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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敬拜的特質 

羅馬書 Roman 12:1-2 

 

羅馬書 Roman 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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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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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I urge you, breuthren, by the mercies of God to present your body a living 

and holy sacrifice, acceptable to God, which is your spiritual service of worship. Be not be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so that you may prove what the will of God is, that which is good 

and acceptable and perfect. 

 

有些人嚐試許多不同的屬靈的經驗，想從上帝那裏多得到一些....，嚐試尋求得到更多 seeking more of 

God，但屬靈的生活不是要從上帝得到什麼而是要給上帝什麼。 

Spiritual life is not what you can get from God, but what you can give to God. 

 

→ 今天有人誤會敬拜就是音樂 Music，要有適當的歌曲，氣氛帶起帶動敬拜，但音樂不能製造或

引出敬拜，音樂應該是結果，是敬拜的表述與表達。Music itself can not produce, induce worship, it is 

not the beginning of worship, it is the end. 

=> 敬拜從那裏開始呢？Where does it originate? 音樂不是起源，Music is not the source, not the origin, it 

is the expression of it.  

保羅教導什麼敬拜才是為上帝所悅納的敬拜，"Spiritual service of worship ".."acceptable". 屬靈的

spiritual不是 physical肉體的 

<=> 是什麼動機，引起我們敬拜。What should motivate our worship 

羅馬書 Roman 12:1“以上帝的慈悲....”“By the mercies of God”複數 

詩篇 116:12「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 

保羅在羅馬書 Roman 1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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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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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了 

→ 什麼是上帝的慈悲？What are the mercies of God? 

mercy 恩典，恩惠是複數，上帝給我們的，是我們不配得到的，所有從上帝得到的都是恩典。

Everything God gives to us, for those we don't deserved, all from God to us is mercy. 

羅馬書第一到十一章列出了許多恩典 

永恆的愛 eternal love，恩惠 grace，聖靈 holy spirit，永遠的平安 everlasting peace，永恆的喜樂 eternal 

joy，仁愛 kindness，尊榮 honor，榮耀 glory，公義 righteousness，保障 security，永生 eternal life，

赦罪 forgiveness，稱義 justification，與神和好 reconciliation，成聖 sanctification，自由 freedom，復

活 resurrection，天父的兒女 sonship，不住的代求 ongoing intercession. 

<=> 吩咐 mandate of worship 

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urge）你們。 

I beg you, urge you "parakerleo" command吩咐，命令，a strong call我們應該有的回應，什麼回應？ 

<=> 敬拜的方式 Manner for us to worship“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present your body" offer your while life 

in worship. 敬拜主，尊主為大當成我們生活的方式。 

→ 活祭不是死祭，N.T我們不再獻上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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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獻上活祭？活祭有那些要件？There are four elements, of living sacrifice. 

1. 魂 soul, being giving to God，敬拜從接受救恩開始，接受了耶穌的救恩 

→ 羅馬書 Roman 12:1“弟兄們”顯然是對得救的信徒的稱呼 

→ 因為得救了享受了神的恩惠，所以我們該敬拜神，沒有救恩的人，不接受耶穌的人，他的

敬拜沒有用，不為上帝所悅納。 

→ 被聖靈所感動，從心靈深處接受主的人，得救了，為神所悅納，愈認識主就愈能在真理中

敬拜。 

→ Soul 魂與救恩有關，真正的敬拜，從心 heart, soul 領受體會神，享受神的救恩，從心湧出

感恩敬拜，讚美。 

→ What produce true worship Saving Grace. 

羅馬書 Roman 11:33-36「33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
34誰知道主的心？誰作過他的謀士呢？35誰是先給了他，使他後來償還呢？36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

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 

向祂（主耶穌）敬拜 

→ 以弗所書 Ephesians 3:20-21「20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

求所想的。21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們！」 

→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4:19「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 提摩太前書 1 Timothy 1:13-14「13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

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而做的。14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裡有信心和愛心。」 

→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3:3「因為真受割禮的，乃是我們這以神的靈敬拜、在基督耶穌裡誇口、不靠

著肉體的。」 

2. 身子 Body，敬拜是不斷地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不斷地成聖的生活，不斷地被調整，成

長，不再犯罪。 

→ 羅馬書 Roman 6:12-14「12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13也

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裡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

器具獻給神。14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 獻上，祭司獻祭是死的祭物，我們每天要過聖潔的生活，把自己當成祭物獻給神用，作聖

潔的器皿，為主作見證。成聖的過程。 

→ 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4:3-4「3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4要你們各人曉

得怎樣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 

→ 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5:22「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做。」 

3. mind 心智，心靈上；敬拜是根據真理，愈多認識主，了解真理，才能真正敬拜。True worship 

bases on truth. 

mind give to God 

→ 你如何去想指揮你如何去作 

羅馬書 Roman 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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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not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but renewing your mind." 

→ 世界上的哲學，思想，宗教，試探，都想影響我們，這世界的制度想主導我們的生活。我

們的心思要多思念天上的事，我們想法要有不同的切入，不同的價值理念。 

→ 約翰壹書 1 John 5:19「我們知道，我們是屬神的，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 

約翰壹書 1 John 2:15「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 

約翰壹書 1 John 2:16-17「16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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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17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神旨意的，是永遠

常存。」 

→ 這世界道德觀，世界觀想影響我們，我們不要學他們，誠於中而形於外。 

4. 意志Will；敬拜要身體力行的生活，知道要行道。 

"so that you may" prove what the will of God is, that which is good and acceptable and perfect. 

→ "prove" -- display demonstrate. 顯示。正確的翻譯 

當你在遵行上帝旨意：你向世界展示上帝的旨意是好的是高尚的。因為你知道上帝的恩典

soul，根據你 mind 思想上的認知加上你身體力行上帝的旨意（will），你不斷地過成聖的生

活 body。你所做的敬拜，事奉是為上帝所悅納所接受的，你向世人證明，展示，顯示上帝

的旨意是美好的。 

→ 如何能作到呢？ 

1) 不要效法 conform這個世界（molded）（stamp） 

2) 心意更新變化 transformed（希臘文動詞 precent, imperative, passive）不斷地 constantly being 

transformed 

哥林多後書 2 Corinthians 3:18「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返照，

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 更新 renewing, complete renovation of thoughts, thinking changed. 

→ It is all about the mind not the emotion. 

→ If I want my mind totally renovated, I have the source (Bible) --the mind of God. 

歌羅西書 Colossians 1:9「因此，我們自從聽見的日子，也就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願你們

在一切屬靈的智慧悟性上，滿心知道神的旨意；」 

 

<=> 把自己獻上給主是真正的敬拜 

→ 彼得前書 1 Peter 2:3-5「3你們若嘗過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4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

神所揀選、所寶貴的。5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

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 心歸向主。 

詩篇 Psalms 51:17「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神啊，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 

→ 詩篇 Psalms 141:2「願我的禱告如香陳列在你面前！願我舉手祈求，如獻晚祭！」 

→ 撒母耳記上 1 Samuel 15:22-23「22撒母耳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

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23悖逆的罪與行邪術的罪相等；頑梗的罪與拜虛神和偶像的罪相同。

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也厭棄你作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