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老改選-全力向前 
講道-蔡維恩牧師 

前言:「高雄中會九十週年」 
高雄中會歡度 90週年慶！高雄中會於上週日（9/27）在高雄

展覽館舉行「90週年聯合感恩禮拜──傳承屬天價值，建立豐盛產

業」，超過 3500位信徒齊聚一同敬拜上帝，感謝上帝過去 90 年來

的保守，也透過同心合一全體祈禱，願上帝賜下異象，帶領教會

邁向全新的宣教之路。 

高雄中會歷經 90年變遷，從日治時期、戰後、工業興起，到

如今全面現代化的過程，教會也面臨許多挑戰。因此全體信徒在

紀念中會 90週年之際，也期待未來 10年能加深宣教佈道的推

動。因此 90週年的主題訂為「傳承屬天價值，建立豐盛產業」。

期待中會所有教會與信徒都能看重耶穌給的大使命與大誡命，將

這屬天的價值，傳承給下一代，使下一代的信仰能青出於藍。 

    感恩禮拜除了敬拜與讚美，也透過總會前任議長陳見岳牧師

（現任右昌教會主任牧師）勉勵，其主題為「邁向一百，直奔標

竿！」，引用箴言二十九章 18節「沒有異象 ，民就放肆； 惟遵

守律法的，便為有福。」來勉勵教會，需誠心誠意禱告到上帝的

面前，讓上帝賜下教會異象，當教會知道主的心意，就會有目

標、有動力、有傳福音的熱情。他並以腓立比書三章 12-14 節勉

勵大家一起努力朝向上帝給我們的宣教標竿奔跑，也透過詩歌

《榮耀的呼召》與《一粒麥子》讓信徒再次與上帝立約，學習一

粒麥子的精神，回應上帝的呼召。 

    在禮拜中也透過聯合洗禮的方式，讓這一屆的洗禮，在三千

五百位會眾的見證與祝福之下隆重完成。90週年禮拜尾聲，特別

表揚現任牧會 20年以上的牧者以及現任 20年以上的資深長老，

感謝他們對於教會的付出。最後在合唱《宣教的中會》這首詩歌

中結束禮拜。而禮拜的結束就是實踐的開始，期待高雄中會每位

信徒都成為宣教的精兵。 

 

   今天也是我們長老改選的日子，期待我們教會都能「向著標竿



直跑」回應主的呼召，配合中會的「黃金十年」宣教運動，帶出

教會的復興。 

   

一、思考的焦點.  
1. 我們教會是否確定「傳福音異象」長執同工合一宣教，邁向

「黃金十年」？ 

2. 我們如何依靠基督 忘記背後，努力前面，向著標竿直跑，得

著屬天的獎賞？ 

 

  參考經文：《 腓立比書 3章 7～14節 》 

腓:3:7 但是，我一向認為有盈利的，現在為了基督的緣故，我

把這些看作虧損。 

腓:3:8 不只這樣，我更把萬事看作虧損的，因為我以認識我主

基督耶穌為至寶。 為了他，我損失了一切，當作垃圾，

為要贏得基督，  

腓:3:9 完全跟他連結。我不再有那種因遵守法律而有的義。我

現在有的義是因信基督而有的，是上帝所賜的，是以信

為根據的。  

腓:3:10我只渴望認識基督，體驗他復活的大能，分擔他的苦

難，經歷他的死，  

腓:3:11希望我自己也得以從死裏復活。  

腓:3:12向著目標直奔 這不是說我已經成功，或已經完全了。我

繼續奔跑，只求贏得那獎賞；其實，為要使我達到這目

標，基督耶穌已經先贏得了我。  

腓:3:13 弟兄姊妹們，我並不認為我已經贏得了這獎賞；我只專

心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全力追求前面的事。  

腓:3:14我向著目標直奔，為要得到獎賞；這獎賞就是屬天的新

生命，是上帝藉著基督耶穌呼召我去領受的。 

 

二、經文背景 
保羅，一位猶太人，生在小有名氣之基利家的大數，在眾百姓



所敬重的教法師迦瑪列門下，按著猶太人祖宗嚴緊的律法受教，

熱心事奉（徒五 34，二一 39，二二 3）；出生後第八天受割禮，是

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就律

法說，是法利賽人（腓三 5）。 

  而經過那道來自神的榮光後，保羅真知道耶穌就是神，保羅到

了耶路撒冷，想與門徒結交，他們卻都怕他，不信保羅已成為門

徒（徒九 26）。但保羅卻未因此卻步，反倒積極投入宣道工作，定

睛在神，為主傳福音。在腓立比書中，是保羅為福音緣故被關牢

獄中。基督教若無保羅，就無法傳福音至外邦的世界中。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在我裡面活著」（加二 20）。保羅的這句話，成為聖經中非常關鍵

的經文，持續不斷在歷史長廊裡迴盪。「活為主活、死為主死」是

保羅一生的目標，也是他一生的寫照，他於自己離世前曾寫下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得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

我已經守住了」（提後四 7）。 

 

三、啟示: 
（一）學習忘記背後 

世上有些事是不能忘記的，譬如保羅沒有「忘記」耶穌基督在

他身上的恩典。但是世上有些事是要忘記的，就如一位賽跑的運

動員，如果他回頭看他跑了多遠，或看其他人跑得如何，勢必會

影響他前進的速度。到底「忘記背後」的意思是什麼？ 

a. 要「忘記」過去的失敗和羞辱：每個人對成功和失敗的定義都

不同，好像有人看危機是轉機，所以失敗也是成功的前奏，是成

功的一部份，也是必經之路。在此的「忘記」就是不要讓過去的

事阻擋我們繼續的發展。 

b. 要「忘記」過去在各地為上帝所做的事，免得自傲，影響前面

所要作的工作。所以，保羅是一面努力跑，一面忘記，這樣才可

以為上帝作更多的事。（甚至忘記現在自己在監獄為主受苦）。保

羅說，要如此的「忘記」，才能看清楚前面的標竿是什麼。   

 



我們通常帶著過去三種情緒上的垃圾： 

1. 我們不斷溫習過去的憤怒（誰對不起我）；一次又一次的想到

那苦毒的事，我們憤恨的人，那些傷害我們的人，我們溫習以

前的憤怒情緒……。 

2. 我們被懊悔的事抓住，那些令我們感到愧疚罪惡感的事（罪惡

感）；我們回憶著"如果當初我沒有作…就好了"…如果我們溫習

自己憤怒並且回憶著自己的愧疚…那麼… 

3. 我們難以釋懷過往的情感，以及帶來的自憐（須要內在醫

治）；我們整個人就都癱倒下去了。當你做這三件事，帶著情

緒的垃圾，憤怒，愧疚與自憐…這只會使我害怕關係，而不是

幫助我享受關係。你要如何得到釋放？保羅在 12節說："我忘

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忘記背後，努力面前！  

 

（二）願意降服於主 

他向亞基帕王說「不違背從天上來的異象」（徒二十六:19） 

「只怕上帝，就不怕人;不怕上帝，就怕人」保羅一生就是降服

於主，所以任何人都不怕（包括君王、門徒彼得等），他只怕上

帝，他願意降服於聖靈下，受其管理。 

保羅曾經對哥林多教會的信徒這樣說，我們為基督的緣故算是

愚拙的，你們在基督裡倒是聰明的；我們軟弱，你們倒強壯；你

們有榮耀，我們倒被藐視。直到如今，我們還是又飢又渴，又赤

身露體，又挨打，又沒有一定的住處，並且勞苦，親手做工。被

人咒罵，我們就祝福；被人逼迫，我們就忍受；被人毀謗，我們

就善勸。直到如今，人還把我們看作世界上的污穢，萬物中的渣

滓（林前四 10-13）。 

但保羅卻說：「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足，這是我已經學

會了。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

餓；或有餘，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祕訣。我靠著那加給

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四 11-13）。為了主、為了福音，保羅

寧願忍受各種逼迫與患難，異常艱苦卻甘之如飴。  

降服於神不是等同於被動地屈服、聽天由命、找藉口偷懶，也



不是接受現狀。降服的意思可以是完全相反的，它可以是犧牲自

己的生命，忍受痛楚，從而改變一些需要改變的事物。神常常呼

召向他委身的人為他打仗。降服不是膽怯懦弱之輩做得到的事；

也不表示放棄理性的思維。神不會浪費他賞賜你的心智，他不要

機械人來事奉他。 

降服不是壓抑自己的個性，神要你獨特的個性。降服不但不會

令這些物質消失，反而可能將它們提升。有牧長這樣的觀察：“當

我們愈讓神作主，就愈能成為真正的自己。因為他造我們。他按

照自己的心意，刻意地創造了不同的你和我……當我轉向基督，

將主權交給他的時候，我開始成為真正的我。” 

 

（三）向著標竿直跑 

保羅宣揚福音的大能-「死而復活」的生命見証！一位法利賽

人的生命改變。（新造的人，順服聖靈），就是如此清楚異象，他

就不顧代價，勇往直前。 

若一個人在過去有很好的成就，但不再繼續努力，那他也不

會看清楚前面的標竿是什麼？「努力」這個詞把賽跑者描寫成身

體向前傾，手伸出來向著目標，頭也是向前，全神貫注於目標

上。表示保羅在奔跑時繼續保持不變的姿勢，盡全身之力去追

求。應用在我們生活中，當如何努力呢？ 

a. 要有目標：第三章第 13節說「…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

背後，努力面前的…」，「我只有一件事」原來的意思是「我只做

一件事」，強力表達保羅只有一個目標，並且把他全部力量都集中

在這個目標上。 

b. 要委身：接著說要「直跑」(press on，forward)，保羅把它

看作委身。 

c. 要奔跑：就是直「跑」，因為保羅把自己當作賽跑的人。專

欄作家 Herb Caen在舊金山的報紙 Chronicle曾這樣寫過：「在非

洲，每個早晨當斑馬醒來時，牠有一個覺悟，就是牠一定要比最

快的獅子跑得更快，否則就會被吃掉。而每個早晨當獅子醒來

時，牠也有一個覺悟，牠一定要比最慢的斑馬跑得更快，否則就



會餓死。所以，不管你是斑馬，或是獅子，當日頭出來時，你都

要跑。」佈道家 Spurgeon說：「如果你不尋求上帝，魔鬼就找你；

如果你不尋求上帝，審判就來到你腳邊。」成為一個基督徒，我

們不只早晨醒來，我們是受呼召去「跑」，使我們愈來愈像耶穌基

督。 

我們的人生很快就過去，有目標也在過，沒有目標也在過，

只是我們都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今天我們若有「忘記背後，努

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的心志，只有上帝、天使和你自己知

道，然而，每年上帝都給我們機會，因為明天如何我們不知道，

我們要保握這機會。 

 

四、自己的感受 
    存在主義哲學家祁克果說「基督教信仰的目的並不在於發展

個人英雄式的人格特質，而是要去除個人的自我中心，建立真正

的愛心」。是的，我們很難想像上帝在歷世歷代以來，為了救贖人

類付出了無數的代價，最後甚至犧牲祂自己的兒子，一切的一切

只是為了去除人的罪，就是自我中心。基督教的信仰不是為了製

造少數的屬靈英雄，而是要破碎每一個人的自我；不是要建造堂

皇的基督教王宮，而是要拆除人心中的堡壘。「破碎自己」就是

「馴服心靈」的過程，神所要使用的僕人必定是被神所馴服的，

神要馴服一個人會按著這個人的獨特需要，所以，沒有一個人的

破碎自己過程是相同的。 

今天，確定這分信仰、蒙受主恩的我們，對於宣道、事奉、關

懷，願意為主投注多少心力？願意為主忍受多少苦楚？我們是否

能夠如同保羅放棄閒暇安逸，走出舒適圈，為主耶穌勞力？是否

能夠願意忍受挫折批評，為主耶穌勞苦？ 

今天長老的選舉，期待會帶來的以下的屬靈意義。⑴聖靈合

一」的彰顯，確定由「聖靈領導」地位。⑵也對目前小會的領導

肯定-對於目前領導權的確定，合一的建造異象有高度地認同。⑶

邁向「迦南地」方向走，不再留在曠野地。我們願意跨過「約旦

河」，接下來目標就是順服聖靈的帶領，讓生命中的「耶利哥城」



倒蹋。 

此次高雄中會九十週年陳見岳牧師（前總會議長，高雄中會最

資深牧師）的講道篇，令人扎心與感動。 

記得 2015/9/21-23 他參加福氣教會幸福小組研習會時，受感動

寫下了一則集體悔改禱告文： 

主啊，我深深向祢認罪悔改！ 

雖然我不以福音為恥，但我卻以我的牧會為恥！因為我沒

有為「福音的緣故」，背起十字架來跟隨祢；我不僅無法帶動

教會增長，就連現狀都維持不了。我好像瞎眼領路的（馬太

福音 23:16-17, 19, 24, 26），不只使教會不像教會、長執

不像長執，信徒不像信徒；反而使他們都誤以為教會就是如

此！長執信徒只需如此！ 

 

主啊，我深深向祢認罪悔改！ 

因為我把教會帶錯了路，帶到快窮途末路。我非但沒有使

教會成為能生、能養、能育的教會，反而使教會變成幾乎不

生、不養、不育的教會。我沒有帶領教會變成生機蓬勃、成

長復興的教會，反而變成不冷不熱、衰敗沒落的教會。 

 

主啊，我深深向祢認罪悔改！ 

我並沒有培養長執成為耶穌基督的精兵，在福音上和我一

同爭戰，在佈道栽培上作信徒的榜樣；反而塑造他們成為教

會向前進步的阻力，信徒長大成熟負面的教材。 

 

主啊，我深深向祢認罪悔改！ 

我並沒有培養信徒成為門徒，成為生產者，反而寵慣他

們，導致他們在屬靈上變成長不大的嬰孩，無法長大成熟，

無法自立更生，不會讀經、不會禱告，也不會傳福音引人歸

主；長期淪為不結果子的消費者，無法蛻變為天國的生產

者。 

 



主啊，我深深向祢認罪悔改！ 

在過去的歲月裏，我習慣以奶瓶的方式來牧會，使得今天

教會的長執、信徒體質愈來愈衰弱，天國價值愈來愈模糊，

門徒異象愈來愈不清楚，主恩的滋味愈來愈索然無味，福音

的使命愈來愈冷漠無感。 

 

主啊，我深深向祢認罪悔改！但願我能深切悔改，免得我

這又惡又懶的僕人，將來在祢的審判臺前站立不住！ 

 

五、結論 
我們不論是處於何種景況，都當要在這條信仰的道路上為主作

忠心的見證人。我們若真的在主裡被重塑生命，便要以一顆單單

信靠神的心，保守自己常在基督的愛裡，並「持定所承認的道」，

向目標直奔。這就正如保羅已經為我們所作的榜樣：「我只有一件

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腓三 13)他因看見那永恆的

基業，就輕看羞辱，竭力追求。 

我們現今的處境比不上保羅當時所處環境的險峻，當我們透過

聖經思想著保羅為主所展現的專注與果敢，思想著他對信仰的執

著與忠心時，不禁自省：今日我們若說「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加二 20)那麼，我們是否真的已放下自己的私慾，讓主來引導我們

的生命？主對每個人的帶領都是獨特的，不論是哪一種方式，神

所交付我們的使命，任重而道遠；使我們能成事的必要條件，便

是保羅所說的「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那般鍥而不捨的精神。

因此，我們當以保羅的精神為標竿，全然順服神的帶領，與神同

工，所作之事也必依期成就！ 

  

 

討論題綱： 

1. 試著分享在個人生命中、在教會生活中，有哪些需要更新突

破？ 

2. 試著分享在更新突破中，可能面對的困難與挑戰？ 



 

代禱事項： 

1. 為自己及教會都願意領受更新突破的生命祈禱（黃金十年），

求上帝幫助我們能專心在立定的目標上全力向前。 

2. 為我們在追求更新過程中所遭受的一切困難與挑戰祈禱，願我

們都因著主耶穌基督而能勇敢面對，全力向前。 

 

 

祈禱文： 

親愛的主！謝謝祢再次藉著保羅的生命，成為我們的提醒與激

勵，願祢幫助我們，使我們的生命能夠不斷被祢更新，突破一切

的困境，在祢裡面成為新造的人。幫助我們在追求更新突破的過

程中，能專心在立定的目標上，勇敢全力向前，得著上帝在基督

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列出幾個具體的事項，成為接下來你想要更新突破的目標（黃

金十年，復興教會） 

2. 找幾個屬靈的同伴，為著在突破更新、專心立定目標全力向前

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一切困難與挑戰，定期並持續的同心祈

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