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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打那美好的仗、跑尽当跑的赛程、 

以及爱主的显现1/18-24 
OL Summary: 

Ⅰ.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提后四7上: 
A. 正确的基督徒生活包括为着神国的权益，打
那美好的仗，抵挡撒但及其黑暗的国度｡ 
B. 保罗认为他的职事乃是为着基督的争战，正
如祭司的事奉被看作服役，争战｡ 
C. “凡当兵的，不让今生的事务缠身；”这意思
是我们要为着神在地上的权益打那美好的仗，就
必须清除一切属地的缠累｡ 
D. 保罗嘱咐提摩太—他忠信的同工—要与不同
的教训争战，并为着神的经纶争战｡ 
E. 打那美好的仗就是与不同的教训打仗，并照
着使徒关乎恩典和永远生命之福音的职事，完成
神的经纶，叫可称颂的神得着荣耀｡ 
F. 每当我们将基督供应别人，就发觉自己是在
争战；因此，我们该是为着神的权益争战的精兵｡ 
G. 教导并传讲有关基督和召会之神新约的经纶，
就是打那美好的仗｡ 
H. 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意思是为神新约的经
纶打仗；尤其是为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并为召
会是基督的身体打仗｡ 
I. 我们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不仅是客观地，也
是主观地借着持定永远的生命而争战｡』 
Ⅱ.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
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徒二十24/保罗奔跑到了最后一刻，才终于得
胜的宣告说，“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并
有把握会在主显现时得祂的赏赐｡ 
B. 正确的基督徒生活包括奔跑赛程，好按着神
永远的定旨完成神的经纶｡ 
C. 我们要寻找主所命定的路程，并忠信地行在
其中，出一切代价全心全意地行在其中，直至我
们达到路终｡ 
D. 主为我们命定的路程乃是一个赛程，我们都
必须奔跑/我们得救之后，神就把我们摆在这个
直望着国度的赛程中/我们不能拣选自己所喜欢
的道路去奔跑；反之，我们要奔神所摆在我们前
头的赛程｡ 
E.我们要“凭着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赛程”
/我们必须凭着忍耐奔跑赛程，凭着忍耐忍受反
对，绝不可疲倦灰心｡ 
F.我们乃是借着“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
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 而奔跑基督徒的赛程/耶
稣是信心的创始者，是信心的发起者、开创者、
源头和因由/ 我们必须转离其他各种目标，以专
一的注意力望断以及于耶稣/当我们望断以及于
耶稣，祂这赐生命的灵（林前十五 45 下）就将
祂自己，将祂信的成分，灌输到我们里面/耶稣是
信心的成终者，信心的完成者和完全者/主耶稣
这信心的完全者，不断的将祂自己这信的成分和
能力，灌注到我们里面/我们望断以及于祂，祂就

把天、生命、力量供应我们，将祂的所是传输并
灌注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奔跑属天的赛程，在
地上过属天的生活—｡』 
Ⅲ. 我们若是宝贵主的再来，就必爱祂的显现: 
A. 爱主的显现和爱主自己是分不开的｡ 
B. 我们若等候主的来临，就应当是那些爱祂显
现的人｡ 
C. 主的显现，主的回来，乃是我们的警告、鼓励
及激励/我们应有一种爱主显现的生活，这会使
我们不灰心，却维持忠心直到路终｡ 
D. 爱主的显现，与爱现今的世代，是相对的/世
代是撒但世界系统的部分、片段、方面，为撒但
所利用，篡夺并霸占人，使人远离神和神的定旨
/提后四章十节“现今的世代”，指那围绕我们、
吸引我们、并试诱我们的世界；我们无法接触世
界，除非我们接触世界现今的世代/底马爱了现
今的世代；由于现今世代的吸引，他就离弃使徒
保罗/在罗马十二章二节保罗劝勉我们，不要模
仿这世代，反要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二节的
“这世代”指世界现今、实际的部分，乃是与身
体生活敌对，并顶替身体生活的/ 模仿这世代，
意思就是采取现今世代的时尚；变化就是让生机
的元素作到我们这人里面，在里面产生新陈代谢
的改变/因为现今的世代敌对召会，就是敌对神
的旨意，所以我们不可模仿这世代/我们若要活
在基督的身体里，就不该跟从现今的世代，也不
该模仿这世代或模成其样子/我们若爱现今的世
代，就会站在世界的一边；我们若爱主的显现，
就会站在主的一边，并为着祂的权益与祂一同争
战｡ 
E. 那些爱主、等候祂来、并爱主显现的人将会得
胜｡ 
F. 爱主的显现，乃是我们今天爱主、为主活着的
证明；因此也就成了我们将来得着主赏赐的条
件｡ 
G. 爱主的显现，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过正常的生
活了；相反的，我们越爱祂的显现，就越需要在
今天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H. 所有爱主耶稣，以祂为生命，活祂，显大祂的
人，都该等候祂来，并且爱祂的显现；这是我们
所有盼望进入祂的快乐，蒙拯救进入祂属天的国，
并得着公义冠冕的人，该有的心愿和生活｡ 

  



CP1:为了成为得胜者，打那美好的仗，跑尽当
跑的赛程，守住当守的信仰 

OL1: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提后 4:7a)。正确的
基督徒生活包括为着神国的权益，打那美好的仗，
抵挡撒但及其黑暗的国度｡ 
提后 2:3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4 凡当兵的，不让今生的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入伍
的人喜悦。 
   为信仰打仗，意思是为神新约的经纶打仗；尤其
是为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并为召会是基督的身体
打仗。 
   提前6:12永远的生命即神圣的生命，神非受造的
生命，这生命是永远的。永远的，指神圣生命的性质，
过于指其时间的因素。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特别
在基督徒的工作中，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就需要
持定神的生命，而不信靠我们人的生命。……要完成
提摩太前书所说神对召会的经纶，对抗提摩太后书所
说召会败落的趋势，并维持提多书所说召会中良好的
秩序，这生命乃是必要的基本条件。 
   属神的人该追求公义、敬虔、信、爱、忍耐和温
柔；他该为神新约的经纶打仗，并持定永远的生命。
这一切事乃是新约基本的方面。相对的，启示录十
三章的兽和二十章的火湖，不能与这些基本的方面
相比。今天我们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这就是说，
我们必须为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并为召会是基督
的身体打仗。……我们不可仅仅打客观的仗，而必
须借着持定永远的生命，打主观的仗。我们不该离
开这生命作什么。我们对自己的丈夫、妻子和儿女
说话，不该凭着天然的生命，而该凭着永远的生命。
甚至在买一双鞋的事上，我们也该照着我们已蒙召
进入的永远生命而活。作为今日的提摩太，我们必
须持定永远的生命。 
OL2:每当我们将基督供应别人，就发觉自己是在争战；
因此，我们该是为着神的权益争战的精兵｡ 
OL3:教导并传讲有关基督和召会之神新约的经纶，就
是打那美好的仗｡ 
OL4: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意思是为神新约的经纶打
仗；尤其是为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并为召会是基督
的身体打仗｡ 
提前1:3 我…曾劝你，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
与神的经纶不同的事… 
4…也不可注意虚构无稽之事。…这等事对于神在
信仰里的经纶并无助益… 
18 我照从前指着你所说的预言，将这嘱咐交托你，
叫你凭这些预言，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OL5:我们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不仅是客观地，也是
主观地借着持定永远的生命而争战｡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圣经上说基督徒生活是一场仗。信徒带着身体
的感觉，与身体上的肢体配搭，为建造基督的身体
而生活和服事。然而，每个信徒是胜利者还是失败
者是个人问题。 
太24:40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
个。 
41 两个女人在磨坊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即使我们一起工作，一个可以成为胜利者，另一个
有可能成为失败者。为了成为胜利者，你必须在自
己所处的环境中打那美好的仗。 
提后4:7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
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 
FN“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正确的基督徒生
活是三重的。❶为着神国的利益，打那美好的仗，
抵挡撒但及其黑暗的国度；❷为着照神永远的定
旨完成神的经纶，奔跑赛程；❸为着在神的经纶里
有分于神圣的丰富，守住信仰。在此，保罗为我们
立了合式的榜样。 
林前1:24 但对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或希利
尼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FN“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使徒所传讲钉
十字架的基督，乃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智慧是为
着计划、定意，能力是为着实现、完成所计划、定意
的。在神的经纶里，基督是智慧也是能力。。 
   例如，学生的本分是学习。你有必要为了主的
见证和福音的传扬而学习。然而，即使你设定了学
习的计划，却没有执行力。这时你可以经历基督作
你的力量和智慧。请你祷告：“哦，主啊，基督对
我来说是神的能力，也是神的智慧。为了主的见证
和福音，让现在还是学生的我在学习上经历基督作
我的力量和智慧。如果还是不明白，我不放弃，持
续呼求主名。愿我能逐渐提高成绩。通过勤奋的学
习，让我在学生时代打那美好的仗”。世上的人只
为自己的未来而学习，但请你持有敬畏的灵，不是
为自己，而是为主的见证和福音而勤奋地学习。这
样，你的未来也会到受祝福。 
赛11:2 耶和华的灵必安歇在祂身上，就是智慧和
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
灵。 
   请你从年轻的时候就回到灵里，呼求主名，将心
思置于灵，享受❶智慧的灵、❷聪明的灵、❸忠告的
灵、❹能力的灵、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的灵、❻敬畏
耶和华的灵。 
祷告：“哦，主耶稣，正确的基督徒生活包括为着神
国的权益，打那美好的仗，抵挡撒但及其黑暗的国。
为了打那美好的仗，我呼求主名，认自己的罪，将心
思置于灵里，经历并享受那智慧的灵、聪明的灵、忠
告的灵、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CP2:明白主为各人所定的道路， 
奉献并忠信地在行走在其中直到路终 

OL1:“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提后4:7b)。
OL2:“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
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
(使徒20:24)。 

基督徒一生最要紧的事，就是寻找主所命定
的道路，并忠心地行走在其中。今天在信主的人
中，有一件很不好的事，就是许多信主的人，并
没有找出主为他个人所定规的道路；有的人就是
找出来了，也不行走在其中；所以在生活上有这
么多属灵的死沉和限制；在神的工作中有这么多
的冲突和争执。我们每一个人最要紧的工作，就
是安静地、等候地、祷告地、奉献地、顺服地，
将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专心寻求神的指示。愿意
顺服祂，愿意只遵行祂的旨意，求祂将祂为我们
个人所定规的道路指示我们知道；然后，出一切
的代价，一心一意地行走在其中。 
OL3:我们乃是借着、“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
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来12:2)，而奔跑基
督徒的赛程。耶稣是信心的创始者，是信心的发
起者、开创者、源头和因由。 
詩27: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祂的荣美，
在祂的殿里求问。 

神把国度放在我们面前，神把一个赛程给我
们去跑。跑完了，就要看见或是失败，或是得胜。
得胜的就要与主一同作王；失败的，得救是得救
了，但荣耀与他无分。…路已经摆在这里了，要
跑的人，“就当脱去各样的重担，和容易缠累我
们的罪。”(来12:1)奔跑有两件最要紧的事，就
是：第一，放下重担；第二，脱去罪。在这条路
上跑的人，不只应当脱去容易缠累的罪，不只应
当脱去各样的重担，还应当凭着忍耐奔那摆在前
头的赛程。何以须凭着忍耐呢？因为赏赐不是在
一起头就给你，也不是在中途就给你，乃是在路
终才给你，乃是在跑完最后一步才给你。起头虽
好，中途虽好，但未必至终能跑得好。起头得胜，
中途得胜，最后也得胜，才算得胜。没有到终点
以先，没有一个人敢担保他是必定得赏赐的。 

我们若仰望祂这奇妙且包罗万有的一位，祂
就要把天、生命和力量供应我们，将祂的所是传
输并灌注到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奔跑属天的赛程，
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 

 
 
 
 
 
 
 
 
 
 

应用：在职者・硕士篇 
寻找主为你个人所定规的道路并祷告，“哦

主耶稣，我被你呼召，现在在这里。请告诉我你
对我定规的道路。那是为了使我忠信地行在其中。
我是你的奴仆，所以我忠信地执行主人的心意。”。
首先，请明白自己的道路。之后，请对主说“阿
们！”，为了留在所定规的道路中，并行走在其
中而奉献。 

如果明白了道路却不奉献，不执行的话，里
面和外面不一致，所以就会充满属灵的死亡和忧
愁。 
奉献的根据― 
林前 6:19 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在你们里面
之圣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你们从神而得的，并且
你们不是属自己的。 
20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样，就要在你们的
身体上荣耀神‧ 
奉献的动机― 
林后 5:14 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因我们断定：
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15 并且祂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向
自己活，乃向那替他们死而复活者活。 
奉献的意义― 
罗 12:1 ...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圣别并讨神喜
悦的活祭，这是你们合理的事奉。 
弟兄的见证：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春天的时候得救
了。到了二年级后就开始积极地传福音。召会举
行的每月一次福音聚会周时，天天祷告，邀请朋
友参加福音聚会。然而，那一周结束后，我又回
到了懒惰的生活中。因为过着这种矛盾的生活，
除了福音周外，里面总是有纠葛，有烦恼。在三
年级的冬天，我去了台湾召会访问。在台湾的三
重市听到了奉献的信息。我至今还记得说：“如
果你为身体的生活奉献，即使你忘记了，主仍会
记得的。”当晚，在台中市会所，我照着所的有
奉献的祷告，“我在这里喜乐地奉献自己和我的
一生。感谢主,即使我忘记了，你仍会的记得。当
我忘记的时候，请你提醒我。“我愿建造召会，
讨你喜悦”。此时，我感受到了主的强烈同在。
这种奉献之后，里面和外面之间的矛盾消失了，
里面变得明亮和透明。奉献后，里面的矛盾和烦
恼消失了，慢慢地开始有往前。在那之后，也有
忘记奉献,变软弱的时候，不过，每次都能得到怜
悯，是因为主让我想起了这个奉献，仰望主，更
新了奉献。显然地，大学三年级时在台中的奉献
成为了转折点。当我得救时，我人生负面的漩涡
(连锁反应)就结束了。当我为身体建造而奉献的
时候，正面的漩涡就开始了。“主啊，仰望你，
愿能跑完自己的道路直到路终！”  

https://www.stemofjesse.org/doku/doku.php/%E6%99%A8%E5%85%B4%E5%9C%A3%E8%A8%80:2020:2020.05.%E7%A7%8B%E5%AD%A3%E9%95%BF%E8%80%81%E8%B4%9F%E8%B4%A3%E5%BC%9F%E5%85%84%E8%AE%AD%E7%BB%83:%E7%AC%AC%E4%B8%83%E5%91%A8#folded_61277da4bb089d16623e35f96fb67c85_20


CP3:主的再来是对信徒的警告、鼓励、激励。
操练过神·人生活，照着神牧养，等候主的再

来，成为得胜者 
OL1:我们若是宝贵主的再来，就必爱祂的显现。
提后4:1 我在神并……基督耶稣面前，凭着祂的
显现和祂的国度，郑重的嘱咐你，…… 
8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义的审
判者，在那日要赏赐我的；不但赏赐我，也赏赐
凡爱祂显现的人。 

今天基督徒中间有许多关于主第二次来临
的谈论。但很少信徒晓得，主耶稣回来时，不会
是怜悯的神或恩惠的救主，乃是公义的审判者。
基督徒该受警告并鼓励，预备自己站在这位审判
者面前。我盼望我们中间许多人会在这黑暗的世
代接受负担，将这样郑重的嘱咐带给主的子民。
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并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
的主耶稣面前，接受这嘱咐。我们必须宣告这事
实，主回来时将是所有人（信徒和不信者）的审
判者。根据马太25章，所有主的仆人都必须向祂
交账。主或者要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
（21），或者说，“又恶又懒的奴仆”（26）。
主要凭祂的公义断定我们是否得赏赐。 
OL2:主的显现，主的回来，乃是我们的警告、鼓
励及激励。我们应有一种爱主显现的生活，这会
使我们不灰心，却维持忠心直到路终。 
提后4:18 主必救我……进入祂属天的国。愿荣
耀归与祂，直到永永远远。 
OL3:爱主的显现，与爱现今的世代，是相对的。
世代是撒但世界系统的部分、片段、方面，为撒
但所利用，篡夺并霸占人，使人远离神和神的定
旨。 
OL4:爱主的显现，乃是我们今天爱主、为主活着
的证明；因此也就成了我们将来得着主赏赐的条
件。 
OL5:爱主的显现，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过正常的生
活了；相反的，我们越爱祂的显现，就越需要在
今天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帖前1:10 并且等候祂的儿子从诸天降临，就是
祂从死人中所复活，那拯救我们脱离要来忿怒的
耶稣。 

把对主再来的渴望发表成为对祂的祷告，
呼求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
22:20）我们应当常常这样呼求祂来，好作为我
们对祂再来的响应 

 
应用：服事者篇 

因主并未告知我们他来临的时刻，所以信
徒必须每天儆醒。对信徒而言，主的再来是警
告、鼓励及激励。 
警告:马太 25:11 说，“主阿，主阿，给我们开
门” 
12 但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
你们。 

13 所以你们要儆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
们不知道。 
30 把这无用的奴仆，扔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
必要哀哭切齿了。 

警告就是说，如若不能成为得胜者，便会被
主否认，被扔在黑暗里，在那里哀哭切齿。这里
的黑暗指的是在千年国里的主的同在并荣光的
领域之外的黑暗。”哀哭切齿”这句话是适用于
那些要到火湖里毁灭的不信之人的。信徒虽不会
在火湖里毁灭，但是在1000年的黑暗里应该会是
极大的痛苦。 
鼓励及激励: 
21 主人对他说，好，良善又忠信的奴仆，你在不
多的事上既是忠信的，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FN “不多的事”:表征主今世的工作。 
FN “许多事”:表征在要来的国度里所负的责任。
FN “管理”:表征在要来的国度里管理的权柄。
FN “你主人的快乐”:表征在要来的国度里对主
的享受。这不是外面的地位，乃是里面的满足。
有分于主的快乐，乃是最大的赏赐，比国度里的
荣耀和地位更好。 

主的再来是对信徒的鼓励和赏赐。即便你在
世上得到了丰富的物质、崇高的地位，然而这与
你是否能够成为得胜者没有任何关系。你是否能
够成为得胜者完全取决于，❶是否能够在生活中，
操练神·人的生活，在生命上长大。❷是否能够
在服事上忠信，并在属灵的买卖中获得盈利。 
姊妹的见证:主的再来是我服事的鼓励。我在服
事中也曾有过失望，有过软弱，但只要一想到主
即将到来这个事实，我就被鼓励，被加强。我特
别喜欢诗歌第756首。 
1 我王必定快要再临，天空都满了祂！ 

待赎宇宙快得復兴，主要完成救法！ 
我已听见祂的脚声，在那彩云中间； 
我已看见祂的荣身，隱约显露在天。 

3 我眼专看我的救主，我心已经在天， 
我口不说別的题目，只说与主相见。 
主的再临已经紧近，主来原是为我； 
主的应许永远坚定，从来没有空说。 

6 千人的手不能阻我，万人的眼也不； 
路上荆棘，不过助我忠勇进前得福。 
我心！我灵！今当復兴，让这世界过去； 
生命的主！求你快临，接我进入天域。 

祷告：“哦，主耶稣，主必再来，但我们并不知
道是什么时候。这是为着我成为得胜者的警告、
鼓励及激励。若不能成为得胜者，便会被主否认，
被扔在黑暗里。每天儆醒，过正常的神·人生活，
忠信的牧养主所赐予的新人，等候主的来临。主
耶稣啊，我愿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