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課 獻上身體

羅馬書十二-十三

¾ 一至四章：信心

神的義是加給一切相信耶穌基督之人的。

第十課 獻上身體

¾ 十二章以後所論基督徒的生活倫理是以愛為總綱，
有了信仰的對象和盼望的確據，才能產生愛的原動力。

¾ 五至十章：盼望
因信稱義，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中國人的禮教中講求「行的端、做的正」
基督賜給我們行善的生命
使我們從聖靈得著成聖的力量

信、望又是建立在對神的認識上：
從救恩歷史看見神是行事有計劃有原則的神，
得贖仍在乎仰望這位遵守諾言的神。

行出良善像結果子一般的輕鬆自然
在恩典的基礎上談基督徒的言行

¾ 十一章：讚歎上帝救恩的奇妙

基督徒的言行：十二1-十五13
因信稱義的生活實踐，為要榮耀神

羅十二-十三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十二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

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
的。 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
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導言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我們都在神的忿怒當中，達不到神公義的標準
神的恩典加給我們這些不配得的人身上
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在如此的恩典和真理的基礎上，

把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我們這樣作的動機：憑著神的慈悲、憐憫
順服的基礎是神的憐憫
舊約以色列人順服的基礎，
是神施恩拯救他們脫離埃及的奴役。

再進一步 － 把自己獻給神
用舊約的獻祭制度作類比，
形容基督徒生活：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神關注人的整個生命，包括身體與靈魂。

把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十二1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上帝早已預備了恩典，使我們所獻上的成為聖潔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身體是靈性的戰場
¾ 立志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七18
¾ 要把身體獻上，
藉著耶穌的死，治死身體的惡行

身體成為義的器具，不再受制於惡念、私慾、罪的轄制
福音引導我們在真理當中，把自己獻上

身體在爭戰當中，不永遠是失敗者，
獻上可以行善、事奉神的身體

神使獻上的身體成為聖潔，且是理所當然的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我們沒有辦法使自己變得更好，仍會為私慾所困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我們難免會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標準所困惑

¾ 成功時會有驕傲、比較的心態
¾ 沒有果效時會自怨自艾、內在的控告

是否大家都喜歡的事我就應該去做呢？
當將身體、四肢百體、心思意念獻上，

當獻上自己後，

就越能了解耶穌最在意的是什麼，

蒙悅納成為最大的確據：

將自己從其他人的期待中釋放出來

上帝已經悅納我們的擺上，
成為我們最高的滿足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存一種討神喜悅的心來事奉，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

這樣的生活是不斷被神改變更新的

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十二2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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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3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
看的，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4 正
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 5

做為基督徒僕人的角色：主人是耶穌基督
教會與社會生活的倫理，我們應如何自處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
此。 6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或說預言，就當照著信
心的程度說預言， 7 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或作教導的，
就當專一教導； 8 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施捨的，就當
誠實；治理的，就當殷勤；憐憫人的，就當甘心。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十二3-8

事奉的恩賜：包括恩賜互相配搭
保羅預見羅馬教會的危機：
信徒在基督的身體裡有所偏差，
¾ 有些肢體太過激進
¾ 有些又太過退縮

神分給各人信心」弗四7
每個肢體都有「
每個
每個人都可在某範圍內實踐信心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 十二5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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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 10 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
人，要彼此推讓。 11 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12 在
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 13 聖徒缺乏要幫補；客
要一味的款待。 14 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
15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16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氣高
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人：或作事）；不要自以為聰明。 17 不要以惡
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18 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
睦。 19 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或作：讓人
發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20 所以，你的仇
敵若餓了，就給他吃，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
他的頭上。 21 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十二3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十二3-8

事奉的恩賜：包括恩賜互相配搭

十二9-21

對人的一般生活原則
¾ 肢體彼此相顧
¾ 憑著愛心行事
¾ 不以惡報惡
¾ 反倒以善勝惡

基督徒彼此相待時會有一些挫折，
我們都如同在爬樓梯般，
逐漸的在追求成聖的過程當中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十二3-8

事奉的恩賜：包括恩賜互相配搭

十二9-21

對人的一般生活原則

彼此相待中要留意的部份：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
惡要厭惡，
，善要親近。
善要親近 十二9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
在患難中要
忍耐，禱告要恆切。十二12
患難中要忍耐
聖徒缺乏要幫補；客
客要一味的款待。
十二13
要一味的
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
他們祝福；只要
；只要祝福，不可咒詛。十二14
以積極正面健康的態度，有智慧的活出上帝的良善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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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1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
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2 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
拒的必自取刑罰。 3 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
怕。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讚； 4 因

為他是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
空空的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 5 所以你
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良心。 6 你們納糧，也為
這個緣故；因他們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這事。 7 凡人所當得的，
就給他。當得糧的，給他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稅；當懼怕的，懼
怕他；當恭敬的，恭敬他。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十三1-7 順服掌權者

學習盡上本份，在國家當中，做一個好公民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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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要順服政府的權柄，
因為政府是由神設立，以維持社會的和平和安定。
政府要維護良善 － 上帝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就是實行神所命定的任務，因此基督徒應順服。
基督徒順服的態度來表明上帝的良善
我們的本份就是順服，
政府的本份在於執行良善公義的準則

十三8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
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9 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

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命，都包在愛人如己這
一句話之內了。 10 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了
律法。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十三1-7 順服掌權者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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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8-10 愛心與律法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
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
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十三8

十三11 再者，你們曉得現今就是該趁早睡醒的時候；因為我們
得救，現今比初信的時候更近了。 12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
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13 行事為人要
端正，好像行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
競嫉妒； 14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
私慾。

愛要像清償債務那樣
積極地去愛人，

愛就完全了神的律法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十三1-7 順服掌權者

十三1-7 順服掌權者

十三8-10 愛心與律法

十三8-10 愛心與律法

十三11-14 分辨時候、積極儆醒

－ 光明的兵器

現今是該睡醒的時候，
現今比初信時更接近主再來的時候
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
帶上光明的兵器；
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
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

十三11-14 分辨時候、積極儆醒

－ 光明的兵器

基督徒的眼光要注目於盼望基督再來，
今生透過來世與基督同活的觀點來看，
每過一天，我們就更接近基督的再來。
在這積極迫切的盼望下，
更願意潔淨自己，
行事為人光明磊落，
準備迎接主的再來。

‧導言 ‧基督徒僕人 ‧基督徒公民

禱告

披戴主耶穌基督
如同穿上新衣美服一樣，
在自己身上活出主耶穌的美德。
不論在
基督徒僕人的角色、
基督徒國民的角色，
都要儆醒穿戴光明的兵器，
活出耶穌的良善與榮美！

謝謝主賜給我們像僕人一樣的角色，
在人際互動中，你是智慧與泉源
當我們願意獻上自己當做活祭的時候，
可以積極的來榮耀神
經歷到你使我們成為聖潔、感受到所擺上的蒙神悅納

讓人從我們身上看見耶穌的光和愛

問題思想

當能披戴耶穌基督、藏身在你裡面時，
就能按著神所喜悅的方式來生活

click 左下角

可以閱讀解答

¾ 羅馬書保羅所論
基督徒的生活倫理是以什麼為總綱？

問題思想
¾ 羅馬書保羅所論
基督徒的生活倫理是以什麼為總綱？
 生活倫理是以「愛」為總綱

¾ 身為基督徒公民的角色，
我們需要從哪三方面考慮？

¾ 身為基督徒公民的角色，
我們需要從哪三方面考慮？
 順服掌權者、
以愛心為原則、
穿上光明的兵器 – 主再來的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