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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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经：腓三 3~8 

周 一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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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三 3 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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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在这几节里，“信靠肉体”是指信靠我们肉体中的所有

好的项目和品质；我们天然人里面可敬的、可爱的、优

越的各方面，仍然是肉体。 

三 神的儿女们最大的难处就是不知道什么叫作肉体，并且

他们的肉体没有受过对付—罗八 8，加五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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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三 2~3。 

2 信靠肉体使我们离开基督—腓三 3~4、10。 

周 二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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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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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三 2~3。 

2 我们唯有蒙了神的光照，才能真说，我们不信靠天然的

资格、能力或智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见证我们不

信靠肉体，我们全然信靠主—腓三 3，箴三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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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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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三 3。 

周 三 

贰 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是来自祂人位的宝贵—8 节，太

十七 5，西一 1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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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十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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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 15~16，弗一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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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九 3~5、20、22，二二 13~16，
二六 13~16。 

二 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就是基督的宝贵给我们实化了—约

十六 13~14，加一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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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二 4、7，西一 12、15~19，
二 2~3、9、16~17，三 4、10。 

周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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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十六17，十一27，加一15~16，
约十七 3。 

三 我们要经历基督，首先需要以认识基督为至宝—腓三

7~10： 

1 我们不借着启示认识基督，就无法经历祂—加一

15~16，二 20，四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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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壹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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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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一 17~21，三 14~19。 

周 五 

叁 保罗因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就将万事看作亏损—腓三

8 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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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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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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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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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节上。 

肆 保罗因基督已经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

—7、8 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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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六 

二 我们借着将从前对我们是赢得的看作粪土，而赢得基督

—4、8 节： 

1 八节的“赢得”，原文意，获得、取得、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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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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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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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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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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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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八 8   而且在肉体里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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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第八天受割礼，他是出于以色列族，

属于便雅悯支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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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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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信靠他们的肉体，信靠

他们凭天然出生的所是。但我们基督徒不该信靠我们天生就有

的任何东西，因为任何出于我们天生的，就是肉体的一部分（李

常受文集一九七八年第一册，五三一至五三二页）。 

信息选读 

我们要经历基督，就需要看见我们作一切事必须凭着神的

灵，在基督里，并且不信靠肉体。……不要以为愚昧是出于肉

体，而智慧必定出于那灵。只要是天然的，智慧与愚昧同样是

属肉体的。……我们不该信靠我们天然的所是。只要我们信靠

我们天然的所是，我们在经历基督的事上就了了（李常受文集

一九七八年第一册，五三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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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儿女们最大的难处就是不知道什么叫作肉体！许多基

督徒所知道的肉体，以为不过是犯罪而已。不错，肉体的确会

叫人犯罪，但是，肉体不仅是叫人犯罪而已。罗马八章八节说，

“在肉体里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这里说肉体不能得神的

喜悦，意思就是说肉体曾打算要得神的喜悦。许多时候，肉体

的目的不一定是要得罪神，肉体的目的也可能是要讨神的喜

悦。……但是结果不能。经历告诉我们，犯罪的肉体还容易对

付，唯有要得神喜悦的肉体是最难对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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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八七至八九页）。 

参读：经历基督，第六至八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第五

章。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2 
 

第五周 • 周二 

晨兴喂养 

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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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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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在腓立比三章一至六节所说的话，……与经历基督有

关。保罗若仍是个热中犹太教者，他就不可能经历基督。但是，

因着他成了另一种人—凭神的灵事奉，在基督耶稣里夸口，并

且不信靠肉体的人，他就能丰富地享受基督并经历基督。我们

也应该不信靠肉体，不信靠天然的才干，不信靠我们的遗传或

传统。相反的，我们该是一班凭那灵事奉神，在基督里夸口，

并且不信靠肉体的人。我们若是这样的人，我们就会对基督有

真正的经历（腓立比书生命读经，一七三页）。 

信息选读 

虽然我们不是热中犹太教者，但在原则上，我们可能和热中

犹太教者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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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已经指出，腓立比三章二节的犬类、作恶的和妄自行割的，

分别是指堕落的性情、行为和宗教。我们若继续照着我们的旧

性情生活，以我们凭自己所作的夸口，又信靠我们的资格，我

们就与热中犹太教者一样。结果，我们就会在召会里制造难处，

我们就不能在经历基督的事上长进。为了要经历基督，我们必

须凭神的灵，不凭堕落的性情事奉；在基督里夸口，不夸自己

的行为；并且不信靠我们天然的资格，只信靠主。这乃是经历

基督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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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心里可能以为自己和热中犹太教者不同。但是，我们可

能仍然活在老旧的性情里，以我们的行为夸口，并且信靠我们

天然的资格。我没有把握说，大多数的圣徒会完全定罪他们堕

落的性情。相反的，许多人还是照着“犬类”的性情生活、行

动并活动。此外，我们多多少少还以我们的行为夸口，认为自

己既聪明又能干。而且，我们还可能信靠我们的肉体，信靠我

们天然的资格。 

我们都要深刻且切身地摸着腓立比三章的这几节，这是很重

要的。我们需要主的光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看见我们的性情、

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对肉体的信靠。我们若被主照明，就要承

认，虽然我们已经蒙了重生，成为神的儿女，有了神圣的生命

和性情，但是我们仍然太活在我们“犬类”的性情里。不错，

我们有权利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事实。但是，如果这宣告与

我们每日的经历背道而驰，这对我们就不过是道理。有一天，

当主在这事上光照你的时候，你会仆倒在主面前，承认你的性

情是何等不洁。然后，你会定罪你凭堕落的性情所作的每一件

事。你会看见，在神眼中，在堕落性情里所作的一切，都是邪

恶的，都是该被定罪的。已往我们夸自己的行为和资格。但是，

总有一天，我们不再夸肉体同肉体的资格，反而要定罪它。然

后，我们就只在基督里夸口，并且明白在自己里面，我们完全

没有夸口的立场。 

我们唯有蒙神光照的时候，才真能说，我们不信靠天然的资

格、能力或智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见证说，我们全然信靠

主。这样蒙主光照之后，我们就能够经历基督。我盼望我们当

中许多人能看见这光，从仅仅客观领会这些经节，转到对基督

主观的享受与经历里（腓立比书生命读经，一七三至一七五页）。 

参读：腓立比书生命读经，第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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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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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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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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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一 1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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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腓立比三章八节保罗并不是直接说以基督为至宝，乃是

说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本节的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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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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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生命读经，

一八六至一八七页）。 

信息选读 

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那次经历之前，他对基督没有任何

认识。他宝爱律法，以律法为至宝。保罗为律法的热心表明他

珍赏律法。他的热心是出自他的珍赏。保罗当然以对律法的卓

越认识为傲。尽管基督远比律法宝贵，但保罗却不认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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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他悔改信主的时候，神将这至宝的一位启示给他。有

了基督这启示之后，保罗开始对基督有了认识。他开始认识基

督之后，就逐渐领悟，从迦玛列所领受对律法的认识，远逊于

对基督的认识。保罗写腓立比三章五至八节时知道这个对比，

所以能说出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并且为这认识的至宝亏损万事。 

当然，至宝就在基督的人位里面。但是，为着我们的经历，

我们对这至宝的体验是在于我们的认识。我们若缺少认识，就

绝对无法体验这人位是何等的宝贵。唯有当我们认识祂的宝贵

时，我们才会以认识基督为至宝。这样以认识基督为至宝，是

何等的宝贵！ 

我们可以用观光客在香港购物为例，说明如何得着对基督

之认识的至宝。那里的商人知道如何陈列他们的货品，特别是

珠宝，以吸引观光客。观光客看见展示的珠宝，通常都很兴奋。

进一步的，他们认识了这些东西的宝贵。他们进入商店之前，

对这些珠宝的宝贵毫无所知。一旦他们看见了，也知道了这些

东西的宝贵，就愿意付代价来得着它们。同样，我们需要有启

示，知道基督的宝贵，祂的无上宝贝。……我们若得了基督是

至宝的启示，我们自然会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对基督的认

识是基本的。我们所说的认识，实际上是指关乎基督和祂是至

宝的启示，异象。……保罗……被对基督之认识的至宝所夺取，

并且因着这认识的缘故，愿意丢弃万事，看作亏损（腓立比书

生命读经，一八七至一八八、一九一至一九二页）。 

参读：腓立比书生命读经，第十九篇。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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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太十六 17 耶稣回答他说，西门巴约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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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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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三章八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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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并祂复活的大能。”

因此，认识祂是我们经历祂的要点。我们不认识祂，就无法经

历祂。对基督的认识是至宝的，这种认识甚至就是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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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训练第六册，一○一

至一○二页）。 

信息选读 

在构成神圣启示之心脏的四卷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

腓立比书和歌罗西书中，保罗揭去帕子，给我们看见基督是谁，

以及基督的所是。基督是包罗万有的，也是延展无限的，祂是

宇宙中一切正面事物的实际。祂是神、人、永远、光以及生命

的实际。我们实在没有充分的言语来表明基督是谁，以及基督

的所是。 

直到最近我才注意到基督的延展无限。有一天，当我正说

到歌罗西书所启示的基督时，我自然而然用“延展无限”一辞；

并且指出歌罗西书所启示的基督是延展的，甚至是延展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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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基督比整个宇宙更广阔。祂是无法测量、无限无量的。因

此，祂不仅是包罗万有的，也是延展无限的。 

二章十六至十七节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在节期、

月朔、或安息日方面，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要来之

事的影儿，那实体却属于基督。”这些经节指明，基督是我们

的吃喝、节期、月朔和安息日。祂是宇宙中一切正面事物的实

体、实际和实质。祂是我们所呼吸之空气的实际，也是我们所

吃之食物的实际，还是我们所享受之阳光的实际。此外，祂是

三一神的实际，也是人的实际。 

我们教导基督是包罗万有的，是宇宙中一切正面事物的实

际时，有些人竟然指控我们教导泛神论。……我们彻底弃绝泛

神论，并且宣告这是属魔鬼的教训；我们绝没有传泛神论。然

而，照圣经所说，我们的确教导说基督是神，是人，也是一切

正面事物的实际。但这并不是说，宇宙中物质的事物就是神自

己。我们不是神，也绝不会在神格上变成神。然而，基督在我

们里面；并且实际说来，祂甚至要逐渐变成我们。歌罗西三章

十至十一节说，“并且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创造他者的形

像渐渐更新，以致有充足的知识；在此并没有希利尼人和犹太

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

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两节也指出基督

的包罗万有。在新人，身体，召会里，没有希利尼人，也没有

犹太人。同样的，没有中国人和美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在

新人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祂是一切的肢体，又在

一切的肢体之内。这意思是说，在新人里，基督是你，基督是

我。祂实在是包罗万有，也是延展无限的（腓立比书生命读经，

一八八至一九○页）。 

参读：长老训练第六册，第七章；腓立比书生命读经，第十九

至二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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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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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读腓立比书的人，将以认识基督为至宝，领会成以基

督自己为至宝。然而，保罗特别且明确地说以认识基督为至宝。

保罗对基督的认识是极其宝贵的。因他以这样的认识为至宝，

他就愿意亏损万事。 

在三章七节保罗说“因基督”；但是在八节里，他进一步

又说，“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八节多了“我主”

二字，指明当保罗写信的时候，他满了对基督亲密、柔细的感

觉。对主耶稣的宝贵所生发的柔细感觉，在他里面升起，叫他

说出“我主基督耶稣”。保罗非常看重以对他亲爱的主耶稣基

督的认识为至宝（腓立比书生命读经，一八五至一八六页）。 

信息选读 

我们仍然固守我们民族的哲学与本国的逻辑。从某一地区

来的人固守他们的逻辑，另一地区来的人也坚持他们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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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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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深入保罗在腓立比三章七至八节的思想，就会领悟

保罗非常担忧宗教、哲学和文化的事物。他在二节说到犬类、

作恶的和妄自行割的，可以证实这点。妄自行割是对割礼的轻

蔑之辞，这不但与宗教有关，更特别与犹太文化有关。不仅如

此，犹太文化是以犹太哲学和逻辑为基础的。在三节保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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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说出自己从前可以信靠肉体的理由；

他所列举的七个项目都与犹太宗教、哲学和文化有关。这些正

是保罗因基督看作亏损的事物。你知道他为什么把这些看作亏

损？因为这些都是基督的代替品，是撒但所利用叫人远离基督，

无法经历基督的圈套。仇敌拦阻我们经历基督，他是何等的狡

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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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对三章八节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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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书生命

读经，一八○至一八二页）。 

参读：腓立比书生命读经，第十八至十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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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喂养 

腓三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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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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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得基督，就是赢得祂那独特的人位。基督是神格丰满的

具体表现（西二 9），也是一切正面事物影儿的实际（16~17）。

赢得是需要出代价的。赢得基督就是出代价以经历、享受并支

取祂追测不尽的丰富（弗三 8）。 

一切赢得的和基督无法相比。我们若作这样的比较，就要

将万事看作亏损。我们从前将一些事物看作是赢得的，原因是

我们不认识基督。但我们的眼睛一旦得开启，看见基督，我们

就开始领悟，保有那些事物是何等的愚昧（新约总论第五册，

五五五页）。 

信息选读 

从前对保罗是赢得的万事，妨碍、拦阻他有分于并享受基

督。因此这一切，因基督对他都成了亏损。保罗因基督不仅将

从前宗教的事物看作亏损，也将万事看作亏损。 

我们也许以为，腓立比三章八节的事是指属世、物质的事。

就某种意义说，这种领会只是部分正确。……按五至六节看，

保罗的观念主要不是与物质的事有关。当然，属世、物质的事

霸占人，使他们不能经历基督，这是事实。然而，保罗领悟真

正拦阻人经历基督的，主要是宗教、哲学和文化的事。我们若

进入三章保罗的灵和思想里，就会领悟保罗在写作时，当他说

到“万事”的时候，他是想到宗教、哲学和文化。八节的“万

事”必定包括宗教、哲学和文化这三类的事。我们若丢弃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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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和文化，的确就舍弃了一切。我们若丢弃这三类的事，就

会自动丢弃属世、物质的事，这些事实际上是受宗教、哲学和

文化管辖的。要胜过物质事物的影响很容易，但要胜过宗教、

哲学和文化却非常困难。我们若单单将属世、物质的事看作亏

损，就无法经历基督。要赢得基督，我们需要将万事，包括宗

教、哲学和文化的事，看作亏损。 

我们和保罗一样，不仅该因基督将万事看作亏损，也该将

万事看作粪土。八节的“粪土”，原文指扔给狗的渣滓、垃圾、

脏物；因此是狗食、粪土。这些东西与基督无法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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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总论第五册，五五六至五五七页）。 

有些弟兄姊妹在召会生活中，是以看橱窗的方式来聚会。

他们享受听信息，却不出代价去赢得基督。出代价就是亏损万

事。首先，保罗将一切在宗教上的赢得，和借天然出生而有的

赢得，都看作亏损。然后他将万事看作亏损，并且亏损万事。

他这样作，乃是为要赢得他所看见的基督。有许多次我花了一

大笔钱去买某样物品；我买了那样物品带回家之后，就开始后

悔花了那个价钱来买它。然而，当我考量那件物品并看见它的

宝贝时，我就不在意所出的代价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他

亏损万事以后，就将万事看作粪土。他所付出以赢得基督的东

西，不过是粪土、狗食、垃圾、废物；他不为所付的代价后悔

（李常受文集一九七八年第一册，五四七页）。 

参读：新约总论，第一百四十二、一百六十八、三百四十八篇；

经历基督，第十一至十四章。 

亮光与灵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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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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