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因基督，并因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不信靠肉体，并
将万事看作亏损 

(国殇节特別聚会) 2019/7/29-8/4 
Ⅰ．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不该信靠肉体；我
们该全然信靠主： 
Ａ．在腓立比三章三至四节里的肉体，包含我们天然人
的一切所是和所有。 
腓 3:3 『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凭神的灵事奉，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信靠肉体的。』 
Ｂ．在这几节里，『信靠肉体』是指信靠我们肉体中的
所有好的项目和质量；我们天然人里面可敬的、可爱的、
优越的各方面，仍然是肉体。 
Ｃ．神的儿女们最大的难处就是不知道甚么叫作肉体，并
且他们的肉体没有受过对付： 
罗 8:8 『而且在肉体里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 
１．自信是肉体的特点；肉体没有受对付的最显著的现象，
就是自信。 
２．信靠肉体使我们离开基督。                 月 
Ｄ．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该是那些不信靠肉体
的人，不信靠我们天然的才能或遗传： 
腓 3:3 『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凭神的灵事奉，
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信靠肉体的。』 
西 2:11 『你们在祂里面也受了非人手所行的割礼，
乃是在基督的割礼里，脱去了肉体的身体。』 
１．即使我们蒙了重生，我们也可能继续活在堕落的性
情里，夸我们在肉体里所作的，信靠我们天然的资格。 
２．我们惟有蒙了神的光照，纔能真说，我们不信靠天然
的资格、能力或智力；惟有如此，我们纔能见证我们不信
靠肉体，我们全然信靠主。 
Ｅ．我们若要经历基督，就必须不信靠肉体，只信靠主；
这是经历基督的秘诀。                  火 
Ⅱ．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是来自祂人位的宝贵： 
腓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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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17:5 『…看哪，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看哪，
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
的，你们要听祂。』 
Ａ．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并不是指那属于基督的认识，
或基督自己所拥有的认识，乃是指我们对基督主观的认
识： 
１．腓立比三章八节的『认识』，实际的意思是对基督
和祂的宝贵有启示，有异象。 
２．当神将基督启示给保罗，他就看见基督的超绝、无
上的宝贝和超凡的价值。 
Ｂ．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就是基督的宝贵给我们实化了：
１．我们需要有异象，看见基督的宝贵，并以认识那包
罗万有、无限的基督为至宝。                水 
２．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来自于启示；没有关乎基督的
启示，我们就无法认识基督。 
太 16:17 『耶稣回答他说，西门巴乔纳，你是有福的，
因为不是血肉之人启示了你，乃是我在诸天之上的父启
示了你。』11:27 『我父已将一切都交付了我；除了父，
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也没有人认识
父。』 
Ｃ．我们要经历基督，首先需要以认识基督为至宝。 
１．我们不借着启示认识基督，就无法经历祂。 
２．我们对基督若没有更高的启示，对基督就不能有更
高的经历。 
３．我们对基督的经历，绝对不能超过我们对基督之认

识的宝贵。                                木 
Ⅲ．保罗因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就将万事看作亏损： 
加1:15-16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借着祂
的恩典呼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祂儿子启示在我里面，
叫我把祂当作福音传在外邦人中，我就即刻没有与血
肉之人商量。』 
Ａ．保罗对于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极为看重；这是由『我
主』这辞所指明，这辞传达了他对基督那亲密、柔细的
感觉。 
Ｂ．保罗的眼睛被开启，看见这位奇妙、包罗万有之基
督的至宝；因着这至宝，他就将万事，无论是宗教的或
天然的赢得，都看作亏损。 
Ｃ．八节的『万事』指明，保罗不仅放下宗教的事物，也
放下万事，因他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因此，对保罗来
说，亏损万事乃是失去一切。 
Ｄ．我们越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就越会将一切宗教与
天然的事物看作亏损。 
Ⅳ．保罗因基督已经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
督： 
Ａ．八节的『万事』包括宗教、哲学和文化的事；保
罗亏损这一切，因为这些都是基督的代替品，是撒但
所利用的圈套，叫人远离基督，无法经历基督。  金 
Ｂ．我们借着将从前对我们是赢得的看作粪土，而赢得基
督： 
１．八节的『赢得』，原文意，获得、取得、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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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赢得基督就是赢得祂的人位，以经历、享受并据有祂
一切追测不尽的丰富。 
３．我们和保罗一样，不仅该因基督将万事看作亏损，（腓
三7，）也该亏损万事，将万事看作粪土。 
3:7 只是从前我以为对我是赢得的，这些，我因基督都
已经看作亏损。 
４．我们越因基督亏损万事，看作粪土，就越赢得基督作
我们的经历和享受。                                                                                                                                                                                                                                                 土 
 
 

  



Crucial Point①: 凭神的灵事奉，在基督耶稣里夸口， 
不信靠肉体(腓 3:3) 

OL1:自信是肉体的特点；肉体没有受对付的最显著的现
象，就是自信。信靠肉体使我们离开基督。 
OL2:神的儿女们最大的难处就是不知道甚么叫作肉体，
并且他们的肉体没有受过对付。 
OL3:我们惟有蒙了神的光照，才能真说，我们不信靠天然
的资格、能力或智力；惟有如此，我们才能见证我们不信
靠肉体，我们全然信靠主。 
OL4:我们若要经历基督，就必须不信靠肉体，只信靠主；
这是经历基督的秘诀。 

许多基督徒以为信靠肉体，意思是信靠堕落的人性，
但这不是腓立比三章三节肉体的意思。…保罗说，他有理
由可以信靠肉体。他接着说，“其实我也可以信靠肉体；若
别人自以为可以信靠肉体，我更可以：论割礼，我是第八
天受的，我是出于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是希伯来人所生
的希伯来人；按律法说，是法利赛人；按热心说，是逼迫
召会的；按律法上的义说，是无可指摘的。（腓3：4-6）”
这些就是保罗肉体的各方面。然而，你可能从来不认为这
些事是肉体。我们以为肉体仅仅包括邪恶的事，并不包括
好的事物。然而，我们天然人里面可敬的、可爱的、优越
的各方面，仍然是肉体。保罗按律法并按热心所作的一切，
都是肉体，也都是出于肉体。他那按律法而有的义也是肉
体。保罗在这几节中所列的七种特征，乃是肉体的各方面，
因为这些都是天然的，既不属于基督，也不属于神的灵。
任何天然的事物，无论是善的或恶的，都是肉体。 

肉体没有受对付的最显著的现象，就是觉得自己
『有把握』。肉体的特点就是自己『有把握』。腓立比三
章三节说，『真受割礼的，乃是…不信靠肉体的。』不信
靠肉体，也就是对肉体没有把握。凡被十字架击打过的
人，他那个人虽然还存在着，可是他已经破碎了，他已
变成战战兢兢的人了，他已变成不敢相信自己的人了，
他已变成没有把握的人了。在你没有受神对付以先，每
逢一件事情临到你身上，你很容易下断案，一开口就有
断案；可是，在你受了神对付之后，你就不敢轻易下断
案了，你会觉得自己没有把握了。所以，没有一个快出
主张、相信自己有力量的人是认识十字架的。这样的人，
十字架从来没有在他身上作过工。你的肉体一受割礼，
你就不能相信自己，你就不会那么有把握，你就不敢轻
易发表意见。我们必须看见，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是
软弱，不是刚强，是无依无靠，不是有把握。 

服事者篇 
得救的你是新约福音的祭司。请你每周“出去”，

实行福音和牧养。如果你每周忠信地实行这个事的话，
你的区必定能够扩增。7月 13～15日，在东京的全国
负责人成全聚会，有“有每周实行福音和牧养的交通”。
决定把令和元年作为日本的众召会的“扩增元年”，彼
此激励，积极地实行往前。请你投入圣灵的水流，在
流中忠信地服事。 

你一边有份于福音和牧养的服事，请学习“我们
这凭神的灵事奉，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信靠肉体的。
(腓 3:3)”。这里的肉体，邪恶的事，不仅包括“肉体
的行为，都是明显的，就是淫乱、污秽、邪荡、拜偶
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私图好争、分
立、宗派、嫉妒、醉酒、荒宴以及类似的事； (加 5:19
～21) ”，也包含信靠“出身好”，“出色的教育”，“出
色的业绩”等的好事。你不能靠焚烧嫉妒和争竞心来
服事。不仅如此，你还要认识信靠自己的能力或过去
出色的经历也是信靠肉体。“信靠肉体”是指人信靠自
己，不信靠神。肉体包含邪恶的事和好的事。如果你

只信靠过去福音的成功经历，不信靠神，不凭神的灵
服事的话，神就无法祝福你的福音活动。过去的成功
不是错,但是，信靠过去的成功，现在不信靠神是错的。
还有，肉体是在自己里夸耀，不在基督·耶稣里夸耀。 
祷告：“哦主耶稣，我在福音和牧养的服事上，学习
“凭神的灵事奉，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信靠肉体”。
学习与全日本众召会服事的弟兄姊妹一起，乘上圣灵
的水流，凭神的灵服事，將自己的自信釘在十字架上，
在基督·耶稣里夸耀，不信靠自己，信靠神來服事。
请祝福日本的“扩增元年”！ 阿门！”                      

Crucial Point②:因着认识基督为至宝， 
每周需要学习关于基督的真理 

OL1: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并不是指那属于基督的认识，
或基督自己所拥有的认识，乃是指我们对基督主观的认
识。 
OL2:腓立比三章八节的“认识”，实际的意思是对基督和
祂的宝贵有启示，有异象。当神将基督启示给保罗，他
就看见基督的超绝、无上的宝贝和超凡的价值。 
OL3:我们要经历基督，首先需要以认识基督为至宝。 

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是来自祂人位的宝贵。犹太人
认为神借摩西所赐的律法，是人类历史中的至宝；因此，
他们为律法发热心。保罗曾经那样发热心。然而，当神
将基督启示给他，他就看见基督的宝贵、超绝、无上的
宝贝和超凡的价值，是远过于律法的。他对基督的认识，
结果叫他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因此，他不仅将律法，以
及根据律法所建立的宗教看作亏损，也将万事看作亏损。 

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是来自祂人位的宝贵。毫无疑
问，就基督自己而言，祂是至宝。但是，…我们若对基
督的宝贵缺少认识，祂的宝贵对我们就毫无意义。 

腓三8说到对「基督之认识的至宝」。…我们要经历基
督，首先需要认识基督。我们必须认识祂。本章非常强调
对基督的认识。…这里我们必须强调对基督的认识。基督
自己强调，祂不是将祂的召会建造在祂自己这磐石上，乃
是建造在关乎祂的启示上。启示就是为着认识。没有关乎
基督的启示，我们的确无法认识祂。我们需要这种启示来
认识基督。 

新人及青少年、大学生篇 
新人和年轻的弟兄姊妹请一点一点的学习真理。

你对基督的经历和享受，取决于你对基督的认识。你
对基督的经历不能超过你对基督的认识。 

在每周的家聚会中用 10到 15 分钟的时间和弟兄
姊妹一起一点一点的读“恢复本圣经”，“生命课程”，
“初信喂养”，“高品福音”， “晨兴圣言的 Crucial 
Point：新人及青少年、大学生篇”等基本的真理。愿
主赐给你智慧和启示的灵，祝福你在家聚会中的追求。
借着认识基督的启示，可以拔高你的经历。 
弗 1:17 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赐给你们
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充分的认识祂； 
18 光照你们的心眼，使你们知道祂的呼召有何等盼望； 

例如，基督在复活中成了赐生命的灵。那是为着
神将自己分赐到人里面，建造召会、基督的身体。借
着这个分赐，信徒得以重生、被更新、被变化，被建
造。 

相信主的名是发生在一瞬间。例如，与主耶稣一
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中的一个，在他死前悔
改并得救了。他在神面前是法里的蒙救赎，得救了。
事实上，这个强盗最初也是在十字架上责骂主的，但
他在途中悔改了。赞美主。 
太 27:44 连和祂同钉的强盗，也是这样辱骂祂。 
路 23:39 悬挂着的犯人中，有一个亵渎祂说，你不是基



督么？可以救自己和我们罢！40 但另一个应声责备他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么？ 41 我们受刑是应该
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作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作
过一件不当的事。42 就说，耶稣阿，你来进入你国的时
候，求你记念我。43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
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但救恩不仅有律法方面，还有生机的生命的增长和
建造的方面。这一面，不会发生在一瞬间，需要很长的时
间。神是根据法理的救赎，来进行生机的救恩。这样的分
赐，全是借着基督在复活里成为“赐生命的灵”。你必须
知道，今天，基督是赐生命的灵，像空气一样就在这里。
从你呼求主名的时候开始，主就在你里面。你在灵里越呼
求主名，越祷告，就越被赐生命的灵的基督充满。你若不
知道基督今天是赐生命的灵的真理，你就无法经历生机
的救恩。林前15：45末后的亚当（成为肉体的基督）成
了赐生命的灵。 
林後3:15 是的，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
子还留在他们心上；16 但他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
就几时除去了。 
17 而且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就有自由。18 
但我们众人既然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好像镜子观看并
返照主的荣光，就渐渐变化成为与祂同样的形像，从荣
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 
祷告：“哦、主耶稣！我想要更多的了解基督。这是为着
使我能够更多的经历基督。我的基督是包罗万有，延展无
限的一位。我不能将他关在我被限制的观念或宗教的观
念中。赐给我智慧和启示的灵，除去我观念的帕子。每天
一点一点学习真理。认识基督是超越的。知识会领导我到
经历。每周请更新我关于基督的启示和知识。阿门！”          
Crucial Point③: 因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将万事看作亏损 
腓立比 3:7 只是从前我以为对我是赢得的，这些，我
因基督都已经看作亏损。 
But what things were gains to me, these I have counted 
as loss on account of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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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moreover I also count all things to be loss on 
account of the excellency of the knowledge of Christ 
Jesus my Lord, on account of whom I have suffered the 
loss of all things and count them as refuse that I may 
gain Christ 
OL1:八节的“万事”包括宗教、哲学和文化的事；保罗亏
损这一切，因为这些都是基督的代替品，是撒但所利用的
圈套，叫人远离基督，无法经历基督。 
OL2:我们借着将从前对我们是赢得的看作粪土，而赢得
基督。 

我们仍然固守我们民族的哲学与本国的逻辑。…固守
我们本国的逻辑和民族的哲学，会叫我们失去基督。就某
种意义说，这把基督从我们的经历中驱除。宗教、哲学和
文化的事物，以狡诈、秘密、隐藏的方式霸占信徒，甚至
霸占最好的基督徒，叫他们不能经历基督。今天你不论到
世界何处，你都会发现，无论哪一种民族或哪一个团体，
基督在他们身上都没有路。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民族的
哲学与本国的逻辑强到一个地步，信徒里面没有什么空间
容纳基督。 

哦，仇敌的诡诈必须被暴露出来！在我们里面，至少
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些事物狡诈的、秘密的代替了基督。
这些代替品主要包括宗教、哲学和文化。结果，我们仍然

没有完全、彻底的被基督占有。我们还没有因基督将万事
看作亏损。 

我们若只丢弃属世、物质的事物，还不能够经历基督。
我们对腓立比三8里的“万事” 的领会若是这样，我们
距离这里所启示对基督的经历还很远。这段经文并不肤
浅。照上下文来看，保罗不是说到一些肤浅、外面的事物。
他所关切的主要不是物质的事物。他的观念比这些深多
了，乃是关乎宗教、哲学和文化的事物，甚至与深藏在我
们里面本国的逻辑和民族的哲学有关。……我们很难放
下这些事物，把地位让给基督，并且来经历祂。我一生之
中遇见过许多基督徒。但是就我所知道，能够放下民族哲
学和本国逻辑来经历基督的并不多。 

青年在职・大学生篇 
为着经历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认识基督，直

到把对自己有益的事,因基督的缘故而看作亏损的。 
例如、你受过极好的教育。你的那个教育背景对你

得到好工作有很大帮助。但是教育帮助你的是 35 岁左
右，到了 30岁后半期，比起教育，重点放在工作生涯的
规划上。但是，接受过极好教育的人,大多停留在过去的
成功体验中，这成为无法成长的原因。那样的人如果不
抛开自己的优秀教育背景，是无法成长的。 

作为基督徒的你，因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不可依靠
对你有益的高等教育、资格或在公司中的高地位。如果
那样的话你就会失去基督。如果你不把这些优秀的东西
看作是亏损，你自然会依靠这些肉体中的优秀一面，不
依靠基督。 

你多么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啊！因基督超越了所有
国家的国民性，超越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教育，超越了世
界上最优秀的企业的战略，停留在天然的思想中,经历
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是不可能。为了体验和享受
宇宙中最珍贵的基督，应该把所有的事情都看作亏损。
保罗在腓利比 3:8说的“万事”，不仅仅是肉体中优秀的
事物，而且也包含了过去对基督很棒的经历。 
腓 3:12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我
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 
Not that I have already obtained or am already 
perfected, but I pursue, if even I may lay hold of that for 
which I also have been laid hold of by Christ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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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thers, I do not account of myself to have laid hold; 
but one thing I do: Forgetting the things which are 
behind and stretching forward to the things which are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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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告：“哦主耶稣啊，愿我可以认识基督,直到把我有益的
事,因基督看作亏损。我连过去的基督经历都忘记，向着
前面延伸，朝着目标前进。在我的基督徒赛程中，请不要
让我中途停留或停滞。靠主的恩，不断地更新对基督的认
识，借着经历基督,继续往前”。  



高品福音 第 15课 受浸（下） 
太28:19 所以你們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将他们浸入
父、子、圣灵的名里 

过红海表征受浸 
神給祂選民的完全救恩包括逾越节、出埃及和过

红海。逾越节表征救赎，出埃及表征从世界出来，过
红海表征受浸。 

借着过红海，以色列人蒙拯救脱离埃及，并且被
带到一个自由的领域里。这是何等的救恩。原则上，
今天我们的受浸也是一样。它拯救我们脱离捆绑，并
把我们带进在基督里完全的自由中 

信和受浸合起來，才完成完整的一步 
在我们相信主并受浸以前，我们是罪人。但我们借着

福音的传讲蒙光照时，就领悟自己是极其有罪的。在神面
前并向着人，我们有过许多过犯、罪愆和过错，我们也有
许多罪过。然后我们悔改，相信主，接受祂的赦免，并且
得救了。然而我们的悔改和相信，需要外面的表示；这表
示就是受浸。所以，受浸和我们的相信，我们的信，是一
件事的两面。为这缘故，新约说到信而受浸。 （可十六16。）
信而受浸可以比作我们用两脚走一步。首先我们信，我们
的信可以比作踏出一脚向前走半步。然后我们受浸，我们
的受浸可以比作用另一脚完成这一步。信和受浸合起来，
才完成完整的一步。 

 
诗歌 740 受浸 ― 主耶穌我们聚集在 (英 935) 

1. 主耶稣，我们聚集，在你墓的四围， 
口中歌唱心欢喜，见证你的作为。 
我们用信来跟随，追踪你的道路， 
藉这庄严、奥妙水，进入你的工夫。 

2. 主耶穌，我们记念，你魂中的苦难， 
因你向我施恩典，曾被波浪冲漫； 
为我你浸死水中，为我你曾流血， 
为我你曾离天庭，为我你曾命绝。 

3. 哦，主，你今已復活，黑暗已成往事， 
现今你已登宝座，活著，永不再死； 
罪、死、阴府你毁尽，我也同你得胜， 
因你是我的生命，我是坐享其成。 

4. 我今受浸归你死！承认与你同尽， 
我也与你同復活，与你荣耀有分。 
撒但、世界和罪恶，今都不能摸我； 
我今同你作旅客，同你为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