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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 Spirit+真理 Truth 

在基利心山

在耶路撒冷

心靈和誠實

地點地點地點外面

內心內心內心裡面

1.真實的敬拜是從更新開始

更新對敬拜的認識



1.真實的敬拜是從更新開始

更新對敬拜的認識

更新敬拜的目的

認識神遇見神 經歷神 順服神

更新對神的認識



更新認識

更「新」容易，更「心」難

更新內心

2.更新的敬拜是從更心開始

生命更新的方向

生命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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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Therefore, I urge you, brothers, in view of God's mercy, to 
offer your bodies as living sacrifices, holy and pleasing to 
God--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2.Do not conform 
any longer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test 
and approve what God's will is--his good, pleasing and 
perfect will.



羅馬書 12:1~2

所以弟兄們，我憑著上帝的仁慈和憐憫勸

你們，要把身體獻上，作聖潔而蒙神悅納

的活祭；這是你們理所當然的、屬靈的、

討祂喜悅的敬拜。然而，當我們要如此敬

拜神的時候，有個最大的攔阻，就是這個

「世界」。所以，不要模仿這個世代，倒

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使你們可

以察驗出甚麼是上帝的旨意，就是察驗出

甚麼是美好的、蒙祂悅納的和完全的事。



a.｢恢復｣？

b.｢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不要再繼續效法這個世界｣

1.不要效法這世界-恢復屬神的價值觀

你們過去一直在效法這個世界，
現在要停止這樣的行動，
不要再繼續效法這個世界了

效法？ ？



1.不要效法這世界-恢復屬神的價值觀

c.兩種價值觀

｢這個世界｣

｢屬地的價值觀｣

｢那個世界｣

｢屬天的價值觀｣

太 6:21

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裡，你的心也在那裡
For where your treasure is, there your heart will be 
also.

a.｢恢復｣？

b.｢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屬地的價值觀｣ ｢屬天的價值觀｣

人生觀

金錢觀

工作觀

婚姻觀

養育觀

人際觀

苦難觀



2.心意更新而變化-恢復屬神的性情

a.要….變化

要繼續不斷的「改變」，直至達到目的

這樣的改變
不是人憑自己的力量可以作成的，
乃是神在人裡面的工作

改變

內心深處長久性的改變



2.心意更新而變化-恢復屬神的性情

a.要….變化

b.要心意更新

路 3:8

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
Produce fruit in keeping with repentance. 

要結出果子
Produce fruit 

悔改的心
repentance



2.心意更新而變化-恢復屬神的性情

加 5:22-23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
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

But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s

love, joy, peace, 

Patience, kindness, goodness,

Faithfulness, gentleness and self-control. 



哥林多前書 13:4-8

4.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誇，不張狂，5.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
的惡，6.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7.凡
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愛是永不止息。

4.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It does not envy, it does not 
boast, it is not proud.5.It is not rude, it is not self-seeking, it 
is not easily angered, it keeps no record of wrongs.6.Love 
does not delight in evil but rejoices with the truth.7.It 
always protects, always trusts, always hopes, always 
perseveres.8.Love never fails.



3.結語

如何恢復呢？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敬拜的目的

認識神遇見神 經歷神 順服神

更新對神的認識

敬拜是一種呼召，呼召我們
放下自己的主權
順服父神的掌權



3.結語

如何恢復呢？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活祭

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



開我眼得以看見你的榮光

與我主面對面

開我耳得以聽見你的聲音

使我靈被更新

親眼見你

我張口向你禱告呼求
親身經歷你的真實
你同在的馨香提升我
用你大能來觸摸我



你是又真又活的救主

昔在今在以後永在

敬畏降服於你的權能

你擁有我們生命的答案

親眼見你(Bridge)



親眼見你 不只是風聞有你

求照明我心中眼睛

知道這恩召有何等指望

親眼見你 不只是風聞有你

深知你同在永不離開我

充滿信心向前走

親眼見你(副歌)



更新認識

更「新」容易，更「心」難

更新內心

2.更新的敬拜是從更心開始

生命更新的方向

性情

價值觀

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