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章 

三种类型的完全 

 

教会无视完全 
大多数教会都不传讲“完全”这个题目。你听过这类的讲道吗？闻所未闻，

因为基督徒通常选择避而不谈。毕竟最低水准的完全都没有达到，谈论这个题目
岂不尴尬？所以这个题目被视作不切实际，脱离现实。但“完全”是圣经的教导。 

希伯来书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连
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来 4:12）。每当听见神的话，我们的内心、思想、
动机、意图就会受到鉴察、检验和判断。神的话特别是讲论完全的教导，总是令
人忐忑不安，因为会考问我们成为基督徒的动机。 

大多数人只想得救，这就是教会抗拒完全的真正原因。我们希望不劳而获，
白白地得到救恩。若是能得救，谁还在意完全呢？完全与我何干呢？那些一心追
求属灵生命崇高理想的人，才谈完全。 

大多数基督徒只满足于最低水平，总是离不开自我中心，最重要的就是自己
得救。完全如同天上繁星，实在遥不可及。我们都离不开地面，为什么要谈航天
神学呢？骑自行车已经不错了。若能开车从某地到某地，就心满意足了。谁关心
航天飞机呢？这是那些脱离地上现实的基督徒才关心的。来谈谈自行车神学和电
瓶车神学。或者你要是有雄心，谈谈机动车神学。别劳烦谈航天神学了，要脚踏
实地。 

这种想法表露了我们的无知。圣经所教导的完全是非常实际的，其实正是基
督徒生命的精髓。我们在基督里蒙召的目标就是完全，所以必须靠神的恩典追求
完全，不要满足于仅仅得救。 

完全以及神的全盘旨意 
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门徒说：“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

（徒 20:27）。在基督里新生命的一切须知，保罗没有遗漏一样。保罗的一贯宗
旨就是，“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西 1:28）。所以下一节就
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如果每一位牧者都
以此为目标，今天的教会必然脱胎换骨。 

按照神拯救我们的旨意，重生、更新、完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将完全
从救恩中删除会如何呢？这就将神的旨意腰斩、曲解了，不再是圣经所传讲的完
整的救恩信息。 

留意保罗这番话：“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徒 20:27）。
“避讳”，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因惧怕而退后、退缩，缄默1。20 节也用到了这个词：

                                                
1“a. 因惧怕而退后。例：希伯来书 10 章 38 节（参看哈巴谷书 2 章 4 节）。b. 因惧怕而退缩、逃避。例：



“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短短几节经文之内，使徒两次使
用这个词。是什么会令到他避讳不说神的全部旨意呢？ 

传讲过完整救恩信息的人就知道，听众会欣然接受某些真理，不大愿意接受
某些真理，甚至会强烈抗拒他们厌烦的真理。他们喜欢的真理，就欢喜接受；不
喜欢的真理，就猛烈敌挡、攻击，甚至到一个地步，将传讲全部真理的传道人赶
出教会。因为全部真理当然包括了属血气的人所讨厌的部分。 

保罗也多次亲历被人驱逐、毁谤、殴打，甚至几乎丧命。我也有过一些这种
经历。传讲全部真理、不迎合大众所好，这需要从神而来的勇气。必须做出选择：
要么传讲完整的福音，要么删减福音。我们更怕神，还是更怕人呢？ 

要好好思想启示录的结束语，也是整本圣经的结束语，因为启示录是圣经最
后一卷书。这番话严厉警告我们不要尝试改变神的话，无论是增加还是删减。 

18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
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19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20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
22:18-20） 

这段话一开始就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是谁在郑重声明
呢？接下来的话就给了答案：耶稣亲自作见证。警告是出于爱，尽管听来严厉，
正如父母为了孩子好，才喝叱他不要玩火。 

很多人对圣经的完全教导（即效法基督的模样并长成基督成熟的身量）一无
所知，所以就断定完全与救恩无关。然而神怎会教导我们一些无关乎救恩的事情
呢？我们托辞说：软弱的人不可能达到完全。但神岂不是更知道我们是软弱的吗？
为什么还是呼召我们成为完全呢？神岂不会赐下恩典来成就这个呼召吗？  

成圣与称义被一分为二 
讲论救恩却避而不谈完全，这不符合圣经。然而神学界流行一种归类方法，

将称义与成圣切割开了。主题归类法是一个有效的教导方式，但若归类不准确，
就会误导人。将称义归入救恩、完全归入成圣，二者成了相互疏离的独立题目，
这就是归类不准确而误导人的实例。 

这种简单分类不能准确呈示出圣经的深邃真理，让我们以为称义就等同于得
救，成圣则可有可无。将圣经的重要教导归之为无关乎救恩的话题，这些神学分
类就成了致命陷阱。 

圣经中成圣与称义紧密相联，人无法用一把神学快刀将之一分为二。这种错
误让教会损失惨重，其中一个后果是，基督徒总体上已经不再是世上的光。人自
己没有光，当然无法发光或者成为光，依然在黑暗中，而这正是没有得救的人的
光景。 

保罗在以弗所书 5 章 8 节说：“你们从前是黑暗，如今在主里乃是光”（吕振

                                                                                                                                       
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徒 20:27）。c. 因惧怕而缄默。例：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徒 20:20）。”——摘
自《希腊文英文新约辞典》（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T, BAG.） 



中译本）。今天很多基督徒竟然不知道要成为世上的光。我们教会有一位肢体曾
经撰写过一篇文章，当中谈到基督徒要做世上的光。结果一名读者致电质疑说：
“耶稣才是世上的光，请问圣经哪里说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弄得这位作者目瞪
口呆。基督徒甚至团契领导（这名读者是一个团契的领导），怎能不知道耶稣说
过“你们是世上的光”（太 5:14）呢？这名读者真的不知道！作者只好告诉她圣
经的出处章节。 

这就是将成圣与称义剥离的后果。称义就像火箭的发动机部分，是救恩得以
启动的关键。然而没有成圣（像基督）阶段，就无法实现救恩的目标。别忘了，
得救的人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 8:28）。他的旨意是什么呢？答案
在下一节：“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罗 8:29）。 

成圣与称义不可分割，这一点在使徒时代的教会是毋庸置疑的，今天却需要
长篇大论来解释。 

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太 5:48）。这句话是
呼召，也是命令，谁否认这一点，坚称完全无关乎救恩，他就是擅敢行事。即便
我们不明白这些深奥、复杂的神学问题，也应该晓得一个浅显易懂的道理，就是
违背主的命令的人怎能得救呢？ 

正因为将这两样事分开了，结果我们觉得主的很多教导都难以理解。比如他
说必须舍己、恨恶自己的生命、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否则不能做他的门徒（路
9:23，14:26-27）。很多基督徒排斥这番话，说耶稣是在教导门徒，并非基督徒。
这是又把基督徒与门徒区分开了。圣经没有这种区分，我们却认为得救未必需要
做门徒。然而圣经中基督徒就是门徒（徒 11:26）。 

将成圣与称义分开而论，结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实践主耶稣的教导，还以为很
多教导都与基督徒无关。于是我们就说耶稣是在教导那些称作门徒的高级基督徒，
并非只想得救的普通基督徒。我们以为有了这些错误的分门别类，就可以避开主
耶稣那句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的呼召，还依然得救！ 

然而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的呼召，跟成为完全的呼召是一个有机整体。完全就
体现于完全舍己、顺服神。耶稣很多的教导都是以追求完全为基础的（路
14:25-27）。他从基础开始讲起，毫不含糊。 

腓立比书 3 章中的三种完全 
现在要给完全下个更准确的定义。“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

样”，主耶稣这番话是在要求我们什么呢？ 

如果你为了活出基督徒生命真诚付出过努力，哪怕只是一天，你就会知道做
真正的基督徒有多难，也会同情那些认为“完全是不切实际”的人。尽心尽力爱
神并爱人如己，哪怕只是一天，都不容易。谁说救恩容易呢？ 

主说得一清二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太
7:14）。正因如此，救恩是靠恩典。没有神的圣灵帮助，我们不可能活出神呼召
我们去活的新生命。 

然而同名的事物太多，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巨大难题。学过哲学的人就知道，
这是让哲学家、思想家头痛的问题。基督徒也得面对这项挑战。因为人类语言有
所局限，结果一个词往往包含很多完全不同的概念。翻开辞典便一目了然，很多



词具有多种含义，每种含义又截然不同。“完全”一词也是同样的情况。 

由此可见，必须区分不同类型的完全，防止混淆的危险。有些完全的概念是
圣经教导，有些则不符合圣经。很多基督徒对完全的理解是源自世界，并非圣经；
每当读到耶稣或者新约讲论完全的教导，便认为是跟世俗的意思一样。因为他们
只知道这种定义，结果是一片混乱。关键是要熟稔圣经的完全教导。 

第一种完全：属肉体的完全 
腓立比书 3 章是谈论完全的最经典的一章，所阐释的定义最为详尽。全章共

有三种类型的完全，必须区分清楚。6 节是第一种类型，我们从第 4 节读起，便
于掌握上下文： 

4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5

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
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6 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
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或无瑕疵，即完全）。 

这是第一种完全。保罗早年的生活方式是完全、无可指摘的，但这是在肉体
上的完全。他说：“如果你靠肉体夸口，那么我更可以夸口。我在律法上是无可
指摘的。”他一丝不苟地遵行律法，巨细无遗。但这种“靠肉体”的完全促使他
逼迫教会，视教会为新兴的异端。 

保罗（当时还叫扫罗）为什么强烈逼迫教会呢？现代人动辄叫人“邪教”、
“异端”，教会起初也被视作犹太异端（徒 24:5,14;28:22）。保罗以为极力逼迫
该异端是自己的宗教职责。这异端的成员被叫作“基督徒”，当时的活动毫不起
眼。创始人自称弥赛亚，带领着一小群门徒，门徒中有些是渔民。在博学的扫罗
眼中，这些人愚昧无知、目不识丁，没有接受过拉比的神学培训。他一定会想：
“怎能如此傲慢？这群无知的人竟自称知道一条通往神的新路！”于是扫罗决定
消灭这异端。他随从众人杀害了司提反，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分散了（徒 8:1）。 

第一种完全是属肉体的完全，与属灵的完全截然不同，其实是恰恰相反，是
致命的。这是宗教式的完全，最终引向宗教极端主义；是以人的满腔热忱，要在
神面前建立自己的公义。这种完全是以人为中心的，充斥着人的观念。 

对神的热心有两种：属灵的热心和人的热心。人的热心容易产生嫉妒，难怪
圣经译本往往把“热心”译作“嫉妒”。保罗对那些有属肉体热心的哥林多基督
徒说： 

1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
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2 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
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3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
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4 有
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
一样吗？（林前 3:1-4） 

1. 属肉体的热心是被自我推动的 

哥林多基督徒大发热心，或许也自视完全，以为热心就是完全的体现。专心
致志、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某种事业或理想，就会大发热心。这种热心确实是发自



内心对神的完全委身和顺服；但根本动机是错的，因为是被肉体和自我所推动。
这会造成会众分党结派，“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彼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结
果危害教会。保罗回应说：为什么要在彼得、亚波罗和我之间做选择呢？我们侍
奉的是同一位神，跟随的是同一位主，为什么偏爱一人呢？ 

这种热心和完全是非常危险的，它的具体表现就是一心热衷于某种神学或教
义。表面上很难分辨一个人的热心是属肉体还是属灵的，因为都说是“为了神”；
但动机截然不同。 

要想避免落入这种错误热心的陷阱，就必须让神彻底鉴察我们的内心和动机。
我们生命的中心真的是神，还是自己？我们的生命真的是由圣灵掌管，还是自己
暗中自作主张？ 

如果你是热心的人，请记住：属肉体的热心会令你眼目昏花、心智迟钝，看
不见属灵事物，辨不出光暗和真假。这种热心和完美主义在属灵上很危险，因为
这是出于人、出于自我，并非源自神、源自神的灵感动，也不是为了关爱他人。 

人抱有这种热心，就会严重危害教会。他会以自己所理解的真理名义，攻击、
毁谤基督徒同道。主耶稣提醒过门徒要谨防这种人：“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
就以为是侍奉神”（约 16:2）。保罗早年为神大发属肉体的热心，逼迫教会、处
死司提反，自以为这样做是在侍奉神。 

保罗后来回顾了这段往事，可以想见他是在说：我早年师从知名大拉比迦玛
列，沉浸在犹太神学中，为我的宗教大发热心。殊不知是在肉体的捆绑下，在与
神为敌。我逼迫并想摧毁神的教会（加 1:13,林前 15:9）。 

你若在肉体捆绑下，就别考虑追求完全了，因为最终只会落入错误的完全。
必须由重生这个起点开始，而不是由终点开始。 

首先必须重生，因为从灵生的就是灵，就是属灵人。我们能够成为属灵人、
成为基督里的新人，不是靠人的热心，而是靠神在我们里面的创造工作。成为属
灵人后，我们的新生命就会成长、进深，奔向前面的目标，就是基督成熟的身量。 

2. 属肉体的热心危害教会 

第一种完全是属肉体的完全。没有重生的人不该追求完全，免得到头来逼迫
基督徒同伴，置他们于死地，或者给他们扣上异端的帽子。正如保罗的例子，以
为逼迫教会就是在尽心尽力服侍神。也许有一天我们当中有人会被这种基督徒所
杀，要做好准备，因为他们是最危险的人。耶稣提醒了我们，末世基督徒面临的
最大威胁并非非信徒，而是被误导的基督徒，他们会以神的名义不择手段恶待你。 

这种属肉体的基督徒缺乏属灵意识，很容易不知不觉偏离了真理。他们不知
道自己违背了纯正信仰，还以为是在坚守信仰。结果他们裹挟其他属肉体的基督
徒，分裂教会，残酷攻击拒绝随从他们的人。这种情况在末世会达到白热化：“那
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太 24:10）。同室操戈，彼此
出卖、恨恶，属肉体的热心就是如此危险、可憎。 

教会历史上有许多惨痛的篇章，就是基督徒将基督徒同袍置于死地。纵观教
会历史，可以说，更多基督徒是死在了基督徒之手，远非非基督徒之手。宗教法
庭的残暴、恐怖，简直无以复加，基督徒竟然以神的名义将其他基督徒折磨致死。 



内心的焦点不是神和耶稣、不是爱人如己，而又努力追求完全，我们就只能
拥有属肉体的热心。这种热心会把人引向地狱，所以务要逃避。教会的一些大敌
往往来自教会，并且就在教会里兴风作浪。许多敌基督会出自教会，即是说，他
们是或者曾经是基督徒。使徒约翰说，好些“敌基督”是“从我们中间出去”的，
他们是从教会出来的（约一 2:18-19）。最后的那位大敌基督也不例外。要做好
准备，因为我们是生活在末世。 

第二种完全：属灵的完全 
第二种完全从腓立比书 3 章 15 节可见：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前两节保罗解释说，这种完全的态度体现于紧紧追随耶稣： 
13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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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3:13-14） 

生命聚焦于一个目标上，就像运动员定睛金牌一样，整个人关注的就是终点。
他的所思所想不是自己，而是前面的标竿。保罗专注的目标就是，“以认识我主
基督耶稣为至宝”（腓 3:8）。10 节又重申：“使我认识基督”。他的生命和心思意
念都聚焦于基督身上。保罗认为这就是完全人的想法。 

切勿将这两种完全混为一谈。第一种是属肉体、外在的完全，是从人的视角
看事物，甚至看属灵的事物。一副属灵的外表，其实是“照着世人的样子”（林
前 3:3-4），是以人的逻辑和属肉体的目的解释圣经（比如强调靠神致富），顽固、
偏执地维护人的传统及神学教义，在教会制造纷争。这是人的爱所推动的完全，
与属灵的爱截然不同。 

属灵或内在的完全，其推动力并非来自地上及外在事物，而是坐在天父右边
的主耶稣。我们若是已经与基督同死，不再自我中心，而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
那么我们就不会再从人的视角看事物，而是以“基督的心”（林前 2:16）、基督
的视角看事物。 

1. 完全关乎内心 

下来更准确明白圣经中“完全”的意思。如何确定新约中完全的真正意思呢？
翻查希腊文辞典？辞典定义有所局限，因为新约的完全观源自旧约，并非希腊文
化。在旧约，完全2与内心和态度密切相关，是一颗清白、正直、完全的心3。 

这才是神希望我们达到的完全。神不要求我们绝对完全，即绝对无罪、道德
完美，因为这就牵涉到了内心动机以外的因素。我们可能真想成为完全，却因对
属灵事物无知而犯错。不知道某种场合应该如何正确回应，结果意图可能很好，

                                                
2 希伯来原文（ םימת , tamim）往往描述祭牲完美无瑕、健康无恙，比如出埃及记 12:5；也描述人的内心、
行为完全、正直、无可指摘，比如诗篇 37:18，119:80；箴言 11:20，2:21，11:5 等等。该字描述神的呼召：
要“完全”或者“无可指摘”（创 17:1，申 18:13）；也说到“完全的道”（诗 101:2），神的作为（申 32:4）
以及神的道路（诗 18:30）。 
3 例如，历代志上 29:17-19 节说到“正直的心”。这段经文屡次说到心，比如“正直的心”、“诚实的心”、
“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 



行动却出了错。新信徒尚未学会如何与神亲密同行，不知道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旨
意，往往会出现这种问题。 

很多基督徒生活中不知道如何做决定。两份工作该选择哪一份呢？尽管动机
正确，却做了错误决定，而且是事后才意识到了错误。他们需要学习与神沟通，
被圣灵引导。 

神知道我们即便心态完全，行动也可能出错。所以必须区分内在完全和外在
完全。我再次强调：神不要求我们行事样样完全，因为这需要非常清楚神的一切
旨意，而我们尚未达到这种水平。 

虽说神的灵能够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但我们与神交流的能力依然有限。
心意可能完全，然而与神沟通不足，所以不知道每一种境遇下神的旨意如何。 

这第二种是内在完全，表面上往往看不出来，因为这不是展示给人看的。第
一种完全才希望引人注目，并非第二种。属肉体的人渴望人赞扬他完全，喜欢让
别人看见自己在祷告，其实平时并不怎么祷告。祷告两个小时，可能令人刮目相
看；三十分钟则稍显逊色。有人每天只祷告三十分钟，但其余时间继续与主交流，
我们又如何看他呢？ 

神鉴察人心。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
关上门”（看太 6:5-6）。别人不必知道我们祷告多久。我不明白，人怎么会知道
马丁·路德每次祷告三、四个小时呢？当然有时候是无法隐藏的，特别是如果你
跟别人同住一室。但内心动机必须正确。真正的属灵人没有想过要让人知道自己
多虔诚，祷告多久，每天读多少章节的圣经。有人曾告诉我，他已经读了圣经四
十遍。然而与他交谈，就不禁怀疑他有没有读过一遍。读了圣经四十遍，却不能
领悟一节经文的属灵含义，则有何益处呢？ 

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意思是“你们要属灵，像
你们的天父属灵一样。”真正的属灵意味着首先是从圣灵而生，其次是随从圣灵。
罗马书 8 章谈到了随从圣灵，被圣灵引导。我们经历到圣灵同在了吗？是不是每
天被圣灵引导呢？ 

2. 被圣灵引导 

有人还想坚称完全跟救恩无关吗？简单来说，完全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命，
我们与神相交、同行，经历到被他的灵引导，这种经历非常真实、奇妙。神引导
他的儿女，甚至有时候我们未必察觉到，只是事后才反应过来。谁是神的儿女呢？
就是那些被神的灵引导的人（罗 8:14）。成为完全的意思就是成为圣洁，无可指
摘，敏感圣灵的引导。圣洁的意思是脱离世界以及属肉体的生活方式。 

今天的教会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充斥着属肉体的基督徒，这些人经常在教
会惹事生非。保罗关心的是带领这些人尽快脱离属肉体的状态，所以他鼓励我们
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腓 2:5），这就是追求完全的精髓。 

第三种完全：绝对完全 
腓立比书 3 章 12-16 节保罗这番话似乎自相矛盾，令人费解。他刚刚说自己

没有达到完全，接下来又说自己是完全的。他希望每个基督徒都成为完全（15
节），又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12节）。两节经文他用了同



一个希腊字表达“完全”4，但一次说他是完全的，另一次说他是不完全的。为
了消除矛盾，有些译本将这两次分别译作“完全”和“成熟”5。保罗刻意两次
用了同一个词，第一次说他不完全，第二次说他完全。其实没有矛盾，因为同一
章的“完全”一词表达了三种不同的含义。 

保罗说自己尚未达到完全，这是指绝对的完全。这种完全不仅是态度和动机
正确，而且每个念头、行动都绝对完全，毫无过错。今生我们不可能达到这种完
全，保罗也直言自己没有达到这种完全。 

也许我们对神的心态完全，却还有可能不体谅人，忽视了他人的需要，或者
忘记了表达感谢。我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多次失败，比如对于别人的一番好意，我
没有表达感谢，这就是罪。上一章看见，按照圣经对罪的定义，错误就是罪。依
此看来，我的错误、疏忽、失败都是罪。我跟耶稣的绝对完全相差甚远，他的行
为毫无差错。今生我们达不到这种完全。 

肉身阻碍完全 
完全是属灵的，但我们还有血肉之躯，这就限制了我们在属灵上的追求。肉

体的不完全是与生俱来的限制，而且这肉体遮蔽了我们的属灵视野。保罗说，“等
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
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林前 13:10,12）。之所以属灵上有所局限，因为
是在看镜中之像，模糊不清。肉体横亘在我与神之间，结果无法面对面与神相交，
这交流经由肉体的帕子。我看见了属灵事物，但远非彻底除去身体的帕子后看得
清晰。 

约翰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
体”（约一 3:2）。那时候我们才能完全像基督。惟有到了将来，那时就见到了基
督本人，我们也换上了不朽坏的身体，不再是现在的肉身，我们才能达到绝对的
完全。 

保罗最后以这句话总结了整章：耶稣基督“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
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 3:21） 

总而言之，保罗是在说：虽然我确实经历过与神美妙相交，但今生我并非绝
对完全，因为还有这个阻碍我与神相交的肉身。保罗曾被提到第三层天，当时不
知道自己是在身内还是身外（林后 12:2）。短暂的美妙经历过后，他又回到了肉
体的帕子里。今生这个肉体遮挡住了我们的属灵视野。等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能
与基督面对面，并且被改变成他的完全样式。 

我们在等候“身体得赎”（罗 8:23）、被改变的那一天，那时这必朽坏的要
变成不朽坏的，这血气的身体要变成灵性的身体（林前 15:44,53）。我们方方面
面都会达到绝对完全，可以畅通无阻地与神相交。保罗深切期盼着那一天，不禁
哭喊道：“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 7:24）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
（腓 1:21-23）。因为死后就可以脱去肉身，灵自由地与基督同在。 

属灵人不惧死亡。保罗不怕死，因为他知道这血肉之身是直接与神相交的障

                                                
4 腓立比书 3 章 12节用的是动词形式 teleioō，15节用的是形容词形式 teleios，二者是同一字根。 
5 和合本的两次都是“完全”，保留了这个矛盾；新译本分别是“完全”和“成熟”。 



碍，也是达到绝对完全的障碍。他心驰神往的是：“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腓 3:11-12）。显
然，绝对完全与死里复活紧密相联。将来复活了，我们就会得到属灵的不朽之身，
成为绝对完全，脱离肉体、罪和死亡。 

我们如何看待肉身生命？ 
归结来说，完全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属肉体的，是我们成为基督里的新人

后就该抛弃的。第三种是我们在翘首以盼的，就是将来能够像主一样，满有他的
完全样式。第二种是属灵的完全，这才是我们现在要达到的完全。因为我们已经
在基督里成为新人，是“新造的人”（林后 5:17）。 

然而，追求属灵完全的过程充满艰难险阻，你很快就发现这真是条“窄路”
（太 7:14），是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之路（太 16:24，可 8:34，路 9:23）。若有
人拒绝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他会发现自己无法走这条生命之路。肉身生命及其属
世的欲望、追求、抱负，跟追求属灵完全这个呼召水火不容，因为肉身生命害怕
失去保障和利益。一旦成为基督里的新人，就必须调整我们对待肉身生命的态度。
没有做好这一点，注定必败无疑。 

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肉身生命，是否惧怕死亡，就显明出我们是否看重完
全。怕死的人舍不得肉身生命。但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
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太 10:28） 

我们如何看待肉身生命呢？当健康出了问题或者收入拮据，会不会担忧恐慌？
是不是在努力赚更多钱？是不是在寻求人的称赞？ 

我们最关注的是永恒事物吗？我们是神的忠心管家吗？忠心的管家会以服
侍神为生命的焦点，不以自己的健康、事业为中心。物质东西也许在我们手中流
转，但我们不敢占为己有，正如“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
将要过去了”（林前 7:31）。基督徒生命非常实际，能够处理好现实生活中的各
种问题。完全是在日常生活中，透过我们的生命，以恒久忍耐的属灵素质展现出
来的。这就是救恩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