守律法
而有的义。
ｂ．保罗渴望活在神的义里，并且给人看出他是在活基督
而彰显神的光景里；我们若要给人看出是在基督里面，就
必须有这种光景。
Ｃ．信是根基、条件，叫我们接受并得着从神来的义，就
是基督。
林前1:30 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基督成了
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赎．火
Ⅱ．保罗活在一种光景里，不是有自己的义，乃是有本于神
的义，为要认识（经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
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达到那杰出的复活：
Ａ．得着对基督之认识的至宝，是借着启示；但认识基
督，是借着经历，就是对祂有经历上的认识：
腓3:8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因我以认识我主
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因祂已经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
要赢得基督。10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
祂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
１．经历基督，就是在经历上认识并享受祂。
２．认识基督，不仅要有关乎祂的知识，更要赢得祂的
人位。
３．赢得基督就是出代价以经历、享受并据有祂一切追
测不尽的丰富。
４．我们需要经历基督、享受基督与祂是一、让祂在我

们里面活着，借此来认识祂；这样，我们就会借着启示
并经历而认识祂。水
Ｂ．保罗渴望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的交通：
腓3: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
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
１．基督复活的大能，就是使祂从死人中复活的复活生
命：
弗1:18 使你们…
19 以及祂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照祂力量之权能的
运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20 就是祂在基督身上所运行
的，使祂从死人中复活，叫祂在诸天界里，坐在自己的右
边。
ａ．那灵是基督复活及其大能的实际。
ｂ．复合着基督之复活及其大能的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
将基督的复活及其大能，分赐到我们的全人里。
ｃ．我们若把自己摆在一边，并留在十字架的死底下，就会
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自然而然地，我们所经历复活的大
能就会建造基督的身体。
２．腓立比三章十节“同祂受苦的交通”这辞，是指有分
于基督的受苦，这是经历祂复活大能的必要条件：
ａ．我们首先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然后借着这大能，就
能有分于祂的受苦。
ｂ．这样的受苦，主要的是为着基督的身体，召会。木
Ｃ．腓立比三章十节也说到“模成祂的死”；这指明保
罗渴望以基督的死作他生活的模子：
腓3: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受苦
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１．模成基督的死，是经历基督的基础。
２．基督之死的模子，是指基督不断地将祂天然的生命
治死，使祂得以凭神的生命活着。
３．借着模成基督的死，我们就在祂的死里经历祂，使
生命得以释放、分赐并繁增，并且荣耀父。
约12: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
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金
Ｄ．模成基督之死的结果，乃是叫我们可以达到那从死
人中杰出的复活，这是要给得胜者的奖赏：
腓3:10 模成祂的死，11 或者我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杰出
的复活。
１．达到杰出的复活，意即我们全人已在逐渐不断地复
活。
２．杰出的复活，乃是脱离旧造，进入新造的复活。
Ⅲ．我们该象保罗一样，竭力追求基督自己，并且“向
着标竿竭力追求，要得……奖赏”：
腓3:14 向着标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
向上去得的奖赏。
Ａ．我们要竭力追求基督，就不该以为自己已经得着
了，我们该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
Ｂ．我们竭力追求的标竿是完满地享受基督，赢得基督，
而奖赏乃是在千年国里对基督极点的享受，作奔跑新约赛
程之得胜者的赏赐。 土

Crucial Points⑴:给人看出是在基督里面的人
OL1: 保罗渴望给人看出他是在基督里面，不是有自
己的义，乃是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就是那
基于信、本于神的义』。
OL2: 保罗深处渴望全人浸没在基督里面，给基督浸
透，使所有观察他的，都看出他是完全在基督里
面；我们也该有殷切的渴望给人看出是在基督里
面。
OL3: 基督成为信徒的义有两面。第一面是基督作信
徒的义，使他们在神面前客观的得称义。第二面是
基督作信徒的义，从他们活出来作神的显明；这位
神就是在基督里赐给信徒的义，使他们主观的蒙神
称义。腓 3:9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祂里面，不是有
自己那本于律法的义，乃是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
义，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
在道理上领会给人看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一回
事，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给人看出我们是在基督里
面，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若到你家去看望你，我会
看出你在那里？我会看出你在好行为里面，还是在
基督里面？别人观察我们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指
明我们生活的范围。我们若活在文化里，别人就看
出我们是在文化里。我们若活在好行为里，别人就
要看出我们是在我们的行为里。不论我们活在甚么
范围里，别人就要看见、观察并发现我们是在那
里。当保罗还凭律法活着的时候，别人看出他是在
律法里面。但有一天，他开始以认识基督为至宝。
他看见一个异象，就是基督必须是他的一切：爱、
恩慈、谦卑、智慧、忍耐、意向、态度，甚至是他
的言语、发表和表情。因他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他
就甘心将万事看作亏损。
应用: 服事者篇
作为召会服事者的你，请每周实行出去福音和
牧养。出去接触6种新人的时候，你是希望自己是被
看为如何呢？有人希望自己被看出是日本文化中的
好人。另外有人想要希望自己被看出是有智慧的
人。有姊妹希望自己能被看出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
的优雅女性，还有的弟兄希望自己能被看出是有能
力的。但是保罗自己乃是期望给人看出『他是在基
督里面的人』。保罗乃是你的榜样。美国著名的公司
GE被称为是20世纪最优秀的公司之一。这个公司的
管理层被规定就算是休息日也有着装要求，为了是
要求其保持同一的标准。这个就是希望这些管理层
能给人看出他们要比一般的人更优秀。
现在，你是耶稣基督的服事者。神的经纶中最
重要的点乃是享受基督的分賜和无论是个人的还是
团体的都要大大的彰显基督。神的经纶的最基本路
线是神的分赐和神的彰显。腓立比书中「这事借着
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1:19)」、
「因为乃是神为着祂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
行…(2:13)」、「你们在其中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

里…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2:15～16)」等经节中
全部都是为了神的分赐和彰显。你作为服事者，乃
是应该要借着心思的更新来改变价值观。
给人看出在基督里面乃是大大的彰显基督以及
从你里面活出基督的义。『义』是正常且正确的。请
在人，事，物上完全的活出义的基督。
祷告:“哦！主耶稣，我想成为耶稣基督的真正的服
事者。作这样的服事者是为了基督身体的建造，给
人看出是在基督里面并把基督分赐给别人。在我还
有与神的经纶不相匹配的，属文化的，属自己的价
值观。请更新我的心思并改变我的价值观。我想要
在生活和服事中，给人人都能看出『我是在基督里
面的人』，阿门。”
Crucial Points⑵:借着复活的大能、
进入十字架、复活、身体的循环
腓3:10 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同祂
受苦的交通，模成祂的死，
FN「同祂受苦的交通」:对于基督，受苦和死在先，
复活在后；对于我们，祂复活的大能在先，然后才
是有分于祂的受苦，模成祂的死。我们首先接受祂
复活的大能，然后借着这大能，就能有分于祂的受
苦，过钉十字架的生活，模成祂的死。这样的受
苦，主要的是为着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
OL1:我们若把自己摆在一边，并留在十字架的死底
下，就会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自然而然地，我们
所经历复活的大能就会建造基督的身体身体。
OL2:我们首先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然后借着这大
能，就能有分于祂的受苦。这样的受苦，主要的是
为着基督的身体，召会。
借着复活的大能、
进入十字架、复活、身体的循环

模成基督的死是经历基督的基础。我们若没有
模成基督的死，就没有经历基督的基础。我们要经
历基督，就必须模成祂的死。但我们要模成基督的
死，就必须有同祂受苦的交通。我们借着有分于基
督的苦难，就被引进一个地位，经历祂复活的大
能。然后，当我们经历基督复活大能的时候，我们
就认识祂。
如果不信者把自己摆在一边，什么也不会余
留，因为他们没有那灵留在他们里面，我们却不

同。我们若把自己摆在一边，就有那灵在我们里面
留下。摆在一边的是己，留下的是那灵。如果一位
弟兄在妻子与他争吵时把自己摆在一边，那灵就会
出来。这就是复活的大能。我们只需要作一件事—
一直把自己摆在一边。这样作就是把己摆在死底
下，把己留在十字架上。若是这样，我们就过钉十
字架的生活，并且让复活的大能有根基得以显明出
来。
享受基督复活的大能是美妙的，但复活的大能
主要不是为着我们的享受。在神的经纶里，没有自
私的享受。基督复活的大能乃是为着产生并建造基
督的身体。…假如我们把自己摆在一边，并留在十
字架的死底下，我们就会享受复活的大能。立刻，
复活的大能就会产生身体。这个产生并建造身体的
目标，激起了反对。撒但惧怕这目标，就激起反对
来抵挡。…当反对来到时，我们就受苦。我们乃是
这样进入同基督受苦的交通。…按照西一24，这些
苦难乃是为着身体。
应用:青年在职、硕士篇
在关于经历並享受基督的腓立比書中，你可以
看见十字架→复活→身体的循环。为着经历这循环
的十字架，你需要摸着那灵中复活的大能。当你操
练灵、和同伴一同祷读、祷告时，或是个人或团体
的享受诗歌时，你就有份于那灵中复活的大能。借
着复活的大能，使信徒可以留在十字架下。基督是
先有十字架，然后才有复活。但是根据你的经历，
是借着复活的大能经历十字架。十字架是为着复活
的必要条件，所以越经历十字架，就越能经历复活
的大能。
例如，假设你在职场的人际关系出现了一个大
问题。这个时后，如果你平常就有实行晨兴，有份
于那灵中复活的大能，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中，你就
可以留在十字架上。但是，若你没有实行晨兴，就
算知道要留在十字架上，也没有力量在十字架上。
照着肉体行时，情况会变得越来越糟。但是，若是
在这困难的情况经历十字架，就能够经历复活。并
且你周围的人都认识到你是有抗压性的，你就能从
上司或人事获得良好的评价。
祷告：“哦！主耶稣！因着复活的大能，我爱十字
架。惟死能使生命长成(詩歌464)。十字架、复活的
大能、身体的建造是一个循环。为着进到这循环
中，首先实行晨晨复兴，摸着那灵，取用那灵中复
活的大能。若不这样做就没有进入这个循环的力
量。虽然在职场等有苦难，但请你经历十字架和复
活来突破。这个突破的经历，第一是为着建造基督
的身体，第二是为着我的在职生活。阿们！”
Crucial Points⑶: 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只有一件
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竭力追求基督
OL1: 模成基督之死的结果，乃是叫我们可以达到那
从死人中杰出的复活，这是要给得胜者的奖赏。

OL2: 我们竭力追求的标竿是完满地享受基督，赢得
基督，而奖赏乃是在千年国里对基督极点的享受，
作奔跑新约赛程之得胜者的赏赐。腓3:11 或者我可
以达到那从死人中杰出的复活。…13 弟兄们，我不
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
背后，努力面前的，14 向着标竿竭力追求，要得神
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
保罗向着标竿竭力追求，为要得着奖赏。基督
是标竿，也是奖赏。标竿是最完满的享受基督，赢
得基督；奖赏是在千年国里对基督极点的享受。这
要作奔跑新约赛程之得胜者的赏赐。为了达到标
竿，得着奖赏，保罗操练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要得着这一分的复活，就是杰出的复活，我们必须
竭力追求，奔跑赛程，并得胜地跑完我们的路程。
我们和保罗一样蒙了重生，但我们还没有在生
命里完全或成熟。我们悔改相信的时候，就被基督
赢得，好叫我们赢得祂。现今我们是还没有得着，
还没有完全的人，我们一直竭力追求基督。竭力追
求基督的路，第一面是我们不认为自己已经得着
了。在这之后，我们需要作一件事：忘记背后，努
力面前的。
这杰出的复活可用高中毕业班一些人的经历来
说明。毕业的时候，一些卓越的学生会享受特殊的
分。…同样，所有在主回来以前死了的信徒都要复
活，但有些人会享受特别的复活，卓越的复活。…
“竭力追求”，原文也可译为逼迫。保罗在得救
前，是逼迫基督；得救后，他竭力追求基督到一个
地步，我们甚至可说他也是逼迫基督，不过是在正
面上。
应用:青少年、大学生篇
请你从小就追求基督。“竭力追求”的希腊语
中也包含“逼迫”的意思。在正面意义上来说，你
要逼迫基督。竭力追求基督的路，第一面是我们不
认为自己已经得着了。第二面是，忘记背后，努力
面前的。忘记过去的成功体验，为要经历现在的基
督，你需要不断地向主敞开。这是为了让你能够毫
不停滞地往前。
有一个四字成语“栄枯盛衰”，说的是人世间盛衰
反复的无常。栄枯盛衰的原因是，持续停留在过去的
成功体验中。时代变化，环境也在变化，如果一直停
留在过去的成功里，过去的成功就会成为现在失败的
原因。
夏普，这家日企飞跃发展的原因是液晶技术。但
是，对这项世界上最优秀的液晶制造技术的过大投
资，成了之后公司失败的原因。那是因为台湾，韩
国，中国等国家，就算技术不是最高端的，却能制造
廉价优质的产品。所以人们就不会买技术最高端但价
格奇高的夏普产品。夏普产品的费用和效果很不平
衡。

祷告：“哦主耶稣，我想要达到杰出的复活并成为
得胜者。 因此，重要的是超越过去的成功经验，深
入当前的圣灵的水流里，并向前竭力追求基督。 主
啊，请怜悯我，让我不要因为过去的成功而不向你
敞开。 我要成为一个不断敞开的器皿，持续竭力追
求你”。
高品福音(新人用) 第16课 面对逼迫
彼前 4:14 你们若在基督的名里受辱骂，便是有福
的，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安息在你们身
上。
若在基督的名里受辱骂，便是有福的
『你们若在基督的名里受辱骂，便是有福的，
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安息在你们身上。 』
（彼前四 14。）在基督的名里，就是在基督的人位
里，在基督自己里，因为名指人位。信徒既已信入
基督，（约三 15，）浸入祂的名里，（徒十九 5，）
就是浸入祂自己，（加三 27，）他们就是在基督里，
（林前一 30，）并且与祂是一。（六 17。）当他们在
祂的名里受辱骂，他们就与祂同受辱骂，有分于祂
的苦难，（彼前四 13，）在祂的苦难上有交通。 （腓
三 10。）
我们所遭受的逼迫是基督的苦难，乃因我们是
在基督的名里受的。照着彼得在彼前四章十四节的
话，我们若在基督的名里受辱骂，便是有福的。不
要以为在基督的名里受辱骂是咒诅，这是有福的。
然而，人若过于高抬我们，也许就是咒诅。关于这
事，我们需要改变观念。
越受苦，越受逼迫，就越有荣耀在我们身上
我们越受苦，越受逼迫，就越有荣耀在我们身
上。这真是祝福。我能见证，我越受逼迫，人越说
我的坏话，我就越得着加力。逼迫和辱骂没有把我
压倒，反而使我高昂。所以，我们在基督的名里受
辱骂时应当欢乐，因为荣耀的灵安息在我们身上。
一旦有人转向神，撒但就会挑动别人来逼迫他
整个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撒但里面。（约壹五 9。）
撒但尽其所能，不断的反对神。每当人转向神，撒
但就不愉快，他也不会容忍。一旦有人转向神，撒
但就会挑动别人来逼迫他。保罗曾说，我们这班基
督徒命定要受逼迫。 （腓一 29。）因此，逼迫乃是
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命定要得的分。
逼迫是一种受苦。然而试炼不仅仅是受苦，更
是一种为着要试验、察验我们而临到我们的苦难。
我们可以用学校的期末考来说明。作学生的都知
道，期末考实在是一种苦难、试炼，但是这种试炼
实际上对学生是有帮助的。学校若没有期末考，那
么学生在课业方面可能会掉以轻心。但是当他们知
道期末考将到，就会极其殷勤、聚精会神来读书。
因此，期末考会帮助学生学习必要的课业。基于这
个原因，学生的父母应当为着期末考而感谢，因为
晓得这能让他们的儿女得益处。

『属灵教育的学校』也有『期末考』和各种
『考试』。这所学校的『校长』是我们的天父，祂为
我们安排了各种试炼、各种考试。所有试炼都对我
们有益。正如考试对学生有益，我们这些基督徒所
面临的诸般试炼，对我们也都是有益的。
期末考有三重目的：试炼、试验并察验学生。
同样的，我们这些信徒必须经过的种种试炼，也有
试炼、试验并察验我们的目的。这等试炼对我们基
督徒实行的完全，的确是一种帮助，因为神使用这
些来成全我们。
反对者在眷顾的日子荣耀神
在彼前二章十二节彼得说，我们在外邦
人中，若有佳美的品行，他们至终会在眷顾的日
子，为着我们荣耀神。在本节彼得似乎告诉圣徒
们：『现今反对者毁谤你们。但你们若在他们中间过
佳美品行的生活，过品质美丽、样式佳美的生活，
他们就会亲眼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并在眷顾的日子
荣耀神。他们察看你们时，就会领悟你们是在神的
眷顾之下。至终会有一种结果，就是使神得着荣
耀，因为反对者会在眷顾的日子荣耀神。 』
我能见证，历年来，我见过彼得的话多次应
验。好些反对者因为看见神对圣徒们的眷顾，就懊
悔他们所作的，并且悔改。圣徒们在神眷顾的日
子，是在祂爱的照顾之下。即使这些圣徒被毁谤，
他们仍在神恩典的眷顾之下，过奇妙、佳美的生
活。所以，神一再眷顾他们。他们佳美的品行和神
的眷顾，至终使反对者悔改并荣耀神。
反对者因我们生命的变化而改变态度
有些在主恢复里的年轻人受父母反对。几年
前，一位年轻人的父母也许强烈反对他。他们希奇
他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参加召会的聚会和职事的
聚会。然而，他们渐渐开始在他的品行上看见改
变、变化。虽然他们无法用言语形容，但他们目睹
主在他们儿子身上变化的工作。至终，他们领悟他
是在神照顾之下的人，在神眷顾之下的人。
不久以前，好些圣徒在聚会中这样见证。他们
说，已往他们受父母反对，在有些事例中，甚至受
父母的逼迫。但渐渐的，经过一段时间，他们父母
的态度开始转变。这些年轻人回家探访家人时，他
们的父母继续反对他们，但同时也仔细观察自己的
孩子。逐渐的，反对较少，观察较多。至终，父母
在态度上有完全的转变，甚至他们也进入召会生
活。他们亲眼看见孩子佳美的品行，就在眷顾的日
子荣耀神。（诗歌 469 十字架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