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所当然

-----罗十二1-2



理所当然？

把耐心和宽容给了陌生人，坏脾
气与最糟糕的一面给最爱的人。

你是否常常觉得可以理
所当然去伤害你爱的、
和爱你的人？

在外面表现得和风细雨，
在家里雷霆万钧；在外
面口吐芬芳，在家里却
是尖酸刻薄。



人类与病毒谁是世界的主人？ 为什么夺走我们理所当然的自由？

理所当然



经文：罗十二1-2

• 1所以弟兄们，我以 神的慈悲劝你们，

（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

的，是 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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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及上下文

义人必
因信

（一1-17）：引言及全书主题：福音
（一18-四25）：因信称义

（五1-八39）：属灵的得胜

（九1-十一36）：以色列在神的救恩计划中彰显神的义

枢纽

（十二1-2）“所以……”（效法耶稣活出“义”的生活
根基）

得生

（十二-十五13）基督徒生活实践指引

（十五14-十六27）：本书结语



背景及上下文

在基督里新的身份（一18-八39）

✓因信称义恢复关系（五1）

✓因信称义在基督里有了“新生的

样式”（六4）

不再作罪的奴仆

新的生活方式（十二-十五）

✓与自己的关系（十二3-8）

✓与他人的关系：以爱为首（十二9-

21）

✓与执政掌权者的关系：敬重与臣

“所以”（十二1-2）



经文：罗十二1-2

• 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

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
的，你们如此侍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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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再次回到会幕或圣殿中，以旧约的献祭来谈论基督徒的生活呢？
✓我们不是已经“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吗？”（六14）



经文：罗十二1-2

• 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要）将身体献上……

• 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

目的：察验（遵行）

神的旨意

理所当然要做的：

要-不要-只要

“劝”的依据“神

的慈悲”



一、“神的慈悲”是理所当然为神而活的依据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十二1a）

“劝”？

“劝”=道德、行为的规劝？

“劝”≠信心与救恩？

若是委身与回应当然好，没有也没有关系，
反正已经得救了？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十二1a）

“劝”：古典希腊文指出征前将军对军队
的劝勉。含有一种得胜的宣告。

“劝” ≠ 道德、行为的规劝？
“劝”= 以信心对救恩的回应、理所当然
活出敬拜神生活的宣告！

“这正是福音与哲学最主要的不同之处：虽然哲学家在道德方面的讨
论、辩词巧妙且具有上好的判断；然而不论他们的训诫有多优越，这

些训诫永远像没有根基的上层建筑一样。”加尔文

一、“神的慈悲”是理所当然为神而活的依据



一、“神的慈悲”是理所当然为神而活的依据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十二1a）

神的忿怒（18）

不尊崇神（21）

羞辱自己的身体（24）

不洁（24，思高）

敬拜偶像（21-23、25）

不虔不义（18b,现修）

从前我们

与神为敌
（一） 神的慈悲（1a）

为神所喜悦（1b）

将身体献给神（1b）

圣洁（1b）

敬拜神（1c）

心意更新（2b）

如今与神

和好（十二

1-2）



一、“神的慈悲”是理所当然为神而活的依据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十二1a）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
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 神的子民。（彼前二9）

如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这样的
身份，并认同你这样的身份吗？



一、“神的慈悲”是理所当然为神而活的依据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十二1a）

一个人对身份的认同决定了他
的一生！



二、理所当然要做的是什么？

1……（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 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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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1b-2b）

1（要）将

自己甘

心乐意

奉献作

为“活

祭”

2 不要

效法敌对

神文化的

这个世代

3 只要

藉着圣灵

更新我们



二、理所当然要做的是什么？

1……（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 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十二1b、1c）

1（要）将

自己甘

心乐意

奉献作

“活祭”

① “将身体献上”不再作自己的主人，如今“恩
典作王”我们是属于主（五21）。

② “活祭”是活的，是要“活出新生的样式”
（六4）。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我们
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林后五15）

③ 这样的生活是归给神的，是“圣洁的”，是
“神所喜悦的”。

活
祭



1、要将身体甘心献上作为“活祭” （十二1b、1c）

1……（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 神所喜悦的，你们

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十二1b、1c）



二、理所当然要做的是什么？

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十二2a）

2 不要

效法敌

对神文

化的这

个世代 这句话直译是：“不要被这个世代模塑（或同化）”。
基督舍弃自己乃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
(加一4)



2、不要效法这个世代 （十二2a）

在关于69项华人价值观的研究中，“尊敬”

排名第一。华人最看重的是人前被“尊

敬”，重视人前的名望和自我荣誉。

华人传统的“面子”文化是“中国人的宝
贝”，恰恰这个“宝贝”对我们信仰生活
影响最严重！



2、不要效法这个世代 （十二2a）

建立一个彼此认罪、彼此代求、彼此守望

的团体。（雅五16）

正如源自约翰·卫斯理发起的圣洁运动所

形成“问责制”（accountability) :

为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及教会领袖提供

彼此坦然承认自己的软弱，彼此认罪的机

会，来面对并敞开真实的自我。



2、不要效法这个世代 （十二2a）

从旧约的角度来看“问责” ：
“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
他担罪。” （利十九17）

在新约，主耶稣教导的问责理念是延续了旧约
的概念。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有古卷是“犯罪”），你
要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

来。 ”（太十八15）

“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评断，宁可定意，谁也不
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罗十四13）

需要向别人问责（accountable to）
也为别人(accountable for) 被问

责



2、不要效法这个世代 （十二2a）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式，百节

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

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

中建立自己。”（弗四16）



二、理所当然要做的是什么？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十二2b）

只要敞开自己的心思不断被神改变

“心灵的重新塑造”

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荣上加荣，如

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林后三18）。



◆只要藉着圣灵更新我们 （十二2b）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箴四23）

生命发自于我们的内心。驱动与组

成我们生命的，不是外在自我的装

饰，更不是这个世界的文化，而是

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
是神在里面赋予花朵生命，使花蕾

可以从里面向外绽放



三、如此理所当然的目的：察验遵行神的旨意

（要）将…不要…只要…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
的旨意。（十二2c）

善良
的

存全
的

可喜
悦

➢ 界定的标准不在乎人，不是以人为中
心的“善良”，而是神旨意的启示。

➢ 同样也不是讨人的“喜悦”，而是神
“喜悦”。……

➢ 神旨意是“存全的”，是让我们“要
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
神。”（申六5），透过“要爱人如己”

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成全我们的生命。
（十三9；可十二30-31）



“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可十21）

“爱人如己”的诫命人可以做到吗？

你觉得耶稣是要让这个少年人变
卖一切吗？

三、如此理所当然的目的：察验遵行神的旨意



三、如此理所当然的目的：察验遵行神的旨意

✓与自己的关系：认识自己是不完全的，各自
不同的恩赐为要彼此成全（十二3-8）；

✓与他人的关系：以爱为首的原则，为了别人
的益处，总要和睦（十二9-21）；

✓与执政掌权者关系：符合地上法律（十三1-7）；
✓与律法的关系：“爱人如今”不求自己的益
处（十三8-10）；

✓最后信徒的合一（十四1-十五13）。

神的旨意下的生活（十二3-十五13）

“爱并非达到目的的手段，爱本是就是目的！”---费兰度（Fernando）



三、总结（Conclusion）：

“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罗十二1-2）

这世界 神的旨意

藉着神的慈悲
将自己献上为
“活祭”

藉着圣灵更新
生命融入改变
这个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