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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的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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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的力量

是我的福份

直到永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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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篇 Psalm 71:20

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
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
Though you have made 

me see troubles, many 

and bitter, you will 

restore my life again; 

from the depths of the 

earth you will again bring

me up.

《 You Raise Me Up   你扶持我》



当我沮丧 困倦软弱的时候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困难临到 如重担压心头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1/6 《 You Raise Me Up   你扶持我》



我仍佇立 在静默之中等候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直到你来 陪伴在我左右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while with me

2/6 《 You Raise Me Up   你扶持我》



★ 你扶持我 我能攀越过山岗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你扶持我 穿过暴风巨浪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我很坚强 因能依靠你臂膀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你鼓舞我 让我超乎想像 ★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3/6 《 You Raise Me Up   你扶持我》



每个生命 都有自己的渴望
There is no life    no life without its hunger

跃动的心 都跳动得不完美
Each restless heart    beats so imperfectly

4  of  6

4/6 《 You Raise Me Up   你扶持我》



但当你来 将奇迹充满我心
But when You come and I am filled with wonder

有时我想 我瞥见了永恒
Sometimes I think    I glimpse eternity

5

of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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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相宽容
凡事谦虚 温柔 忍耐
用和平彼此联络

《 合而为一 (Unity) 》1/2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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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祂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祈 祷
Prayer

恩信浸信会



读经
Scripture Reading

腓立比书 3:7-16

恩信浸信会



7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
当作有损的。
But whatever were gains to me I now consider loss for the sake of 

Christ.

8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
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What is more, I consider everything a loss because of the surpassing 

worth of knowing Christ Jesus my Lord, for whose sake I have lost 

all things. I consider them garbage, that I may gain Christ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7-16



9 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
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
义， and be found in him, not having a righteousness  of my   

own that comes from the law, but that which is through faith 

in Christ  — the righteousness that comes from God on the basis of 

faith.

10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
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I want to know Christ — yes, to know the power of his  resurrec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his sufferings, becoming like him in his death,

11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and so, somehow,  

attaining to the resurrection from the dead.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7-16



12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
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所以得着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 。
Not that I have already obtained all this, or have already arrived at    

my goal, but I press on to take hold of that for which  Christ Jesus     

took hold of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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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others and sisters, I do not consider myself yet to have 

taken hold of it. But one thing I do: Forgetting what is behind   

and straining toward what is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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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press on toward the goal to win the 

prize for which God has called me heavenward in Christ Jesus.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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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of us, then, who are mature should take such a view of things. 

And if on some point you think differently, that too God will make 

clear to you.

16 然而，我们到了甚么地步，就当照着甚
么地步行。
Only let us live up to what we have already attained.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7-16



讲 道
Sermon

蔡甯牧师 主讲

恩信浸信会



To Gain Christ
Discard and Press On

（下 Part 2）



保羅尋獲的至寶是甚麼？
What is Paul’s surpassing worth? 

認識我主基督耶稣
knowing Christ Jesus my Lord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3:8）

保羅的人生觀價值觀都大大改變



使徒保羅尋獲基督為至寶
Apostle Paul found the surpassing worth of Christ  

所以他甘願丟棄
So he is willing to discard

並努力追求
And strive to pursue

V8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

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What is more, I consider everything a loss because of 

the surpassing worth of knowing Christ Jesus my Lord, for whose sake 

I have lost all things I consider them garbage, that I may gain Christ

v12…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I press on to take hold of that 

for which Christ Jesus took hold of me.





To gain Christ

丟棄
Discard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3:7-8



To gain Christ

竭力追求
Press On to Gain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3:12-16



腓立比書交錯平衡的結構中，可以看到這個中心：

A 開首的問安（一：1-2）
B 感謝與代禱（一：3-11）

C保羅的榜樣：僕人朋友—死活非為己，
只為耶穌和教會（一：12-30）

D 勉勵教會學習謙卑，成為僕人朋友的群體（二：1-5）
E 僕人朋友意識形態的最高榜樣：耶穌基督（二：6-11）

D’勉勵教會學習順服，成為僕人朋友的群體，
並以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為榜樣（二：12-30）

C’ 保羅僕人朋友的榜樣：把萬事當作有損，
以耶穌為至寶（三：1至四：1）

B’勸勉與感謝（四：2-20）
A’結尾的問安（四：21-23）



腓立比書3章12-14節也出現平行句：

v12a.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

b. 我乃是竭力追求，

c. 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

v13弟兄們，

a.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b.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

v14 c. 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因此，13-14節其實是進一步
擴大說明和解釋12節的內容意義！

聖經中最為人樂道的關於跑步的經文，
大概是在腓立比書3章13-14節！





1. 它代表人生旅程
2. 要講求忍耐力和毅力

3. 是要走對方向的



大家猜猜紐西蘭這個小國，一年舉
辦幾多個大型馬拉松的比賽
（包括鐵人耐力賽等）？ 三十九個

奧克蘭市從北岸
Devonport to City到市中
心共42公里的比賽，將
於今年 10月29日舉行！



去年11月我的香港朋友特意飛來新
西蘭皇后镇參加馬拉松！



緊握得著 katalambino

竭力追求 dioko

追求(dioko)是為了得著 (lambano) 獎賞 (brabeion) ！
所以緊握得著 katalambano，是一種很激烈追求
，志在必得的，「捉著、獲得」的意味！

V12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
以得着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 。
Not that I have already obtained all this, or have already arrived at   my goal, but I press on 

to take hold of that for which  Christ Jesus took hold of me.

人生目標就是要得著基督所要我得的



v12-13

Brothers and sisters, I do not consider myself yet to 

have   taken hold of it. But one thing I do: Forgetting 

what is behind   and straining toward what is ahead,

I press on toward the goal to win the  prize for which 

God has called me heavenward in Christ Jesus.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3:13-14

4. 



保羅在物質生活上能安於現狀
「我並不是因缺乏說這話；我無論在甚麼境
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會了。」
（腓4:11)

Divine Dissatisfaction

12-13這不是說我已經得著了，已經完全了…我不是
以為自己已經得著了Not that I have already obtained all 

this, or have already arrived at  my goal… , I do not consider myself 

yet to have taken hold of it 



靈裡以為足夠的危機

• 當我們沒有飢餓感就會不進食

• 當我們靈裡沒有追求需要時，我
們就不會去親近神

因為不滿足，就會謙卑追求



保羅的心中，只有一件事的專注。在他的價
值觀中，只有基督，其他都不重要。

「我只有一件事….。」 （腓3:13)

Focus on One Thing

聖經中提及「只有一件事」3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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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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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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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多選擇的痛苦

• 會延誤時機

• 負擔太多

三心兩意的延誤



保羅要忘記纏累的過去，
面對現在而努力奔跑

「因我活著就是基督…」 （腓1:21)

Forget what is behind, strain toward those ahead

忘記纏累我們前進的過去
• 那些羞愧、得罪神的事

• 也忘記令人自我驕傲、榮耀自己的成就和事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
如同雲彩圍著我們，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
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存心忍耐，
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Therefore, since we are surrounded by such a great 

cloud of witnesses, let us throw off everything that 

hinders and the sin that so easily entangles. And let 

us run with perseverance the race marked out for us,

希伯來書 Hebrews 12:1



「不要因為把
我賣到這裡自
憂自恨。這是
神差我在你們
以先來，為要
保全生命。」
（創世記45:5)

看透試煉的背後，感恩面前

舊約被賣的約瑟的感恩



保羅的標竿就是榮耀神
「…無論是生是死，

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腓1:20)

4. Press on toward the goal

能達終點得獎需要：
標竿要對
方向要正
跑得要直



a Pharisee 

addition

Rabbi of 

Judaism

persecute  

church

esteem education

circumcised on the 8th day 

addition

Leader in 

education

obey law
addition

Knowing 

Christ

Senior pastor of 

mega-church

forsake 

boasting

forsake self-reliance

PhD from 

esteem 

seminary

forsake 

wisdom

author

forsake plans
baptised and 

Minister in a 

mega-church

forsake preferences

forsake 

prestige

lay aside 

friendship 

and love

forsake 

sinful 

pleasurea genuine Israelite

subtraction

start

马太福音 Matthew  7:13-14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
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Enter through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road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many enter through it. But small is 

the gate and narrow the road that leads to life, and only a few find it.



能達終點得獎需要：
標竿要對
方向要正
跑得要直

馬拉松比賽只有兩個人得獎



從上面而來獎賞
「…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
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雅各書 1:12)

To win the price

神賜的的獎賞：
有今生的：基督同在勝試煉
有永生的：生命冠冕永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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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of us, then, who are mature should take such a view of things. 

And if on some point you think differently, that too God will make 

clear to you.

16 然而，我们到了甚么地步，就当照着甚
么地步行。
Only let us live up to what we have already attained.

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3:1-16



要作完全人（成熟的信徒）
你的旅程跑得好嗎？
我們需要同路人彼此打氣

除了努力追求，
也要順從人生的季節、量力而為



Press on to gain Christ

同奔天路、一起得賞
Let’s run together

to gain the price from Christ





玛拉基书 3:10 
万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

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倾福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哥林多后书 9:7
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
不要作难，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奉献乃基督徒的
权利和义务，

如未信耶稣／不明白
奉献意义者，

请让奉献袋传过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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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奉献祈祷
Pray for the offering

恩信浸信会



欢迎 Welcome

新来宾 New Comer

寿星 Birthday Star

周年纪念 Anniversary



家事分享
Announcement

恩信浸信会



下 周 侍 奉
主席 Crystal Lu

敬拜 Jason Zhang

乐手 Cherie Cheung

讲道 Pastor Daniel Choi

音响控制 Gavin Yu

收/数点奉献 Xuan Yun, Tina Zhou

接待 Liu Ming, Zhou Qing



《 家事分享 》

蔡牧师应东区华人浸信会邀请，于 23/9 周
六晚堂崇拜中证道。



《 家事分享 》

28/9 周四为英语会话班今个学期最后一课，
放假两周，下学期在 19/10 复课。



《 家事分享 》

教会于 29/9 周五晚上 7:30 举行「才艺晚会
庆中秋」，敬请预留时间出席并表演你的
才艺。请邀请亲友参加，也带点心小吃作
夜宵分享。



《 家事分享 》

教会于 30/9 周六上午 9 时开始教会堂所大
扫除，现正招募「勤劳小队」队工。请预
留时间与英文部兄姊一起同工同服侍上帝。



愿主天天以恩包围你，
助你遵祂走信心的路；

每日活在你心，
保守你不犯罪，

安心去尝祂爱，常欢喜。



祝 福
Benedi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