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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003 史伯诚弟兄晚间信息 

第一篇：奉献的能力和意义 

      爱的激励与主权的转移 
 

经文：林后 5:13-15；弗 3:18-19；罗 14:7-8；罗 3:23-24；诗 49:6-9； 

   林前 6:15，19-20；申 15:15-18 

 

林后 5:13-15 我们若果颠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

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

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弗 3:18-19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

测度的，便叫 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罗 14:7-8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是为主而

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罗 3:23-24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的荣耀；如今却蒙 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

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诗 49:6-9 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

价给 神，叫他长远活，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

罢休。 

林前 6:15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

吗？断乎不可！ 

林前 6:19-20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 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

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

子上荣耀 神。 

申 15:15-18 要记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耶和华―你的 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

咐你这件事。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

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

了。你待婢女也要这样。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因他服事你六

年，较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一倍了。耶和华―你的 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

上赐福与你。 
 

 

壹、爱的激励（林后 5:13-15; 弗 3:18-19） 

一、爱使人颠狂 

二、拘禁的爱和冲走的爱 

三、十架舍命的大爱 

  （一）爱使基督去十架舍命―― 惊人的爱 

  （二）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三）叫活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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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漫过的爱 

  （一）使保罗疯狂的爱 

  （二）阔长深高的爱 

  （三）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 

 

贰、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罗 14:7-8） 

一、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二、我们若活，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三、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叁、奉献的真实意义在于看见主权的转移（罗 3:23-24） 

  ──明白救赎的意义── 

一、「赎回」的真理 

二、「赎回」是一个合法的手续而使主权转移 

三、「赎回」是从公义审判的执行者手中赎回主权 

四、付代价赎回者拥有绝对主权 

五、因有「赎回」才能从对头（仇敌）手中救回 

 

肆、诗篇第四十九篇的重大赎回真理（诗 49:6-9） 

一、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找不到合格的赎价――赎弟兄 

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找不到赎回的道路――赎人 

三、赎回的奇妙价值――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赎魂 

四、使一切具有资格赎回者均缩手――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 

 

伍、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林前 6:15, 19-20） 

一、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赎」的意义 

二、「重价」就是主的魂来赎我们的魂 

三、为此我们的身子是属于主――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赎身体 

四、岂不知你们就是基督的肢体么――赎回基督的肢体 

五、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么――赎回圣灵的殿 

 

陆、甘心作奴仆，永远作奴仆（申 15:15-18） 

一、禧年的释放和自由，但是却是 孤单的出去 

二、仆人向释放他的主权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 

三、放弃自由的权利，因爱大，愿作甘心的奴仆 

四、在门框上用锥子穿他的耳――作甘心、专一的奴仆 

五、且有审判官为这件事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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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003 史伯诚弟兄晚间信息 

      第二篇：奉献的目的 

       进入神的计划与基督的工作 
 
经文：约 1:1, 14；弗 1:4, 9-12；3:9-10；林前 12:12；来 12:5-13； 
   罗 8:29-30；耶 18:1-6；赛 64:8 
 

约 1:1  太初有道，道与 神同在，道就是 神。 
约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

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弗 1:4 就如 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

洁，无有瑕疵； 
弗 1:9-12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

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
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
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称赞。 

弗 3:9-10 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 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
的，为要藉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 神百般的智能。 

林前 12:12 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
这样。 

来 12:5-13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
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
子。你们所忍受的，是 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
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
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
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惟有万
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凡管教的
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
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
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至歪脚，反得痊愈。 

罗 8:29-30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
兄中作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
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耶 18:1-6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匠的家里去，我在那要使你
听我的话。」我就下到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匠用泥做的器
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匠看怎样好，就怎样
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待你们，岂不能
照这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
样。 

赛 64:8 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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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神永远的计划 
一、神是一位有计划的神 

  （一）神的计划是永远的计划 

  （二）无人能拦阻神永远计划的成功 

二、甚么是神永远的计划 

  （一）是一个活的计划 

  （二）是一个有位格（personality）的计划──神儿子耶稣基督 

  （三）没有一本由许多事堆积起来的计划书 

三、神永远计划的三个重要控制因素 

  （一）永活的人子（living person）控制永远计划的基本因素 

  （二）永远人子是神计划中的模型（pattern）人子 

  （三）永活人子是神计划中的奥秘人子 

四、一个 伟大并且 精致的计划为着奥秘的基督 

 
贰、圣灵管治的教育 

一、圣灵管治的教育 

  （一）神永远计划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 

  （二）圣灵来执行神为我们一生都已安排好的环境 

二、神是 伟大的父亲 

  （一）对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有一个目标，然后照着目的来教育 

  （二）是一个神的儿女就必有圣灵管治的教育 

1. 我儿，不可轻看父亲的管教 

2. 万事互相効力构成我们一生的环境 

3. 为要对我们的天然生命建立基督生命，模成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 

三、万事互相効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一）没有环境和遭遇不是从神来的 

  （二）要从每一个环境中看神的手 

四、管治的教育要求顺服 

  （一）顺服就得生命 

  （二）不顺服白白受苦浪费神给我们的年日 

五、管治的教育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 

  （一）为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二）与神的圣洁有分，得丰盛的生命 

六、「经练过的人」的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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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 

  （二）为别人指示道路 

  （三）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 

 
叁、伟大的窑匠之家的异象 

一、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匠弄泥吗？──神是匠，我们是泥土 

二、以色列家啊，泥在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 

  （一）神照着祂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制作我们 

  （二）制作的代价与制作的失败 

  （三）神的大怜悯 
三、耶和华啊，祢仍是我们的父！祢是匠，我们是泥土 

  ──我们都是祢手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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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003 史伯诚弟兄晚间信息 

第三篇：奉献的伟大生命 

  祭物与献祭 
 

经文：利 1:1-17；罗 12:1；路 2:24 

利 1:1-17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

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羊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

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

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

牛；亚伦子孙作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

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块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

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作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

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

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

疾的公羊。要把羊宰于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作祭司的，要把

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牲切成块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

火的柴上；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

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

就要献斑鸠或是雏鸽为供物。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

上；鸟的血要流在坛的旁边；又要把鸟的嗉子和脏物除掉，丢在坛的东边倒

灰的地方。要拿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

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罗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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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路 2:24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 

 
壹、祭物与献祭 
  一、燔祭特别是奉献的祭，说出我们奉献的生命与经历 

二、燔祭的特点 

  （一）第一祭 

  （二）祭中的祭 

  （三）全牲（身）祭 

  （四）焚烧祭 

  （五）馨香的火祭 

三、耶稣基督是 大的燔祭 

  （一）祂是唯一能被神悦纳的生命 

  （二）祂是唯一能满足神的生命 

四、我们作燔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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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神每一个时代的需要 

  （二）在基督里被悦纳，因圣灵而成圣 

五、活祭的意义 

  （一）活祭就是燔祭──经过祭坛仍旧活着，却是为主活着 

  （二）把身体献上作全身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贰、祭物说出献祭的生命 

一、公牛──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雄壮的生命 

二、绵羊或山羊 

  （一）绵羊──道成肉身钉十字架的生命（神的羔羊） 

  （二）山羊──道成肉身成为救赎的生命 

三、飞鸟──超脱的生命，上升的生命，向着诸天的生命 

  （一）斑鸠──复活的生命 

  （二）雏鸽──驯良的生命 

四、耶稣基督用一对斑鸠两只雏鸽把自己献给神 

 
叁、奉献的经历 

一、第一部分──预备的工作 

  （一）检查羔羊 

  （二）除掉残疾 

二、第二部分──自己需要作的部分 

  （一）将燔祭带到会幕门口──意志的完全顺服 

  （二）按手──主的按手和教会的按手 

1. 悦纳奉献 

2. 奉献的证实──主收走了奉献 

3. 赐福 

    （三）自己宰，自己剥皮，自己切块──强烈的心愿与刚强的行动 

1. 自己宰──选择站在主的死地向己和世界死了 

2. 自己剥皮──舍去己生命的保护和美丽 

3. 自己切块──舍去己生命 后的形状 

三、第三部分──主作的部分 
  （一）经营水──圣灵洗我们的隐藏生命 
  （二）经营血──因血蒙悦纳与接受血下的权利 
  （三）经营火──圣火从天而降焚烧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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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003 史伯诚弟兄晨间信息 

第四篇：奉献的 高境界 

   双手充满基督 
 

 
经文：利 8:18-28；罗 12:1 
 

利 8:18-28 他奉上燔祭的公绵羊；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公羊。摩西把

血洒在坛的周围，把羊切成块子，把头和肉块并脂油都烧了。用水洗了脏腑

和腿，就把全羊烧在坛上为馨香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都是照耶和

华所吩咐摩西的。他又奉上第二只公绵羊，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亚伦和

他儿子按手在羊的头上，就宰了羊。摩西把些血抹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

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把些血抹在他们的

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把血洒在坛的周围。取

脂油和肥尾巴，并脏上一切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

油，并右腿，再从耶和华面前、盛无酵饼的筐子里取出一个无酵饼，一个油

饼，一个薄饼，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把这一切放在亚伦的手上和他儿子的

手上作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摩西从他们的手上拿下来，烧在坛上的

燔祭上，都是为承接圣职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 

罗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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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路 2:24-32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

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
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
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孩子进来，要
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 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
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
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来 13:11-14 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作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
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
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常存的城，乃是寻求
那将来的城。 

 
 
壹、祭司的奉献在于呼召与拣选 

一、国的拣选──祭司的呼召 
二、利未的拣选（支派的拣选）──得胜的呼召 
三、家室的拣选（亚伦的拣选）──君王的呼召 
四、个人的拣选──圣灵的呼召 

 
贰、祭司奉献的 高境界──双手充满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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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于基督的才能归给基督 
二、奉献的经历在于先得着基督 

 
叁、双手充满基督的完美图画──路二章的西面与主降生的奉献 
 
肆、利未记第八章祭司承接圣职是奉献的完全经历 

一、承接圣职就是奉献 
二、承接圣职的四种祭物说出奉献的完全经历 
三、第一种祭物公牛──赎罪祭 
  （一）罪的严重和各种不同境界的罪 
  （二）耶稣基督是唯一的赎罪祭 
  （三）整只牛到营外焚烧──出到营外就了祂去 
  （四）主的救赎与主的受苦 

1. 肉身的受苦 
2. 魂的受苦 
3. 经过死亡与阴间的苦 

    （五）祂的血的完全功效 
四、第二种祭物第一只羊──主作燔祭的完全奉献生命 
  （一）羔羊的生命与爱子的生命 
  （二）祭牲所分成的部分 

1. 头──基督是我们的智能 
2. 脏腑──基督是我们隐藏的生命 
3. 脂油──基督是我们丰肥的生命 
4. 腿──基督是我们能力的生命，行走的生命 

    （三）祭物在坛上的焚烧──圣灵的印证与悦纳 
    （四）馨香──神的食物和满足 
    （五） 后的形状──灰烬 

五、第三种祭物第二只羊──我们作燔祭（我们的奉献生命） 
  （一）取血──抹在我们的耳垂、拇指、与大脚趾上 
  （二）抹血为着日常事奉与生活 
  （三）血的意义 

1. 印记 
2. 遮盖 
3. 血下权利 
4. 血说明死 
5. 血与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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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四种祭物摇祭──奉献在于彰显基督 
  （一）无酵饼──基督无罪的生命圣洁的生命 
  （二）油饼──基督充满圣灵的生命 
  （三）薄饼──基督细嫩的生命 
  （四）脂油──基督丰肥的生命 
  （五）腿──基督能力的生命 
七、双手充满基督 
八、奉献的人一生为要彰显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