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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身的更新

◎林祥源

讀經：羅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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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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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段聖經有一個很清楚的主題，

就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把身

體獻上當做活祭，來獻給神。講到這

個活祭之前，我們有一些很重要的觀

念，需要先把它講清楚，才能明白保

羅所要說的。

兩個基礎
保羅說，我們要把身體獻上，當

做活祭，這不是一個禮儀上的獻祭，

而是一種生活上的表現。用我們的生

活成為一種祭物來獻給上帝。但當我

們講到把身體獻上，遵循神的旨意而

活之前，有幾個很重要的基礎：

第一、這個基礎是神的慈悲。保

羅說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我們讀到

這節的時候，可能會想像說，神是用

一種慈悲的態度，希望我們把身體獻

上，好像一個很慈悲的老公公來勸我

們做一些事情一樣。這樣的了解是不

準確的，因為這裡我以神的慈悲勸你

們，不是指神的態度，而是指神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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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做了什麼事情，因為這些事情，我

們要把身體獻上。所以我以神的慈悲

這句話的意思，比較貼近的翻譯應該

是「因為神的慈悲，我勸你們把身體

獻上…」因為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為、

在十字架上的作為、神的愛是何等地

深厚，所以我們要把身體獻上。

第二、這個基礎就是我們基督

徒必須把我們的生命獻給主。羅馬

書 12-14 章講到許多生活的原則、恩

賜的運用，人際關係、愛主的表現

……等等，但是，在這之前是我們必

須把我們的生命獻給主，之後才能過

這樣的生活。這就好像牧師常常在婚

禮時，問結婚的新人說：你願不願意

一生無論健康、疾病、貧富、順境、

逆境都愛她、服事他……等等，這是

建立在一個婚姻的基礎上的，你不會

隨便問旁邊一個人說：你願不願意一

生無論健康、疾病、貧富、順境、逆

境都愛她、服事他……，所以羅馬書

12-14章裡面講到許多基督徒的行為，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是一個非常大的挑

戰，為什麼我們要如此行呢？因為有

這個基礎，因為我們願意把身體獻

上，當作活祭。

主權的歸還

好， 接 下 來 我 們 來 看， 什 麼 叫

做活祭呢？一談到活祭我們可能立刻

會想到奉獻，是一種委身。我們對奉

獻通常有一種想法就是：這個生命本

來是我的，我所有的一切本來都是我

的，現在我受到主的感動，我就奉獻

出來。嚴格來說，這是不對的，真正

的活祭不是這樣，真正的活祭是「主

權的歸還」，不是你來奉獻，而是本

來是主的，只是被你佔有了，你在

暗昧無知的情況下霸佔了神的東西，

現在你醒悟過來，說：「哦！主阿！

原來我是非法霸佔你的東西，就是我

的身體，現在我蒙光照，我現在把生

命的主權歸還給你。」活祭是「主權

的歸還」，不是奉獻。瑪拉基書中，

先知責備他們說：為什麼你們搶奪神

的東西呢？以色列人就百口莫辯說：

神阿！我們豈敢搶你的東西呢？上帝

說：你把當納的十分之一保留下來，

這就是搶奪神的東西。其實不只是這

十分之一，我們的全部都是屬於神

的。我記得我的小女兒很小的時候，

我每一次出門，到香港、東南亞去，

那時候這些地方東西比較便宜，我就

問女兒說：你希望爸爸回來帶什麼東

西給你？我女兒說：我要”高科技的

機械性的鉛筆”，我實在不懂什麼叫

做”高科技的機械性的鉛筆”，只好

隨便幫她買一些看起來似乎是”高科

技的機械性的鉛筆”，因為很便宜，

當時是一打一打賣的，我就幫她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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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打，想說她主日學同學那麼多，可

以送給同學。當我買回來以後，她非

常高興，我就問他說：「給爸爸一支

好不好？」她說：「爸，你平常都不

用鉛筆的，這是給小朋友的。」意思

就是不肯給了。其實，不只那支鉛筆

是我的，全部都是我的，甚至我對女

兒說：連你都是我的。因為聖經說：

「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

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有

哪一位弟兄姊妹出生的時候有穿鞋子

的？沒有，都是空空來到這個世界，

我們有沒有人出生時是衣服穿好、手

錶、耳環都帶好了，還帶著五萬美金

告訴媽媽說：「麻煩你養我！」我們

都是赤身出於母胎，並且人是最軟弱

的，一切一切都是出於神的恩典。我

記得我們教會在製作奉獻箱時，同工

問我說：牧師，奉獻箱上應該寫什麼

話？我就用了：「萬物都是從祢而來，

我們把從祢而來的獻給祢。」連我們

奉獻的能力、奉獻的資源、金錢都是

從神而來，我們把從神而來的獻給

神。保羅也提醒我們：我們是主用他

的寶血、生命，用重價買贖回來的。

所 以， 弟 兄 姊 妹， 什 麼 叫 做 獻

身？什麼叫做活祭？活祭就是把自己

歸還給神，把你的主權歸還給神，因

為我們這個人、我們的生命、所有的

一切，原本都屬於他，所以我們把主

權歸還給神，保羅說：這是「理所當

然的」。

我們的恐懼

把主權交給主，許多時候我們都

很懼怕，因為我們很喜歡控制我們的

人生，喜歡掌控我們自己，所以假如

我們把主權交給主，不是很危險嗎？

若是他帶我去的地方是我不喜歡去

的，若是他要我做的事情是我不喜歡

做的，我怎麼辦？所以我們雖然還是

跟隨主，但是喜歡安全跟隨主，什麼

叫安全跟隨主呢？以前在台灣的公車

後面常貼有很大的字寫著：「保持距

離，以策安全。」我們不願意跟隨主

太近，免得太危險，萬一主帶我去的

地方、要我做的事情是我不想做的、

不願意做的，那麼這不是很為難嗎？

所以我們也想跟隨主，但是我們不願

意太多跟隨主，我們說主權交給主，

但是不要全部交給他，我們喜歡選擇

性地把主權交給主。太 10：39「得著

生命的，將要失喪生命；為我失喪生

命的，將要得著生命。」這不單只是

說，我們為主殉道，這句話是說，若

你想掌控自己的生命、保留自己的生

命的時候，那麼此時你的生命是白活

的、是白費的。但是若你願意把生命

的主權交給主、為主而活的話，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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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生命會活得更加豐盛。

其實，神會使我們的生命活的

更好。有時候我們認為說，我們自己

的計畫就是最好的，是所謂的 A 計

畫；神為我們的計畫是次好的，是 B

計畫，但是，最後你會發現，A 計畫

卻是 Average，是平凡無奇的計畫，

B 計畫卻成為 The Best，是最好的計

畫。你看約瑟的生命就是這樣，神說

要把約瑟抬舉，高過他的父親、他的

兄弟，但是當約瑟得到這個異象以

後，他的人生不是步步高昇，反而是

每況愈下，從人的眼光來看，約瑟遭

遇的景況真的很不好，但是到最後的

時候，神透過這樣的不好，帶出最好

的結果。弟兄姊妹，你認為你的計畫

最好，結果卻非如此，你認為不好的，

但是在神的手中卻變為最好的。弟兄

姊妹，拿我手中這個手錶來說，假如

這個手錶是你的話，你會亂丟、亂踩

嗎？這個手錶雖然不值錢，但是你仍

舊很愛惜這個手錶，何況我們這個人

在神的手中，他豈不是會更加顧惜

嗎？為什麼我們怕把自己交在神的手

中，神會來對付我們、殘害我們、神

會使我們走投無路呢？不會，手錶在

我們手中，我們尚且不會隨意對待那

沒有生命的手錶，何況我們這個人，

在神的手中，神豈會不更加眷顧嗎？

更美的人生

有時候我們會想：我們把自己獻

給主，就是要常常服事，這樣會舒服

嗎？會享受嗎？我們常常有個想法是

想追求有福的人生，但是世界上的有

福氣和基督徒的有福氣是不同的，世

界上的有福氣是不需要做事，最好有

許多的人來服事我，什麼都可以不用

自己來。以前去韓國旅行，有一個節

目就是吃韓國皇帝餐，就是模仿以前

的韓國皇帝吃飯時候的吃法，進入一

個餐館，當你吃飯的時候，有兩個韓

國姑娘坐在你旁邊（是正經的，不是

不正經的），你不需要做什麼，這兩

位姑娘就會把菜夾到你口裡面，你所

需要的動作就是打開你的嘴巴，當食

物夾到你嘴巴的時候，你吞下去就可

以了，這個叫做皇帝餐。你可能說，

這個人生太好了，什麼都不用作，有

人在旁邊服事你，那很簡單，你可以

向神禱告說，我想做這個皇帝，我想

追求這種有福的生活，如果上帝說：

「好吧！就給你吧！」結果，下禮拜

中風……，因為你一中風，立刻就變

成這樣子，洗手間都有人陪你去……

你說有福嗎？我們常常覺得被人服事

是很有福氣的，這是世界的看法，我

們沒有想到說，我們有機會服事人，

這是最大的福氣。有時候我來到海

宣，看到這些海宣的老同工在夏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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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需要搬動桌椅、搬動音響器材……

等，有時候我都會覺得不好意思，想

要幫忙一下，因為海宣夏令會那麼多

年都是他們在搬。不過想一想，今天

他們還能搬得動，這是神的恩典，而

不是別人去搬他，今天我能夠幫助別

人，我能夠搬東西，這是何等大的恩

典，我覺得這是有福的人生，是不是

呢？我們教會過去有一個老弟兄，已

經將近 90 歲了，我們開了一個分堂，

每個禮拜五，他就把椅子從樓上搬到

樓下，做團契使用，聚完會又把椅子

從樓下搬到樓上，我們許多人都替他

擔心說：我們來吧，真是怕他跌倒、

扭到。他說：I am the chairman of the 

fellowship（chairman 意為「主席」與

「搬椅子的人」一語雙關）。一直搬

到什麼時候？有一次大約在聖誕節的

時候，他告訴太太說，我要上去禱告，

禱告了許久，他太太想說，奇怪，為

什麼禱告了那麼久都還沒下來吃飯？

所以上去找他，上去的時候他還跪在

床前，當去叫他的時候，他已經過世

了，93 歲，跪在主的面前禱告時被主

接走了，這是多麼有福的人生？這是

活祭的生活。

弟兄姊妹，當我們把我們的生命

主權交給主的時候，我們的生命有很

多的憂慮、有很多的懼怕，但是當我

們把生命的主權交給主的時候，主卻

讓我們的生命活在最好的狀態。什麼

叫活祭？不但主權交給神，不但是讓

主使我們的人生活在最好的狀態，而

且是更新變化的生活。

更新變化

保羅說：遵行神的旨意，讓神的

旨意在我們生命中活出來。很可惜，

今天許多弟兄姊妹對活出神的旨意的

理解，不是活出神最高峰的旨意，我

們知道神的旨意有三種，一種是神最

好的旨意，比如說，海宣夏令會時，

大會希望大家早上 7 點到會堂來守晨

更，這是最好的，大家一起來禱告。

但是有些弟兄姊妹，習慣自己留在房

間裡面，自己靈修，這樣也好，這是

容許性的旨意，但不是最高的旨意；

不過有些弟兄姊妹是睡到自然醒，這

是任憑性的旨意。我們在神的面前，

要活出神的旨意，但是撒但在這個世

界有許多辦法，來塑造我們，這裡說，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按英文聖經的翻

譯，我自己的解釋就是：「不要被這

個世代磨成跟它一模一樣」，這樣你

就不能有一個分別出來的見證，別人

不會羨慕你，因為你跟我一模一樣，

顯不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要我學你

去跟隨這位耶穌。

今天世界一個很詭詐的工作，

就是要把我們磨成跟這個世界一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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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我們的價值觀念、我們的看法、

我們的言語、我們的表達……等等，

跟這個世界一模一樣。我們知道在美

國煮龍蝦，不可以隨便煮，可能會犯

法，你不能煮滾一大鍋水，然後把龍

蝦丟進去，這樣警察會抓你。你應該

把龍蝦放在冷水中，然後慢慢加熱，

讓龍蝦在裡面慢慢死亡。我們發現這

個世界對我們也是這樣，他不會一下

把我們丟在滾燙的水裡面，而是把我

們放在一個冷水裡面，然後不斷地加

溫、加溫，然後我們就慢慢地死去，

我們覺得很溫暖嘛，從冷水變成溫

水，泡溫泉嘛！在安樂中就死去了。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我們發現世界

用他的思潮不斷影響我們。譬如說，

有人主張「人死如燈滅」，雖然我們

基督徒都知道：我們是會有復活的、

是會有天堂的、有永恆的，我們都會

講，但是我們的生活卻不仿效這種人

生觀，我們的人生觀跟世界上說「人

死如燈滅」是一模一樣的，就是把我

們整個的人生放在今生的裡面。

我前一陣子去講道的時候，遇見

一位弟兄，他也是講員之一，他推薦

我讀一本書，是戴德生的兒子寫的傳

記，100 年前寫的，有兩冊，很厚的

書。他說：這兩本書不一樣，寫的非

常好，第一冊是講到戴德生的生平，

第二冊是講到內地會的成立過程，是

非常令人感動的書。我回來以後，就

迫不及待地買回家，每天讀完聖經

後，就開始讀這本書。有一次我讀

到一件事情，戴德生想帶一群人回中

國，但那時候沒有差會，他心中很矛

盾、掙扎，他心裡想：若是我帶這群

人回中國去傳道，全部餓死了，我怎

麼辦？我怎麼向他的家人交代？我怎

麼向社會交代？他很掙扎，若是我死

了，我無所謂，但是現在我要帶頭領

隊去死，豈不是很大的責任嗎？他非

常掙扎，一直尋求神，直到有一天神

光照他，神對他說：若是他們這群人

全部死掉，那麼這群人立刻上天堂；

若是他們這群人能夠拯救一個中國人

的靈魂，讓這個靈魂也上天堂去，那

麼，這群人的死也都值得。所以他完

全得到釋放，帶領這群人往中國去傳

福音。

弟兄姊妹，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有很多的言論，設法來影響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脫離這個世界

的影響，救我們脫離這個綑綁，脫離

這個思想的轄制，讓我們的眼光、我

們的價值觀放在神永恆的價值觀裡

面。

(�本文是今年北美夏令會的晨更信息，經同

工整理，講員過目後刊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