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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上自⼰为祭

2016-3-20	

所以弟兄们，我以　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
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　神所喜悦的。你
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Therefore, I urge you, brothers, in view of God's 
mercy, to offer your bodies as living sacrifices, holy 
and pleasing to God--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意更新⽽变化，叫你们
察验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Do not conform any longer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test and approve 
what God's will is--his good, pleasing and perfect 
will.

神的慈悲	
	•  所以弟兄们，我以　神的慈悲劝你们（I 

beseech you therefore, brethren, by the mercies of God,）
–  深哉，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祂的判断，何其难测，祂的踪迹，

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谁作过祂的谋⼠呢？” “谁是先给了祂，
使祂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祂，倚靠祂，归于祂。愿荣
耀归给祂，直到永远。阿们！（11:33-36）

–  罗九⾄⼗⼀章论到由于神的怜悯，救恩得以临到我们外邦⼈
•  你们从前不顺服　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恤。这样，他们也

是不顺服，叫他们因著施给你们的怜恤，现在也就蒙怜恤。因为　神将众⼈都
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众⼈。

–  我们所能献上的原是从神⽽来，因为万有都是本于祂，倚靠祂，
归于祂。
•  时间，⾦钱，恩赐，⼝才，⼦⼥，等等

–  奉献是对基督徒，同蒙救恩的⼈来说：“弟兄们”
–  奉献的原则：“劝”包含甘⼼，尽⼼，凭着信⼼

神的慈悲（mercies)
•  罗1-8章的启示：

–  神的爱：
•  “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

们显明了”（5:8）
•  “神既不爱惜自⼰的⼉⼦为我们众⼈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同

白白地赐给我们吗？”（8:32）
•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因为我深信⽆论…都不能叫我

们与　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8:35-39）
–  神的恩典：

•  “如今却蒙　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
义。”（3:24）

•  ⼈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4:16）
•  我们又藉著他，因信得进⼊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5:2）
•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

多了（5:20）
•  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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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慈悲（mercies)
	•  圣灵：

–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
我们服事主，要按著⼼灵的新样（注：“⼼灵”或作“圣灵”），
不按著仪⽂的旧样 （7:6）

–  因为赐⽣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
死的律了 （8:2）

–  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体，只随从圣灵的⼈身上
（8:4）

–  如果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你们就不属⾁体，乃属圣灵了。
⼈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8:9）

–  然⽽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那叫基督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藉著住在你们⼼里的圣灵，使你们
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8:11)

–  你们若顺从⾁体活著，必要死；若靠著圣灵治死身体的恶⾏，
必要活著(8:13)

–  圣灵与我们的⼼同证我们是　神的⼉⼥；(8:16)
–  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8:26)
–  因为圣灵照著　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8:27)

神的慈悲（mercies)
	•  平安，和平，与神相和（peace):

– 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　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
们（1:7）

– 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切⾏善的⼈，先是犹
太⼈，后是希腊⼈（2:10）

–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　
神相和（5:1）

– 体贴⾁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命平安
（8:6）

•  被称为义，得⼉⼦的名份，有盼望，同享荣耀，
身体得赎，恩慈、宽容、忍耐， 等等

神的慈悲领我们奉献自⼰
	•  “我拿甚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切厚恩？”（诗

116:12）
–  你藐视祂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祂的恩慈

是领你悔改呢？（2:4）
–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　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  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意更新⽽变化，叫你们察验

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  悔改的体现：
–  灵魂的奉献：得着救恩（与神相和，以神为乐）

•  转向祂，朝向祂，归向祂
–  身体的奉献
–  ⼼思意念（mind）的奉献
–  意志（will）的奉献	

活祭	
	•  旧约的献祭：

–  燔祭：祭司献上，没有残疾，流⾎，剥皮，切块，焚烧
•  预表基督的奉献和代赎

–  亚伯拉罕献以撒，预表⽗神将独⽣⼦献上为神的羔⽺
–  神的⼼意：

•  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何6:6，太12:7）
–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忧伤痛悔的⼼，你必不轻看(诗

51:17）
•  听命胜于献祭（撒上15:22)

•  新约
–  废除了旧约的献祭制度

•  基督献了⼀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　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
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永远完全。…这些罪过既已赦免，
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  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
•  天天献上自⼰为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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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祭的意义	
	•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灵里的敬拜和服事，是理所当然

的
•  是全⼈的奉献：灵、魂(又包括⼼思、情感和意志)和身体（⼝、

耳、眼、⼿、脚等），还有时间、⾦钱和才⼲等。
•  是舍⼰，天天背起自⼰的⼗字架的⽣活：

–  向罪死，向义活；
•  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仆，以⾄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

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于成圣（6:19）
–  向⼰死，向圣灵活；

•  你们若顺从⾁体活著，必要死；若靠著圣灵治死身体的恶⾏，必要活著
（8:13）

•  身上常带著耶稣的死，使耶稣的⽣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林后4:10）
–  向世界死，向神活

•  ⼈若爱世界，爱⽗的⼼就不在他里面了（约⼀2:15）
•  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雅4:4）
•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意更新⽽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　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12:2）

•  活祭的难处：自⼰会常常从祭坛上跑下来
•  默想： 自⼰在哪些地⽅还有保留？全⼈奉献的难处是什么？

心思意念的更新	
	•  属灵⽣命成长多少，完全是在乎⼼意更新有多少

–  不是⼀刹那做成的，是需要时间的
–  是从旧有的，属世的观念(世界观，⼈⽣观，价值观) 到

属天的，圣经的观念的转换：
•  从哪里来的，如何堕落的，如何恢复；⼈⽣的目的和意义是什

么？什么是对我有价值的东西？
•  从以自我为中⼼，到以基督为中⼼
•  神的话，圣徒的榜样，与圣灵的启示是更新的来源
•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让环绕你的世界把你压榨成它的模

样。”（J.B. Philips)

–  随从圣灵的⼈，体贴（set mind to)圣灵的事
•  作业：鉴察自⼰的⼼思意念，有哪些需要更新？如

何更新？可从家庭⽣活，教会⽣活，⼯作与信仰的
关系⼊⼿。

明白神旨意的途径

•  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
– 不要听信仇敌的谎⾔
– “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

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
29:11）

•  如何明白与察验
– 奉献（立志遵守），不效法世界，因⼼意更新

⽽改变自⼰

•  “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就有福了”（约
13:17）

⽣命更新的途径
•  神的慈悲 à ⼈的灵魂得救 à ⼼被恩感 à ⼼

意被神的话更新 à 意志 (will) 的改变与顺服 
à 身体的奉献 à 活出更新的⽣命

•  Wantàdecideàmake every effortàpersistent
•  保罗的祷告：“愿你们在⼀切属灵的智慧悟性

上，满⼼知道　神的旨意，好叫你们⾏事为⼈
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切善事上结果
⼦，渐渐地多知道　神；照他荣耀的权能，得
以在各样的⼒上加⼒，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
地忍耐宽容；又感谢⽗，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
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的国里；我们在爱⼦里得蒙
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西1: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