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道隨筆 

心意更新 
羅馬書 12:1-2 

梁德舜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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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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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主的恩典和平安常與恩浸人同在! 
 

 威爾斯比 Warren Wiersbe 牧師論到在羅馬書裏面有

四個很重要的「所以」(Therefore)，在原文雖然是三種

不同的寫法，這四個「所以」是直接幫助我們明白整卷

羅馬書的意思。 
 

 第一個「所以」(3:20)「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

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這 個 「 所 以 」 是 一 個 指 控 、 是 一 個 控 訴

(Condemnation)。我們每一個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

罪！ 

 

 第二個「所以」(5:1)「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這裏雖然見不到「所

以」這兩個字，但是英文聖經有，原文聖經都有這個意

思，即是說，「所以，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這個「所以」，是承接著上

文講到亞伯拉罕的(4:22-25)「所以，這就算為他的義。 
 

 『算為他義』的這句話不是單為他寫的，也是為我

們將來得算為義之人寫的，就是我們這信神使我們的主

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人。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

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第二個「所以」，是藉

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我們得以稱義

(Justification)的意思。 
 

 第三個「所以」(8:1)「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

就不定罪了。」這裏譯作「如今」，其實是因應著第七

章所講的「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

惡，我倒去作。」我們肉體和靈性的爭戰，內裏的兩個

律打仗，有時贏，有時輸，那我們是否還是得救？(7:24-

25)說:「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感

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第三個

「所以」，是肯定(Affirmation)。 
 

 第四個「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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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章講到全

以色列都將得到拯救，外邦人也蒙神拯救，神的應許兌

現。(11:26-27)「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

記：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

惡；又說：我除去他們罪的時候，這就是我與他們所立

的約。」所以第四個「所以」，是承接著上面三個「所

以」，當知道我們自己有罪，知道我們可以稱為義，知

道 我 們 有 這 個 肯 定 ， 我 們 就 可 以 將 自 己 奉 獻

(Dedication)！ 
 

 不明白這四個「所以」，硬要學習「不要效法這個

世界」，最多只是作了又一次「不要」的動作，心裏沒

有改變，動機未得較正，人人只憑「良心」辦事，尺度

不同，就正如這次政改，峰起雲湧，各自說的都以為是

對的。明白了這幾個「所以」之後，我們便清楚這是一

個過程，我們不會只停留在知罪的階段，我們亦不會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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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留在稱義就算數，靈裡更新是我們親近神的一個必然

的、理所當然的過程。   
      

 保羅說:「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神的慈悲」指

神的恩慈和憐憫。不單只羅馬書 9-11 章講到神的恩慈和

憐憫，甚至在 1-8 章，也都顯露了神那份超逾位格的愛?

是祂豐富的恩慈領我們悔改，在律法之外使我們因信稱

義，又將祂的愛澆灌在我們裏面，並一直用愛保守我們

直到末後的那日子。對於神這樣的慈悲，我們該當有怎

樣的反應呢? 

 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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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在於「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心思意念的

更新是一件重要的事！一個人重生之後，他的屬靈生命

有多少，完全是在乎心思意念更新有多少。 
 

 一個時時在靈裡更新的心思意念，才能察驗何為神

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一個靠著聖靈，心意更

新而變化的意念，才能對於神的旨意沒有錯誤。「心意

更新而變化」裏面的「變化」這個詞，寫在原文是與耶

穌登山變像的「變了形像」的一個字是相同的，意思是

真正的變成了另一個形體，不是掛名的，不是表面的，

不是膚淺的。雖然可以是慢慢地蛻變，我們不是讓這個

世界去模造我們，而是讓聖靈更新我們，讓我們穿上的

不是新人的空殼，而是實實在在的新造的人。 
 

羅馬書 12:2 裡面有三個動詞，這三個動詞告訴我們， 

為何要改變？要怎麼改變？要改變到什麼樣子？ 
 

（一）為何要改變？ 

 這一節聖經的第一個動詞是「效法」。按照我們中

文來看「效法」這個字，通常是指我們主動去學習、跟

隨、或者以什麼作為榜樣，中文的意義是主動積極的。

但這個字在聖經原文中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它是用來表

達被動、消極的動詞。這個字基本的意義是「模成」，

模型的「模」，成為的「成」。有很多解釋聖經的書都

把「不要效法這個世界」這句話，解釋為「不要讓你週

遭的世界把你硬擠入它的模型中。」這樣的解釋非常合

乎聖經的意義。 
 

 我們為什麼需要改變呢？因為「世界」會把我們變

成它的樣子。「世界」對我們的影響是無孔不入的，基

督徒一不小心就被影響了。我不是要我們當一個二分法

的基督徒，有些基督徒會把生命分成「屬靈的」和「屬

世界的」，這種二分法中所謂的「屬靈」常用對立的姿

態看「世界」，只要跟「世界」有關的都屬於不潔淨，

不討上帝喜悅，所以要成為「屬靈」的基督徒必須跟

「世界」劃分界線，所有屬於世界的事，都不能接觸。

立志做一個「屬靈」的基督徒是對的，但我們要接受的

事實是，我們不可能脫離「世界」，過與世隔絕的生

活。 
 

 因為「世界」會把我們變成它的樣子，所以我們需

要改變。我們活在世界中，不做改變的話，就會像解經

書所說的，「被擠到世界的模子當中，成為世界的樣

式」。我們活在世界上，隨著整個世界的風氣、潮流

走，不代表我們是在隨著世界改變，反而只是順服在世

界的權勢之下。我們在「世界」當中，「不改變」比

「改變」輕鬆多了，因為你要做的「改變」會讓你跟世

界的樣子不一樣。 
 

 大部分的人都是不喜歡改變的，只要已經習慣了，

對於再好的改變總是先拒絕再說。最近看一些跟歷史有



 

 

 

 

 

 

 

 

 

 

 

 

 

 

 

 

 

 

 

 

 

 

 

 

關的書，覺得我們在中華文化背景之下成長的人，更需

要提醒自己要學習接受改變。 
 

 中國人在中國第一次看見火車是在同治四年，也就

是一八六五年。當時美國商人想把火車賣給中國，他們

在北京城的一個城門外造了大約一公里長的鐵路做為示

範，當鐵路上的蒸氣機車頭開始發動時，所有參觀的王

公貴族、大小官員、以及平民百姓都被它的聲音，及行

駛時的振動嚇壞了。幾天之後，清朝的步軍統領衙門派

人把這條鐵路拆得乾乾淨淨。 

 十一年後，光緒元年，一八七六年。上海的外國商

行為了方便運送貨物，在上海跟吳淞之間造了一條鐵

路，不久以後有一個士兵被火車撞死，清朝政府下令這

條鐵路停止營運，並且為了怕外國人偷跑，清朝政府特

別花了二十八萬兩銀子把火車頭買下來，然後拆掉丟到

海裡。 
 

 到了光緒四年，李鴻章為了把煤礦從礦區運出來，

特別奏請朝廷准他造一條鐵路，他保證不使用外國人的

機車頭，而是用馬和驢子來拉車廂，這是全世界唯一一

條不用機器的鐵路。經過一年之後，煤礦的產量增加了

十倍多，光用馬跟驢子已經來不及把煤礦從礦區拉出來

了，清朝政府才同意試著用蒸氣機車頭。從此，真正的

鐵路系統才開始在中國發展起來。 
 

 從一八六五年到一八八二年，中國人第一眼看到火

車，到最後不得不接受，整整經過了十七年。以我們今

天的眼光來看，也許會覺得很好笑，也很可悲，為什麼

當時的中國人那麼封閉，寧願留在原始的生活方式裡

面，而不求進步。當人不願意改變的時候，不但失去進

步發展的機會，也是浪費了時間和生命。 
 

（二）要怎樣改變? 

 既然改變很重要，我們要怎麼改變呢？保羅說：

『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心意更新」是什麼意思？歌

羅西書 3:2『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

事。』有人根據這節經文說，「心意更新」就是讓思想

意念限定在跟基督徒有關的事。這樣的解釋和應用會造

成問題的。就像我前面說過，我們不要做二分法的基督

徒，二分法常常會導致情緒上的極端，凡是我們認同的

會不管對不對，就全盤接受，而我們所不認同的對象，

往往會全盤否定。如果我們恩浸人用二分法的方式面對

世界，我們會很容易落入情緒裡面，沒辦法活出上帝要

我們活出來的樣式。 

 『心意更新而變化』不是叫我們從世界跳離開來，

我們不可能活在世界之外，『心意更新而變化』的意思

是，站在基督徒的立場上思想每一件事。 
 

 我們活在世界上，有時可能是按照世界的角度看事

情的，但我們也可以選擇按照基督徒的立場面對問題。

當我們決定用心思意念的更新來面對世界，我們才會有

所改變。 
 

 人類是習慣的動物，我們大部分的習慣是怎麼養成

的？不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複形成的嗎？如果我們

想要有所改變，第一，先要在心裡面立一個目標；然後

把達到目標的可行方法找出來，並且要把妨礙你達到目

標的因素排除掉，你必須要有心理準備，有一些你應該

排除的事情，很可能是你非常捨不得的，如果你真的想

要有所改變，你一定要有所取捨。接著你要找人來幫助

你，因為我們都是軟弱的人，我們靠自己沒有辦法改變

習慣的。 
 



 

 

 

 

 

 

 

 

 

 

 

 

 

 

 

 

 

 

 

 

 

 

 

 

 這些年來，我在各地教會發現在教會裡面可以分成

三種人---- 

1. 一種是需要幫助的人， 

2. 另一種是能幫助別人的人， 

3. 還有一種就是不需要(想)被幫助，也不(想)去幫

助別人的人。 

 我希望我們教會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成為能夠幫助

別人的人。 
 

能幫助別人的人不代表他就不需要別人的幫助，我們每

一個人都有需要別人的時候，大家都是互相需要的。如

果我們弟兄姐妹，在教會中能夠在主的愛中彼此扶持，

彼此幫助，我們就不會到教會外面去「效法世界」了。

您們懂我的意思嗎？ 

 「世界」有很多解決問題、滿足各種需要的方法，

但這些方法不一定都是神所喜悅的，有些方法還會讓我

們陷在罪裡面無法自拔。我們的教會需要改變，改變成

為一個合上帝心意的教會。 
 

（三）要改變到什麼樣子？ 

 不管是我們個人或教會，要改變到什麼樣子呢？保

羅說：『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

你們合乎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對不對？不對。哪裡不對？ 

 應該是:『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

旨意。』「察驗」是這一節經文的第三個動詞，原文的

意思是「試驗」。保羅為什麼不說「叫你們合乎神的善

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卻要說：「叫你們察（試）

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他的意思是在

懷疑神真理的絕對性嗎？ 
 

 保羅從來不懷疑上帝的真理是絕對的真理，但是他

知道基督徒所面對的世界和人不是絕對的。他在哥林多

前書 9:20-22 節說：『向猶太人、我就作猶太人、為要得

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

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沒有律法的

人、我就作沒有律法的人、為要得沒有律法的人．其實

我在神面前、不是沒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

下。向軟弱的人、我就作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

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

些人。』 
 

 保羅講這段話不是說他是一個沒有原則的人，他為

了把福音傳給人，願意改變自己的身段去遷就別人，好

讓對方願意聽他講的福音。今天我們並不是生活在一個

定型化的世界裡面，保羅為了傳福音願意作改變，我們

為了不效法這個世界，也需要不斷的改變，因為這個世

界的變化實在非常的快，我們跟不上世界的變化，而感

嘆跟不上時代都是小事，嚴重的事是我們把持不住，被

世界給影響了。 

 保羅叫我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

意』，察驗的對象不是神的真理，而是將上帝的真理應

用於世界的作法。如果我們不隨著世界的改變來應用真

理，我們將會失去對世界的影響力。我們改變，是為了

這個世界的改變。 
 

結論：請問您準備好有所改變了嗎？ 

 1972 年６月８日美軍下令轟炸西貢一條村落，一個

名叫金福的村童因受炸傷全身濺滿汽油，他獨自伸開雙

臂，在公路上呼喊，赤身逃跑。戰地記者尼克將他負傷

逃跑的情況拍攝下來，當這張照片一公諸於世，就成了

反戰爭、反暴力、反破壞的象徵。 
 



  事後，金福被送進西貢醫院搶救，經過七次植皮，

留醫十四個月，戰爭的烙印在他成長歷程中，帶給他肉

體、心靈深層的苦痛。但感謝神，他其後有機會聽聞福

音並在一所浸信會決志信主。戰火燒傷他的身體，醫生

治癒他的肉體，但神卻醫好他的心靈。往後，金福到了

古巴留學，結婚，當他和新婚妻子到莫斯科度蜜月時，

飛機中途在加拿大加油，他於是迫切禱告，藉政治庇護

而留居加拿大。 
 

 1996 年，他應邀赴美向一群越戰退役軍人講話，表

示他諒解戰爭帶給他的創傷，只希望殘酷的戰爭不再重

演，世間仇恨的傷口可得癒合。講話完畢更與當年下令

轟炸西貢的指揮官普魯默言歸於好，相擁而泣，並表示

自己願意寬恕對方。 
 

 金福的改變是發自內心的，今天，世界施予的是外

在摧毀的力量，而我們需要的是內在生命的更新(羅 12:1-

2)。 

改變是這世代的特徵，一切東西都在改變，唯有神才是

永恆不變的。 
 

 變化 Metamorphoo 一詞在新約聖經一共出現四次，

太 17:2，可 9:2 兩處所言的變化是指耶穌登山變像的那種

改變；這不只是形像上的改變，乃是連實體、本質也改

變了。為的是叫彼得、雅各、約翰看見耶穌道成肉身前

那榮耀、神聖的形體。 
 

信徒改變不是靠己，乃是靠神，是心意更新而變化，心

思意念上的改變，實質上也包括了道德行為方面的改

變。 

 讓我們生命被神改變成基督的樣式(林後 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