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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们想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世界上
是不是也应该发出一些香味，这就不再是气味工
程学所要研究的课题了。如果你是个有生命的基

主题经文（哥林多后书 2：15-16）因为我们在 神

督徒，你有没有想过，别人从你身上会闻出什么

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

味道？是香味还是臭味呢？当然这种香味不是由

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在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气

香水散发和用鼻子闻的，而是从我们的态度、行

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

动、言语所表现出来的。我今天的讲题就叫做“馨

事谁能当得起呢？

香的生活”，基督徒要自己反省一下，我在人前有
没有发出一些香味？

我们每一个人

圣经提到大约 12 种香气。古时候在近东地方

都对自己身体的

了，他们常常用香膏或者香油来抹身体，这对身

味道很在意，特别

体的卫生是件重要的事情。有些地方在古时候确

是姊妹们。有时候

实有公用澡堂，通常他们也是要用膏、油来抹身

你身上有异味或

体，除去身体上的一些异味。而且有时候人烧香，

嘴里有口臭，让别

使空气带有特别的香味。

人觉得不舒服，你

基督徒因为认识基督而发出香气。这种香气

自己心里也过意

对灭亡的人，就是不信主人说来这是死的香气；

不去。所以，为什

对信主的人，就是得救的人说来，就是活的香气。

么香水会那么盛

所以属神的人应该有一种特别的香气来吸引别人。

行啊？1 盎司要卖

常听有人说：“我跟某某人在一起总觉得很舒服，

10 美元，就那么一

特别亲切，能够感受到爱的温暖。”这就是香气，

点点。现在市场上

能够吸引别人，也让我们成为给别人的祝福，这

也有给男人用的

是得胜的香气。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应该还有其

香水。那男人香水也不便宜。我发现有些男人擦

他的香气。什么香气呢？

的香水的味道并不怎么高明，那还不如我保持清
洁，不擦香水，来得爽快。有时候我们不但用香
水，还用除臭剂、特别的香皂、特别的漱口液。
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我们身体有一些香味，让别
人闻起来感到舒服。
在 日 本 有 一 种 特 别 的 职 业 ， 叫 “ Odor

一，祷告的香气：
（诗篇 141:2） “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
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
在以色列国，会幕或者圣殿（会幕是可移动
的，圣殿是固定的）里面有一个小祭坛，是摆在

Enginiering”即“气味工程”，工程师们想知道

帐幕前面专为烧香来使用的。坛是用皂荚木做的，

空气里什么样的气味对人最有好处。他们研究各

四面还镶上金子，就是所称的香坛。每天早晚，

种香味对打字工作者产生的影响，有一些有趣的

大祭司就会在这个坛上去烧特别的香。在圣殿里

结论：如果在空气里面散布薰衣草的香味，可以

面烧香是什么意思？这是把祷告献给神的一幅图

让人减少压力，因而可以使打字员减少 22% 的错

画，正如大卫说的 “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

误；茉莉花的香味能叫人身体轻松舒展，因而能

前”；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天堂圣徒祷告好像香一

够减少 33%的打字错误；而柠檬味道的香气有激

样的达到主面前（启示录 5:8，8:1-6）；当天使

励的作用，可以减少 54%的错误。

显现，并且向撒迦利亚宣告，他的妻子以利沙伯

将要怀一个孩子的时候，（这孩子就是施洗约翰）

后

1:6），英文是“fan into flame,let the fire

这个祭司撒

going”即“扇风，让火继续烧下去”；当祭司每

迦利亚正在

天早晚来到金香坛前的时候，首先他必须清除那

这个祭坛旁

些余烬，再把火点燃。所以我们每天要去除生命

边服侍主（路

里面的死灰，进入新的一天；祭司不可以把凡火

加福音一章）。

带进圣殿里面，必须点燃的圣火，那火是从天上

坛和香

而来。大家记得，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复活主

讲到了有关

跟门徒谈论属灵的事情，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火热，

祷告的重要

就是这样；祭司烧过香，从圣殿出来，身上一定

和实际的真

带着香味，人们会从这香味知道他进过圣殿，一

理。
1. 祷 告

个肯亲近主的人，祷告之后到世界上去，别人会

必须合圣经。

见过主的人，你的言语、行为带着香味，都跟世

发现你这个人不一样。亲近过主，到神的殿堂里

神指示

人不一样。例如你早上祷告、白天祷告、晚上祷

摩西，香具体要怎么做，对香里面的成分和制

告，你会发脾气吗？即便人家讲难听的话得罪了

作方法规定得非常清楚。除了这种香，香坛上

你，你还只是一笑置之。别人闻到我们身上香味

不准烧任何其他的香（参出埃及记）。而且这种

知道我们是跟耶稣在一起的。

特别处方的香也不可用在其他任何地方。这启
示出祷告必须合圣经。

神的儿女祷告像香一样的被保存在天上，这
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许你觉得自己祷告时

真正的祷告，其中组成的重要成分是什么

结结巴巴，好像很失败，但是天上的父看你祷告

呢？要存谦卑的心、存信心、存敬拜的心。存仰

为宝贵，只要你祷告的要素对了，就像那香的成

慕主的心、存认罪的心，向神支取他的应许。如

分对了一样，必定达到神的面前。你的祷告在地

果“香的成分”对，就是说你祷告的要素对了，

上可能被人轻看，但是在天上讨主喜悦，神看作

就能达到神面前，神能够垂听。

宝藏。千万不可低估祷告对神的儿女和对神事工

犹太的大祭司只能走到会幕前面，不能再往

的重要性跟影响力。

前去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圣徒有特权，我们的祷
告可以达到天上的至圣所，在恩典的宝座前见到

二，合一的香气。

主，这是何等的特权啊！好像祭司在每天特定时

（诗篇 133 篇）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

间做烧香的事工，我们也应该在每天设定时间祷

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

告，在祷告中达到至圣所，见到主。至少我们应

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

该以早祷来开始每天的生活，以晚祷来结束一天

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

的生活，但在一天当中，我们随时都可以祷告，

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

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帖前 5:17-18）。我们看见，

这一章圣经主要讲到教会合一，这合一的香

尼西米就是一个不住祷告典范，尼西米记里面可

气一定要发出来。自从该隐杀亚伯、亚伦和米利

以找到 12 个地方，他不由自主的向神发出祷告。
2.祷告要靠圣灵的工作。

暗批评他们的兄弟摩西、主的门徒争论谁最大之
后，不和跟不团结就成为神的儿女教会中的大问

香是在金香坛上烧的，而圣灵要引发那个祷

题。哥林多教会使主和保罗伤痛，因为他们说他

告的火。保罗劝提摩太要挑旺神赐给他的恩赐（提

们是分属于四个人的: “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

亚波罗的，我是属矶法的，我是属基督的”
（林前

教会千万不要分你是哪里来的？我又是哪里来

1:12 ）一个教会分成四派，你看还了得吗？岂不

的？这个观念的话是要不得。一个家庭的兄弟姐

四分五裂？

妹，有分你是哪里来的人吗？都是从父母来的嘛！

诗篇 133 篇的表象指出从天上而来的合一之

在家里，你会区分是从大陆来、台湾来或是香港、

路。开头就讲“看哪，弟兄和睦同居…”这提醒

新加坡、马来西亚来的吗？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是

了我们所有基督徒，在基督里面都是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的肢体，我都是从神而生的。我很坦白

我们经历神的新生命，我们属于同一个家庭，所

地讲，我在教会这多年了，我从来不分你是哪里

以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不要像世人一样彼此相咬

来的，一视同仁。师母跟我是一样的观点。我在

相吞，那是发出臭味。一定要“竭力保守圣灵所

神面前我敢讲这话，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亏欠。你

赐合而为一的心”（以弗所书 4:3）。

是教会的肢体，我也是，我们彼此相爱，我爱你！
其实，人都有好的和坏的，基督徒也有成熟的和
不成熟的，不管从哪个地方来的都一样，所以我
们必须把以地区来源来划分信徒的观念去掉，这
个教会才真正在主的心意下合一。不同地方有不
同的风俗习惯，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至少我们
还是中国人，差不了多少，有点观念上或背景上
的不同，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合一的根本依据
是圣经的原则。
你看，亚伦胸前的宝石每一块石头都有它的

在此，我们要把焦点放在亚伦被立为第一位

美丽，不管是翡翠，红宝石、蓝宝石，还是金玛

以色列的大祭司的事件。浇在他头上的馨香之油，

瑙，每一块宝石都有它的特质。但是当油流过它

发出的是人心合一的香气。这里讲的合一是人心

们，都连接在一起了，没有哪一块比其它的更伟

的合一，不是机构组织的合一。要知道机构组织

大，好像亚伦在他的心和肩上承担并支撑了 12

的合一有时候是外在压力所迫，是表面上的、形

支派。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天上的大祭司，在祂的

式上的合一，没有特别的意义和用处。而人心的

心和肩头上承担了我们的重担，祂无时无刻不爱

合一，是从里面的爱而来的，与上述组织的合一

我们，无时无刻不眷顾我们。

不是一回事。

诗人大卫深知什么叫合一，什么叫不合一。

大卫受了圣灵感动，指出倒在亚伦头上的油，

他年轻时候，被他兄弟歧视，他是最小的一个，

从亚伦头上流下来，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

别人看不起他，不尊敬他；大卫在等待作王的时

什么意思呢？这油透进了大祭司胸牌，胸牌上镶

候，扫罗王使国家分裂，来敌对他；在扫罗王死

嵌有 12 块宝石，象征着以色列的 12 个支派。油

了之后，国家还没合一之前，大卫在希伯伦作王

使这 12 块宝石联合在一起，这乃是教会合一的一

七年半；但是他自己的几个儿子，因为羡慕、贪

幅图画。

慕和骄傲，反叛他，在家里面跟国家中制造不和。

（哥林多前书 12:13）“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这些都是大卫经历过的。

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

真合一是好的，令人心悦，好像“甘露降在

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我们

锡安山”上，果树就会枝叶繁茂，结实累累。教

都得救了，我们心里都有圣灵内住，我们是神的

会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如果每个

儿女，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一份子。弟兄姊妹呀，

信徒尽他的本分，那么耶稣基督的心就得满足。

你知道五旬节圣灵为什么降临？那时候门徒

吗？这是一个大祝福。那些劝告会改变你生活的

为什么那么有力量？就是因为他们合而为一。你

气氛，好像香水会改变房间的气氛一样。如果你

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就知道了。他们同心合意，

呼吸到周遭都是沮丧、失望的空气，你的心情也

圣灵就降下来，结果有几千人得救。你知道主耶

会变得郁闷，但是主能使用你的朋友来鼓励你，

稣基督去加略山上十字架之前，祂最后一个祷告

带进馨香的空气，使你心灵得以纾解。

求什么？约翰福音 17 章，祂为祂门徒的合一祷告！

我们的主告诉祂的门徒说，祂看他们是朋友，

祂知道，当祂离开以后，撒旦会攻击教会，使这

不是仆人。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

些门徒、这些弟兄姊妹发生问题，祂老早知道，

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

所以要为这个事情祷告。主耶稣是何等看重教会

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
”
（约 15:15）

的合一！

当我们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耶稣给我们分享了

1987 年，在“ National Geographic”（ 国家地
理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讲到狼的特性。有一次

祂的秘密。祂为我们舍弃祂的生命，证明祂是我
们的朋友。

有七匹狼在围攻一群幼年的麝香牛。但是这些小

（箴言 27:17）说，
“铁磨铁，磨出刃来；朋

麝香牛被 12 只老的麝香牛保护着。只见那 12 只

友相感，也是如此。”友谊很重要，我们要为那

牛排成半圆圈，头朝内，后脚朝外，这七匹狼就

些劝告我们、责备我们的朋友感谢主，主是用他

不敢轻举妄动了，因为狼也知道老牛的后脚蹄的

们所说的话来督促我们向前，帮助我们免得跌倒。

厉害。但是过一会儿，其中一只老牛临阵脱逃，

他们身上带着馨香之气，不是战场的烽火味。

队列断裂成两个小部分，狼看到牛群不合一，又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对朋友都留下友谊的香气，

开始进攻，不但把剩下的老牛也吓跑，而且把小

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必须彼此相爱，你用爱心

牛全部咬死，一只也没有幸存。

说诚实话，对方才会听。弟兄姊妹，你如果对一

教会也是一样，少数人纷争也会带来缺口让

个人不以诚相待的话，你劝告他不会听你的。你

撒旦乘机攻击教会，以致基督徒没有办法发馨香

若不诚心，你想劝他啊，那比登天还难，理都不

之气，可见合一非常重要。

理你。如果你爱他、关心他，有时候讲他几句、
骂他几句，他不会生气，他知道你爱他，你讲的

三，友谊的香气
（箴言 27:9）“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
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

是对他有好处。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当我关心弟
兄姊妹，发现他是做的不对，我就讲他，我用爱
心说诚实话，我用圣经的教导来指正他的错误，
告诉他该怎么做，他会接受的。如果我从来不关
心他，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你劝告他，恐怕他理
都不理你，转身就走了。你必须有爱，否则你没
有办法发出那股友谊的香气，
圣经里面说“彼此相爱”说了十多次；还提
到“彼此代祷”
（雅各书 5:16）；
“彼此劝诫”
（希
伯来书 3:13、罗马书 1:5：14）；
“彼此服事”
（彼
得前书 4:10）；
“彼此建立”（罗马书 14:19）。馨
香的生活要有这些友谊的香气。

如果你有个朋友能跟你讨论重要的事情，能
够一起祷告，而且能够给你属灵的劝告，你知道

四，牺牲、奉献的香气

(腓立比书 4:18)“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

面前。第一，祷告的香气，第二，合一的香气，

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

第三，友谊的香气，第四，牺牲，奉献的香气。

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

你在生活里面发出这四样香气了吗？如果你有，

保罗这个时候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在
腓立比教会的朋友就送他一笔钱来供应他的需要，

感谢主！如果你没有，应该提醒自己，尽力发出
香气，荣神益人。

保罗心里非常受感动，但是保罗没有把这笔礼物
当作是对宣教士的奉献，他把它看作带着极美的

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耶稣基督，我

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因为腓立比

们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是属袮，袮也属我们，

教会弟兄姊妹们慷慨的给予，使主喜悦，而且祝

我们有袮的生命。当我们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我

福了祂的仆人，这就是“给予”的真正的意义。

们必须让世人闻到我们有基督的香气，让世人知

圣经里面，神常常告诉我们，祂闻到了这些

道我们属袮。因为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知道我

牺牲、奉献的香气，也喜悦人对祂的这种敬拜。

们是你的门徒，我们也发出了香气。天父，求袮

（创世纪 8:20-21）“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

给我力量，能够荣耀、见证你的名，叫我们这香

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

气上腾达到袮面前，蒙袮祝福，蒙袮悦纳。这样

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

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著我才行的，灭各种的

------------下载讲道录音

馨香的生活 (5.5MB)

--- 诗歌链接 MP3+LRC --339_时刻蒙恩
回到

活物了。’”
（利未记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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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去的 13 节和 17
节也有同样的意思。当时献在祭坛上，鸟、羊、
牛，经过火烧，发出馨香之气，达到神面前，神
喜悦，这是奉献的，牺牲的香气。当然这是用人
的语言来教导属灵的真理，因为神是个灵，神不
会用鼻子来闻气味的。圣经说香气乃是代表接纳
和爱，而臭味则是说到拒绝和审判。
今天的我把馨香的生活这四种香气放在各位

339_L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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