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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第十课 献上身体献上身体第十课第十课 献上身体献上身体
罗马书十二-十三

一至四章：信心

神的义是加给一切相信耶稣基督之人的。

五至十章：盼望
因信称义 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因信称义，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信、望又是建立在对神的认识上：

从救恩历史看见神是行事有计划有原则的神，

得赎仍在乎仰望这位遵守诺言的神。

十一章：赞叹上帝救恩的奇妙

第十课第十课 献上身体献上身体第十课第十课 献上身体献上身体
罗十二-十三

十二章以后所论基督徒的生活伦理是以爱为总纲，

有了信仰的对象和盼望的确据，才能产生爱的原动力。有了信仰的对象和盼望的确据，才能产生爱的原动力。

中国人的礼教中讲求「行的端、做的正」

基督赐给我们行善的生命
使我们从圣灵得着成圣的力量

行出良善像结果子一般的轻松自然

在恩典的基础上谈基督徒的言行在恩典的基础上谈基督徒的言行

基督徒的言行：十二1-十五13基督徒的言行：十二1-十五13

因信称义的生活实践，为要荣耀神



‧导言‧基督徒仆人‧基督徒公民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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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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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基督徒仆人‧基督徒公民

我们都在神的忿怒当中，达不到神公义的标准

神的恩典加给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身上神的恩典加给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身上

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我以神的慈 劝你们

在如此的恩典和真理的基础上，

再进 步 把自己献给神再进一步 － 把自己献给神
用旧约的献祭制度作类比，

形容基督徒生活：

把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十二1

‧导言‧基督徒仆人‧基督徒公民

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我们这样作的动机：凭着神的慈悲、怜悯

顺服的基础是神的怜悯顺服的基础是神的怜悯

旧约以色列人顺服的基础，

是神施恩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

神关注人的整个生命，包括身体与灵魂。

是神施恩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

‧导言‧基督徒仆人‧基督徒公民

上帝早已预备了恩典，使我们所献上的成为圣洁

身体成为义的器具，不再受制于恶念、私欲、罪的辖制

福音引导我们在真理当中，把自己献上



‧导言‧基督徒仆人‧基督徒公民

身体是灵性的战场

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七18

要把身体献上，

借着耶稣的死 治死身体的恶行

身体在争战当中，不永远是失败者，

借着耶稣的死，治死身体的恶行

神

献上可以行善、事奉神的身体

神使献上的身体成为圣洁，且是理所当然的

‧导言‧基督徒仆人‧基督徒公民

我们没有办法使自己变得更好，仍会为私欲所困

成功时会有骄傲 比较的心态成功时会有骄傲、比较的心态
没有果效时会自怨自艾、内在的控告

当献上自己后，

蒙悦纳成为最大的确据：蒙悦纳成为最大的确据

上帝已经悦纳我们的摆上，

成为我们最高的满足

存一种讨神喜悦的心来事奉，

神

成为我们最高的满足

这样的生活是不断被神改变更新的

‧导言‧基督徒仆人‧基督徒公民

我们难免会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标准所困惑

当将身体 四肢百体 心思意念献上

是否大家都喜欢的事我就应该去做呢？

当将身体、四肢百体、心思意念献上，

就越能了解耶稣最在意的是什么，
将自己从其他人的期待中释放出来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将自己从其他人的期待中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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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2

‧导言 ‧基督徒仆人 ‧基督徒公民

做为基督徒仆人的角色：主人是耶稣基督
教会与社会生活的伦理 我们应如何自处教会与社会生活的伦理，我们应如何自处



‧导言 ‧基督徒仆人 ‧基督徒公民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二3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

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4 正如

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5 我

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

6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 各有不同 或说预言 就当照着信心的6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

程度说预言，7 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

专一教导；8 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

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

‧导言 ‧基督徒仆人 ‧基督徒公民

十二3-8 事奉的恩赐：包括恩赐互相配搭

保罗预见罗马教会的危机：
信徒在基督的身体里有所偏差，

有些肢体太过激进

有些又太过退缩

每个每个肢体都有「神分给各人信心」弗四7

每个人都可在某范围内实践信心每个人都可在某范围内实践信心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 十二5

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十二3

‧导言 ‧基督徒仆人 ‧基督徒公民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9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10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

要彼此推让。11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12 在指望中要彼此推让。11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12 在指望中

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13 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

款待。14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15 与喜乐

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16 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倒要俯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16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

就卑微的人（人：或作事）；不要自以为聪明。17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

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18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19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

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20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

了 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21 你不可为恶所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21 你不可为恶所

胜，反要以善胜恶。

‧导言 ‧基督徒仆人 ‧基督徒公民

对人的 般生活原则

十二3-8 事奉的恩赐：包括恩赐互相配搭

十二9-21 对人的一般生活原则

肢体彼此相顾

凭着爱心行事

不以恶报恶不以恶报恶
反倒以善胜恶

基督徒彼此相待时会有一些挫折，

我们都如同在爬楼梯般，

逐渐的在追求成圣的过程当中



‧导言 ‧基督徒仆人 ‧基督徒公民

对人的 般生活原则

十二3-8 事奉的恩赐：包括恩赐互相配搭

十二9-21 对人的一般生活原则

彼此相待中要留意的部份：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在患难患难中中要要忍耐忍耐 祷告要恒切 十二12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善要亲近。十二9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在患难患难中中要要忍耐忍耐，祷告要恒切。十二12

圣徒缺乏要帮补；客客要一味的要一味的款待。十二13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他们祝福；只要；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十二14

上帝以积极正面健康的态度，有智慧的活出上帝的良善

‧导言 ‧基督徒仆人‧基督徒公民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三1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2 所以 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2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

的必自取刑罚。3 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4 因为他是

神的用人 是与你有益的 你若作恶 却当惧怕 因为他不是空空的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

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5 所以你们必须顺

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6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

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7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

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

的 恭敬他的，恭敬他。

‧导言 ‧基督徒仆人‧基督徒公民

学习尽上本份，在国家当中，做一个好公民

‧导言 ‧基督徒仆人‧基督徒公民

十三1-7顺服掌权者

基督徒要顺服政府的权柄，

因为政府是由神设立，以维持社会的和平和安定。

政府要维护良善 －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就是实行神所命定的任务 因此基督徒应顺服。

基督徒顺服的态度来表明上帝的良善

就是实行神所命定的任务，因此基督徒应顺服。

基督徒顺服的态度来表明上帝的良善

我们的本份就是顺服，
政府 良善政府的本份在于执行良善公义的准则



‧导言 ‧基督徒仆人‧基督徒公民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三8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9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

一句话之内了。10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

法法。

‧导言 ‧基督徒仆人‧基督徒公民

十三1-70 顺服掌权者
十 爱心与律法十三8-10 爱心与律法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十三8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十三8

爱要像清偿债务那样爱要像清偿债务那样

积极地去爱人，

爱就完全了神的律法爱就完全了神的律法

‧导言 ‧基督徒仆人‧基督徒公民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三11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

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12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12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13 行事为人要

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

竞嫉妒 1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竞嫉妒；1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

私欲。

‧导言 ‧基督徒仆人‧基督徒公民

十三1-7顺服掌权者
十三8-10 爱心与律法十三8 10 爱心与律法
十三11-14 分辨时候、积极儆醒 －光明的兵器

现今是该睡醒的时候，
现今比初信时更接近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兵 ；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导言 ‧基督徒仆人‧基督徒公民

十三1-7顺服掌权者
十三8-10 爱心与律法十三8 10 爱心与律法
十三11-14 分辨时候、积极儆醒 －光明的兵器

基督徒的眼光要注目于盼望基督再来，
今生透过来世与基督同活的观点来看，

每过一天，我们就更接近基督的再来。

在这积极迫切的盼望下在这积极迫切的盼望下，
更愿意洁净自己，

行事为人光明磊落行事为人光明磊落，

准备迎接主的再来。

‧导言 ‧基督徒仆人‧基督徒公民

披戴主耶稣基督
如同穿上新衣美服 样如同穿上新衣美服一样，

在自己身上活出主耶稣的美德。

不论在
基督徒仆人的角色、

基督徒国民的角色，

都要儆醒穿戴光明的兵器，

活出耶稣的良善与荣美！

耶稣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的光和爱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当能披戴耶稣基督、藏身在你里面时，

就能按着神所喜悦的方式来生活

谢谢主赐给我们像仆人一样的角色，

在人际互动中 你是智慧与泉源在人际互动中，你是智慧与泉源

当我们愿意献上自己当做活祭的时候，

神可以积极的来荣耀神

神经历到你使我们成为圣洁、感受到所摆上的蒙神悦纳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罗马书保罗所论

Click 左下角 可以阅读解答

罗马书保罗所论
基督徒的生活伦理是以什么为总纲？

徒身为基督徒公民的角色，
我们需要从哪三方面考虑？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罗马书保罗所论罗马书保罗所论

基督徒的生活伦理是以什么为总纲？

爱生活伦理是以「爱」为总纲

徒身为基督徒公民的角色，
我们需要从哪三方面考虑？

顺服掌权者、

以爱心为原则、

穿上光明的兵器 – 主再来的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