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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003 史伯誠弟兄晚間信息 

第一篇：奉獻的能力和意義 

      愛的激勵與主權的轉移 
 

經文：林後 5:13-15；弗 3:18-19；羅 14:7-8；羅 3:23-24；詩 49:6-9； 

   林前 6:15，19-20；申 15:15-18 

 

林後 5:13-15 我們若果顛狂，是為神；若果謹守，是為你們。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

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

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弗 3:18-19 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

測度的，便叫 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 

羅 14:7-8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我們若活，是為主而

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 

羅 3:23-24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耀；如今卻蒙 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

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 

詩 49:6-9 那些倚仗財貨自誇錢財多的人，一個也無法贖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將贖

價給 神，叫他長遠活，不見朽壞；因為贖他生命的價值極貴，只可永遠

罷休。 

林前 6:15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嗎？我可以將基督的肢體作為娼妓的肢體

嗎？斷乎不可！ 

林前 6:19-20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 神而來，住在你們裏頭

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

子上榮耀 神。 

申 15:15-18 要記念你在埃及地作過奴僕，耶和華―你的 神將你救贖；因此，我今日吩

咐你這件事。他若對你說：『我不願意離開你』，是因他愛你和你的家，且

因在你那裏很好，你就要拿錐子將他的耳在門上刺透，他便永為你的奴僕

了。你待婢女也要這樣。你任他自由的時候，不可以為難事，因他服事你六

年，較比雇工的工價多加一倍了。耶和華―你的 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

上賜福與你。 

 

 

壹、愛的激勵（林後 5:13-15; 弗 3:18-19） 

一、愛使人顛狂 

二、拘禁的愛和沖走的愛 

三、十架捨命的大愛 

  （一）愛使基督去十架捨命――最驚人的愛 

  （二）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三）叫活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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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漫過的愛 

  （一）使保羅瘋狂的愛 

  （二）闊長深高的愛 

  （三）與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 

 

貳、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羅 14:7-8） 

一、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 

二、我們若活，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 

三、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 
 

 

叁、奉獻的真實意義在於看見主權的轉移（羅 3:23-24） 

  ――明白救贖的意義―― 

一、「贖回」的真理 

二、「贖回」是一個合法的手續而使主權轉移 

三、「贖回」是從公義審判的執行者手中贖回主權 

四、付代價贖回者擁有絕對主權 

五、因有「贖回」才能從對頭（仇敵）手中救回 

 

肆、詩篇第四十九篇的重大贖回真理（詩 49:6-9） 

一、一個也無法贖自己的弟兄――找不到合格的贖價――贖弟兄 

二、也不能替他將贖價給神――找不到贖回的道路――贖人 

三、贖回的奇妙價值――叫他長遠活着不見朽壞――贖魂 

四、使一切具有資格贖回者均縮手――因為贖他生命的價值極貴，只可永遠罷休 

 

伍、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林前 6:15, 19-20） 

一、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贖」的意義 

二、「重價」就是主的魂來贖我們的魂 

三、為此我們的身子是屬於主――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贖身體 

四、豈不知你們就是基督的肢體麼――贖回基督的肢體 

五、豈不知你們的身體就是聖靈的殿麼――贖回聖靈的殿 

 

陸、甘心作奴僕，永遠作奴僕（申 15:15-18） 

一、禧年的釋放和自由，但是卻是最孤單的出去 

二、僕人向釋放他的主權明說：我愛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兒女，不願意自由出去 

三、放棄自由的權利，因愛大，願作甘心的奴僕 

四、在門框上用錐子穿他的耳――作甘心、專一的奴僕 

五、且有審判官為這件事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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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003 史伯誠弟兄晚間信息 

      第二篇：奉獻的目的 

       進入神的計劃與基督的工作 
 
經文：約 1:1, 14；弗 1:4, 9-12；3:9-10；林前 12:12；來 12:5-13； 
   羅 8:29-30；耶 18:1-6；賽 64:8 
 

約 1:1  太初有道，道與 神同在，道就是 神。 
約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

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弗 1:4 就如 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

潔，無有瑕疵； 
弗 1:9-12 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要照所安排的，在

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我們
也在他裏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做萬事的，照他旨意所預定
的，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稱讚。 

弗 3:9-10 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 神裏的奧祕是如何安排
的，為要藉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慧。 

林前 12:12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
這樣。 

來 12:5-13 你們又忘了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說：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
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
子。你們所忍受的，是 神管教你們，待你們如同待兒子。焉有兒子不被父
親管教的呢？管教原是眾子所共受的，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兒
子了。再者，我們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們，我們尚且敬重他，何況萬靈的
父，我們豈不更當順服他得生嗎？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惟有萬
靈的父管教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分。凡管教的
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
子，就是義。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也要為自己的
腳，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腳，反得痊癒。 

羅 8:29-30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
兄中作長子。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稱
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耶 18:1-6 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你起來，下到匠的家裏去，我在那要使你
聽我的話。」我就下到匠的家裏去，正遇他轉輪做器皿。匠用泥做的器
皿，在他手中做壞了，他又用這泥另做別的器皿；匠看怎樣好，就怎樣
做。耶和華的話就臨到我說：「耶和華說：以色列家啊，我待你們，豈不能
照這匠弄泥嗎？以色列家啊，泥在匠的手中怎樣，你們在我的手中也怎
樣。 

賽 64:8 耶和華啊，現在你仍是我們的父！我們是泥，你是匠；我們都是你手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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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神永遠的計劃 
一、神是一位有計劃的神 

  （一）神的計劃是永遠的計劃 

  （二）無人能攔阻神永遠計劃的成功 

二、甚麼是神永遠的計劃 

  （一）是一個活的計劃 

  （二）是一個有位格（personality）的計劃――神兒子耶穌基督 

  （三）沒有一本由許多事堆積起來的計劃書 

三、神永遠計劃的三個重要控制因素 

  （一）永活的人子（living person）控制永遠計劃的基本因素 

  （二）永遠人子是神計劃中的模型（pattern）人子 

  （三）永活人子是神計劃中的奧祕人子 

四、一個最偉大並且最精緻的計劃為着奧祕的基督 

 
貳、聖靈管治的教育 

一、聖靈管治的教育 

  （一）神永遠計劃落實到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中 

  （二）聖靈來執行神為我們一生都已安排好的環境 

二、神是最偉大的父親 

  （一）對每一位神的兒女都有一個目標，然後照着目的來教育 

  （二）是一個神的兒女就必有聖靈管治的教育 

1. 我兒，不可輕看父親的管教 

2. 萬事互相効力構成我們一生的環境 

3. 為要對我們的天然生命建立基督生命，模成神兒子耶穌基督的模樣 

三、萬事互相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一）沒有環境和遭遇不是從神來的 

  （二）要從每一個環境中看神的手 

四、管治的教育要求順服 

  （一）順服就得生命 

  （二）不順服白白受苦浪費神給我們的年日 

五、管治的教育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受苦 

  （一）為經歷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二）與神的聖潔有分，得豐盛的生命 

六、「經練過的人」的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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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直了 

  （二）為別人指示道路 

  （三）要把下垂的手發酸的腿挺起來 

 
叁、偉大的窑匠之家的異象 

一、我待你們，豈不能照這匠弄泥嗎？――神是匠，我們是泥土 

二、以色列家啊，泥在匠的手中怎樣，你們在我的手中也怎樣 

  （一）神照着祂對我們每一個人的旨意製作我們 

  （二）製作的代價與製作的失敗 

  （三）神的大憐憫 

三、耶和華啊，祢仍是我們的父！祢是匠，我們是泥土 

  ――我們都是祢手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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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003 史伯誠弟兄晚間信息 

第三篇：奉獻的偉大生命 

  祭物與獻祭 
 

經文：利 1:1-17；羅 12:1；路 2:24 

利 1:1-17 耶和華從會幕中呼叫摩西，對他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你們中間若有人

獻供物給耶和華，要從牛羊中獻牲畜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為燔

祭，就要在會幕門口獻一隻沒有殘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華面前蒙悅納。他

要按手在燔祭牲的頭上，燔祭便蒙悅納，為他贖罪。他要在耶和華面前宰公

牛；亞倫子孫作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灑在會幕門口、壇的周圍。那人要

剝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塊子。祭司亞倫的子孫要把火放在壇上，把

柴擺在火上。亞倫子孫作祭司的，要把肉塊和頭並脂油擺在壇上火的柴上。

但燔祭的臟腑與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燒在壇上，當作燔祭，獻與

耶和華為馨香的火祭。「人的供物若以綿羊或山羊為燔祭，就要獻上沒有殘

疾的公羊。要把羊宰於壇的北邊，在耶和華面前；亞倫子孫作祭司的，要把

羊血灑在壇的周圍。要把燔祭牲切成塊子，連頭和脂油，祭司就要擺在壇上

火的柴上；但臟腑與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獻，燒在壇上。這是燔

祭，是獻與耶和華為馨香的火祭。「人奉給耶和華的供物，若以鳥為燔祭，

就要獻斑鳩或是雛鴿為供物。祭司要把鳥拿到壇前，揪下頭來，把鳥燒在壇

上；鳥的血要流在壇的旁邊；又要把鳥的嗉子和髒物除掉，丟在壇的東邊倒

灰的地方。要拿鳥的兩個翅膀，把鳥撕開，只是不可撕斷；祭司要在壇

上、在火的柴上焚燒。這是燔祭，是獻與耶和華為馨香的火祭。」 

羅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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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2:24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說，或用一對斑鳩，或用兩隻雛鴿獻祭。 

 
壹、祭物與獻祭 
  一、燔祭特別是奉獻的祭，說出我們奉獻的生命與經歷 

二、燔祭的特點 

  （一）第一祭 

  （二）祭中的祭 

  （三）全牲（身）祭 

  （四）焚燒祭 

  （五）馨香的火祭 

三、耶穌基督是最大的燔祭 

  （一）祂是唯一能被神悅納的生命 

  （二）祂是唯一能滿足神的生命 

四、我們作燔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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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神每一個時代的需要 

  （二）在基督裏被悅納，因聖靈而成聖 

五、活祭的意義 

  （一）活祭就是燔祭――經過祭壇仍舊活着，卻是為主活着 

  （二）把身體獻上作全身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 

 
貳、祭物說出獻祭的生命 

一、公牛――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最雄壯的生命 

二、綿羊或山羊 

  （一）綿羊――道成肉身釘十字架的生命（神的羔羊） 

  （二）山羊――道成肉身成為救贖的生命 

三、飛鳥――超脫的生命，上升的生命，向着諸天的生命 

  （一）斑鳩――復活的生命 

  （二）雛鴿――馴良的生命 

四、耶穌基督用一對斑鳩兩隻雛鴿把自己獻給神 

 
叁、奉獻的經歷 

一、第一部分――預備的工作 

  （一）檢查羔羊 

  （二）除掉殘疾 

二、第二部分――自己需要作的部分 

  （一）將燔祭帶到會幕門口――意志的完全順服 

  （二）按手――主的按手和教會的按手 

1. 悅納奉獻 

2. 奉獻的證實――主收走了奉獻 

3. 賜福 

    （三）自己宰，自己剝皮，自己切塊――強烈的心願與剛強的行動 

1. 自己宰――選擇站在主的死地向己和世界死了 

2. 自己剝皮――捨去己生命的保護和美麗 

3. 自己切塊――捨去己生命最後的形狀 

三、第三部分――主作的部分 
  （一）經營水――聖靈洗我們的隱藏生命 
  （二）經營血――因血蒙悅納與接受血下的權利 
  （三）經營火――聖火從天而降焚燒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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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003 史伯誠弟兄晨間信息 
第四篇：奉獻的最高境界 

   雙手充滿基督 
 

 
經文：利 8:18-28；羅 12:1 
 

利 8:18-28 他奉上燔祭的公綿羊；亞倫和他兒子按手在羊的頭上，就宰了公羊。摩西把

血灑在壇的周圍，把羊切成塊子，把頭和肉塊並脂油都燒了。用水洗了臟腑

和腿，就把全羊燒在壇上為馨香的燔祭，是獻給耶和華的火祭，都是照耶和

華所吩咐摩西的。他又奉上第二隻公綿羊，就是承接聖職之禮的羊；亞倫和

他兒子按手在羊的頭上，就宰了羊。摩西把些血抹在亞倫的右耳垂上和右手

的大拇指上，並右腳的大拇指上，又帶了亞倫的兒子來，把些血抹在他們的

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並右腳的大拇指上，又把血灑在壇的周圍。取

脂油和肥尾巴，並臟上一切的脂油與肝上的網子，兩個腰子和腰子上的脂

油，並右腿，再從耶和華面前、盛無酵餅的筐子裏取出一個無酵餅，一個油

餅，一個薄餅，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把這一切放在亞倫的手上和他兒子的

手上作搖祭，在耶和華面前搖一搖。摩西從他們的手上拿下來，燒在壇上的

燔祭上，都是為承接聖職獻給耶和華馨香的火祭。 

羅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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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2:24-32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說，或用一對斑鳩，或用兩隻雛鴿獻祭。在耶路撒冷有
一個人，名叫西面；這人又公義又虔誠，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又
有聖靈在他身上。他得了聖靈的啟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見主所立的
基督。他受了聖靈的感動，進入聖殿，正遇見耶穌的父母抱孩子進來，要
照律法的規矩辦理。西面就用手接過他來，稱頌 神說：主啊！如今可以照
你的話，釋放僕人安然去世；因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就是你在萬
民面前所預備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 

來 13:11-14  原來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帶入聖所作贖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燒在營外。
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這樣，我們也當
出到營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們在這裏本沒有常存的城，乃
是尋求那將來的城。 

 
 
壹、祭司的奉獻在於呼召與揀選 

一、國的揀選――祭司的呼召 
二、利未的揀選（支派的揀選）――得勝的呼召 
三、家室的揀選（亞倫的揀選）――君王的呼召 
四、個人的揀選――聖靈的呼召 

 
貳、祭司奉獻的最高境界――雙手充滿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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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於基督的才能歸給基督 
二、奉獻的經歷在於先得着基督 

 
叁、雙手充滿基督的完美圖畫――路二章的西面與主降生的奉獻 
 
肆、利未記第八章祭司承接聖職是奉獻的完全經歷 

一、承接聖職就是奉獻 
二、承接聖職的四種祭物說出奉獻的完全經歷 
三、第一種祭物公牛――贖罪祭 
  （一）罪的嚴重和各種不同境界的罪 
  （二）耶穌基督是唯一的贖罪祭 
  （三）整隻牛到營外焚燒――出到營外就了祂去 
  （四）主的救贖與主的受苦 

1. 肉身的受苦 
2. 魂的受苦 
3. 經過死亡與陰間的苦 

    （五）祂的血的完全功效 
四、第二種祭物第一隻羊――主作燔祭的完全奉獻生命 
  （一）羔羊的生命與愛子的生命 
  （二）祭牲所分成的部分 

1. 頭――基督是我們的智慧 
2. 臟腑――基督是我們隱藏的生命 
3. 脂油――基督是我們豐肥的生命 
4. 腿――基督是我們能力的生命，行走的生命 

    （三）祭物在壇上的焚燒――聖靈的印證與悅納 
    （四）馨香――神的食物和滿足 
    （五）最後的形狀――灰燼 

五、第三種祭物第二隻羊――我們作燔祭（我們的奉獻生命） 
  （一）取血――抹在我們的耳垂、拇指、與大腳趾上 
  （二）抹血為着日常事奉與生活 
  （三）血的意義 

1. 印記 
2. 遮蓋 
3. 血下權利 
4. 血說明死 
5. 血與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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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四種祭物搖祭――奉獻在於彰顯基督 
  （一）無酵餅――基督無罪的生命聖潔的生命 
  （二）油餅――基督充滿聖靈的生命 
  （三）薄餅――基督細嫩的生命 
  （四）脂油――基督豐肥的生命 
  （五）腿――基督能力的生命 
七、雙手充滿基督 
八、奉獻的人一生為要彰顯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