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腓3:12-14

• 3: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
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所以得著我的或
作所要我得的〕Not that I have already obtained, or am 
already made perfect: but I press on, if so be that I may lay 
hold on that for which also I was laid hold on by Christ Jesus.

• 3: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Brethren, I could not myself yet to 
have laid hold: but one thing [I do], forgetting the things 
which are behind, and stretching forward to the things which 
are before,

• 3:14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
的獎賞。 I press on toward the goal unto the prize of the 
high calling of God in Christ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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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3:15-16

• 3:15所以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總要存這樣的心．若在
甚麼事上、存別樣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們．所以，
我們中間凡是成熟的人，都應當這樣想。即使你們不是
這樣想， 神也會把這事指示你們。Let us therefore, as 
many as are perfect, be thus minded: and if in anything 
ye are otherwise minded, this also shall God reveal unto 
you: 

• 3:16然而我們到了甚麼地步、就當照著甚麼地步行。only, 
whereunto we have attained, by that same [rule] let us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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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13:12

• 13:12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
所有的、也要奪去。For whosoever hath, to him shall be 
given, and he shall have abundance: but whosoever 
hath not, from him shall be taken away even that which 
he h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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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導向的人生

陳煌輝 01/22/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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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1. 有目標的人生

2. 有計劃的人生

3. 有毅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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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生的目的是什麼？你的人生觀是什麼？

2. 我究竟為何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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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信息

本段經文的中心是：

以神為中心的人生

出 20:2「我是耶和華你的 神，曾經把你從埃及
地，從為奴之家領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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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標的人生

• 3: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
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所以得
著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

• 3: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
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 3:14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
來得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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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計劃的人生

• 3:15 所以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總要存這樣的心．若在甚麼事上、
存別樣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們．

• 3:16然而我們到了甚麼地步、就當照著甚麼地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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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毅力的人生

• 3: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
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所以得
著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

• 3: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
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 3:14 向著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
來得的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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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神所赐的生命冠冕并不是地上的荣耀和尊贵，乃是永恒
的赏赐──与神永远同在。

•要成为神的得胜者，就要爱神，甚至在压力下仍对他忠
心耿耿，坚定不移。

太13:12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
也要奪去。

腓4:13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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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像是一位乘车的旅客，

每一个钟头，都在期待着抵达，

并且不时殷切地，望向车窗外...

我全身整装待發，

准备好，迎向终站。」

-奇异恩典的作者，约翰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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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後4:7-8

• 4:7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the course, I have kept the faith:

• 4:8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
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
慕他顯現的人。henceforth there is laid up for me the 
crown of righteousness, which the Lord, the righteous 
judge, shall give to me at that day; and not to me only, 
but also to all them that have loved his app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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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UP SL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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