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典的杰作  罗马书 第12章 安牧书籍 读书分享 

罗马书 第 12 章 是罗马书的转折点  

第1-11章 重点：为什么人需要救主；如何接受祂的救恩 

第12章 讨论：信徒该如何在日常生活；活出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罗马书 第12章拥有基督里的新生命，活出新生活的秘诀！ 

1-2 得救恩过神喜悦的生活： 

体：献上为活祭 

魂：心意更新变化 

3-8 以正确的心态事奉神、服事人 

9-21 信徒生活基本原则 

 

罗12:1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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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是改变了安德烈牧师生命的经文！ 

 

罗12:1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

理所当然的。 

 

寻找秘诀：实现神对你生命完美旨意 

《耶利米书 29:11》神赐美好的生命计划 

《加拉太书2：20》基督透过我们的身体活出来 

人的配合： 

（体）身体作为活祭献给神。 



活的祭物：会动，会跑掉！所以，需要不断做选择与坚持。如此事奉：乃

是理所当然！不是不合理的要求！ 

你在做什么？事奉人，服事人？事奉神，服事人？ 

 

罗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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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纯全可喜悦的旨意（Acceptable& Perfect will）。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 与世界的人一样！ 

看见世界背后的黑暗势力以人的思想、人的知识偷窃、杀害、毁坏  

 

***只要：更新心思意念（思想） 

《箴言 23:7》人心里怎样思量，为人就怎样 

《马太福音12：34》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以赛亚书26：3》坚心依靠神（神的话），神必保守这人得完全的平安

（超自然的平安）。 

 

罗12:2。。。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变化”的希腊语是“METAMORPHOO” 一种完全的变化，像毛毛虫变成

了蝴蝶 

 

重生（由内而外）： 

灵，全新完美创造！ 

魂，思想需要更新，与神的话语一致！ 

体，口才会说神的话，行动按照神的话！ 

 

信徒活出新生命的秘诀： 

注意！不只是祷告请神来改变自己： 

神会呼召和吸引人，但尊重我们的选择！ 

是信徒自己的选择，将自己的身体献给神。 

活祭： 



不是一次完成，必须每天对自己的欲望死。是活生生的，持续不断的选择

对神的顺服。 

例子：阿波罗号太空船：每10分钟矫正航向 

 

作为活祭献给神，选择学习神的话，就开始更新思想 - 不可能错过神的旨

意！ 

只有不忠于神，不寻求神的旨意的人，明白神的旨意才会困难！ 

神的旨意：完美圣洁良善的神所赐的 

当然是善良的、纯全、可喜悦的。 

不会立刻进入一切事物，需要时间！领受神的事物：渐渐成长的，有阶段

的！ 

罗12:3-8正确服事心态-属灵恩赐随之而来 

 

罗12:3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

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信心：神赐同样量度的信心（不是不同的信心）。 

保罗所倚靠的信心： 

基督的信心 (加2:20) 是圣灵的果子(加5:22)。 

承认所拥有的(腓利门6)，再学习使用它。 

 

罗12:3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

小，看得合乎中道。 

看得合乎中道（在基督里）：  

不应该看自己过高或过低 。 

正确的观点，不是卑微或自高 

 

罗12:4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 

不都是一样的用处。5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

体，也是如此。 

 



信徒都得了 - 同样量度的信心 

但不都得了 - 同样的工作 

同样潜力，不同功能，彼此需要！神赋予差异，每个人都不一样！ 

 

罗12:6-8 不同的恩赐（Gifts） 

6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

言； 

7 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8 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

悯人的，就当甘心。 

 

救恩的恩赐（恩典）：已经降临到所有人身上(提多书 2:11)。 

其他的恩赐（恩典）： 主按祂的选择施予服事的恩赐 (林前12:4-7) 

 

事工的七种恩赐： 

预言，执事，教导，劝勉，施舍，治理，怜悯等服事 

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在恩赐中运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他们被呼召的事

工 

教师和传道人的根本区别在于 

传道人：宣讲神的话， 

教师：解释圣经神的话。 

基督身体的每个人都可以（应该）劝勉人、施舍、治理和怜悯， 

但被呼召去做某个事工：那方面会有超自然的恩赐！ 

 

罗12:9-21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原则 

罗12:9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利未记》19:17 当我们看到罪来临时， 若不责备我们的弟兄，那么我们

就是恨他们。 

 

什么是真爱？神的爱？ 



若不恨恶邪恶，就不是神的那种爱。 

若不憎恨邪恶，是虚有其表！假冒为善！ 

 

罗12:10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英语只有一个单词“LOVE”来描述广泛的含义。 

希腊语用三个词汇描述不同的爱： 

1.EROS 婚姻范围，内一男一女的爱。 

2. PHILEO 感觉或情绪，友好兄弟般的爱。 

3. AGAPE 神至高的爱，不关乎感受情绪， 

为了寻求他人幸福或更好的生活的爱。 

耶稣 - 走向十字架牺牲生命 – AGAPE 的爱 

 

罗12:11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 

神的智慧： 

所作的是给需要的人，不是给滥用它的人。 

《弗 6 ：6-7 》《歌 3：23 》 

  无论做什么，都要尽心尽意地 

为主做！不只是为人做！ 

 

罗12:12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12:13 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地款待。  

 

盼望使人喜乐 - 没有喜乐，因为没有盼望 

祷告要恒切：认真、坚持不懈，不断地勤奋地参与和坚持祷告 

 

信徒之间的慈善不仅限于帮助主里有缺乏的，而是该表现出特别的关怀！ 

 

罗12:14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可以诅咒人吗？参考：《林前16:22》《加1:8-9》 

对待逼迫：不诅咒来逼迫我们的人 



对待仇敌：要严厉！包括那些： 

1. 伤害羊群，使人被绊倒 

2. 歪曲真理，使人误入歧途 

 

诅咒：说别人坏话，是一种诅咒。 

许多信徒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诅咒他人，从而允许魔鬼进入他们所定罪

的人的生活。 

《箴言 18:21 》生死都在舌头的能力之中， 

喜爱它的，必吃它结的果子。 

说的每一句话： 释放生命？释放死亡？ 

说别人的坏话：配合撒旦，释放其作为！ 

祷告圣灵帮助：提醒，谨慎口，把守嘴！ 

 

罗12:15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12:16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人或作事）不

要自以为聪明。 

这里针对：以自我为中心/自私的人！不该看重人的名望，冷落看为不重

要的人。  

保罗命令罗马人服从主的命令：彼此同心！团结合一！《腓 2:3-11》合一

唯一的方法：以基督的心为重！ 

 

罗12:17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 

若要像基督一样怜悯人，就不给予人们应得的。 

在神面前诚信诚实，在人前也如此。 

《帖前5：22》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 

《太7：12》黄金法则，人际关系准则：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 

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罗 12:18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主张尽力与所有人和睦共处，即使自己没有错，他人确实有有错的时候。

（并不总是做得到） 

他人的选择：不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责任：我们拒绝冒犯！与所有人都和睦相处！ 

 

罗19-21 应对冤屈（敌人） 

12:19 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

怒）因为经上记着， 

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20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

渴了，就给他喝。因为 

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12:21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人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 

需要依靠超自然 - 神的信心和力量！ 

不能以毒攻毒。（那是配合恶者！） 

必须以善胜恶。（配合良善的神） 

 

看到撒旦和他的国的阴谋是令人沮丧的；然而，我们决不能让我们的沮丧

而使用他的策略。 

《雅各书 1:20》人的忿怒不能成就神的义。 

 

“与其诅咒黑暗，不如打开一盏灯。” 

～安德烈·渥迈克~ 

 

罗马书12章总结 

信徒该如何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救恩？ 

心意更新 – 讨神喜悦 - 变成蝴蝶  

照神的话 – 真爱心态 - 依靠圣灵   



在邪恶的世界 

承认神所赐的恩赐 – 活出神美好的计划 

以善胜恶！ 

以光明真理除灭黑暗谎言！ 

 

恩典的杰作  罗马书 第13-14章 安牧书籍 读书分享 

罗马书 第 13 -14章 新生命 

13章 面对人的权柄：不悖逆！ 

1. 顺服与顺从的区别？ 

2. 爱，如何成全了律法？ 

14章 面对人的软弱：不论断！ 

饮食、节期，观点不同该如何？ 

 

罗13:1-7 顺服权柄 - 圣经基本教义 

13:1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

的都是神所命的。 

 

顺服权柄的领域: 

(1)至高的权柄 – 创造主 – 神 

基督不改变的恩典 – 使人敬畏、谦卑！ 

父神永恒的慈爱怜悯 – 超自然的安全感！ 

 

13:1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

的都是神所命的。 

 

主要顺服权柄的领域（2-8 人际关系）： 

(1)至高权柄 - 神  (2) 民事/政府掌权者 (3) 教会/ 

属灵权柄 (4)妻子顺服丈夫 (5)子女顺服父母 



(6)奴隶顺服主人(雇工顺服雇主)  

(7) 年轻的顺服年长者 (8)所有人都在爱中彼此顺服 

 

Q:若掌权者无法令人信服，如何顺服？ 

不顺服的根本原因：骄傲！ 

   

目中无神   2. 自我中心 

顺服 不顺服 

心态 心态 

和平、和睦 不平、抗拒 

谦卑在权柄之下 高举自己的权柄 

顺服神的话 不顺服神的话 

 

13:1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顺服   顺从 

心里的态度 外在的行动 

和平和睦 无纷争分裂 

和平、和睦 不平、抗拒 

谦卑在权柄之下 谦卑听从指示 

耶稣：心顺服神的话 – 行动顺从神的指示 

 



 

人的权柄无法令人信服的情况： 

仍然谦卑选择顺服 – 顺服至高神的话 ： 

心态保持 - 和平和睦（超自然） 

问题交托 - 给主耶稣（超自然） 

寻求圣灵 - 如何应对（超自然） 

方言祷告 – 领受神的智慧能力（超自然） 

结果：神负责 – 信任他的智慧能力（超自然） 

不顺服的根本原因：骄傲！目中无神  自我中心 

若权柄有罪恶：顺服神也顺服人 – 有智慧地不顺从  

顺服   顺从 不顺服 不顺从 

内心：和平和睦 外在：无纷争分裂 内心：不平悖逆 外在：纷争 

谦卑 谦卑 骄傲 骄傲 

在权柄之下 按照指示行动 高举自己 听从谎言 

若权柄有罪恶：顺服神也顺服人 – 有智慧地不顺从 

 

顺服不等于没有限度服从人 

Submission  VS  Obedience 

《徒5:29》顺服神而不是（妥协）顺服人 

有顺服的态度，却不服从不敬虔的命令 

《彼前2:13》服从人的每一个条例（只要不违背神） 

例子：1. 使徒们因顺服神而被打，没有对抗或造反。 

专注神，继续赞美欢喜传福音（徒5） 

2. 但以理 （但3；6）3. 摩西的父母（出1） 

 

13:2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若人们反抗掌权者的命令法则，会受到审判。 

*神任命政府（权力组织）的目的： 

（但神没有控制他们所制定的一切） 

为了人们的好处。无法无天（无政府）伤害力更大 

政府官员本身可能不是神派来的， 

但是公民绝对是神派来的。 

 

罗13:3-4  3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 

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 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4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 

因他不是空空的佩剑。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作恶的。 

少数例外：埃及人，攻击以色列人(出 1） 

使徒雅各，被希律杀害（徒12） 

基本上：政府的建立：保护好人，惩罚坏人 

若我们行善，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罗13:5-7  5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 

6 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 

7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 

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顺服神： 

通过顺服有能力管理的政权（权柄） 

税收是我们应该遵守的法律之一。 

有神赋予的权柄和责任来规范和建立秩序的，我们应该为良心的缘故而遵

守。 

 

罗13:8-9  8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9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 

偷盗，不可贪婪，或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一些人误解：以为这经文禁止基督徒负债（欠债）。 

负债不是罪，不支付所欠的账单或不支付 

不还所承诺的贷款才是罪。（神不定罪，法律会定罪） 

爱别人要常以为亏欠。主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 

 

罗13:9-10  像那不可奸淫、杀人、偷盗、贪婪，或别的诫命。。 

爱是不加害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新约（更好的约）明白领受神的爱与一切恩典的供应： 

爱神：没有别神、偶像，不妄称神的名，安息在他面前 

爱人：孝敬父母，不会杀人，奸淫、偷盗、做假见证、 

贪恋他人的任何人事物。 

旧约律法：专注于该做和不该做的 

新约恩典：专注神的爱就做成了律法的要求 

 

罗13:10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耶稣说， 

要像祂爱我们一样爱他人！ 

永远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还是罪人、软弱、抵挡他的时候 

已经爱我们，甚至爱到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 

我们在爱自己或爱家人,爱邻舍上还有欠债！ 

 

罗13:11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 

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12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13 行事为人 

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 



不可争竞嫉妒。 1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比喻：主再来之前，现在是短暂的黑暗；该敬畏神 

过敬虔的生活。不该为肉体的欲望去安排而犯罪。 

我们不能被没有想过的东西诱惑而犯罪。 

“肉体” 未被改变的魂和体，旧人的欲望还在。 

如何不为肉体安排？切断旧人肉体的欲望！ 

不要用世界资讯喂养它！饿死它！ 

尽量不接触会引起诱惑的事！ 

减少为肉体安排被诱惑而去犯罪的机会！ 

要为新生命安排：喂养吃饱灵粮灵水！ 

神的话：是生命，是医治全体的良药！ 

圣灵：帮助心意更新变化！毛毛虫变成蝴蝶！ 

 

罗14:1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2 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 

3 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 

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 

犹太信徒和非犹太人信徒的争论： 

（一）可否吃律法所说不洁净的肉类？ 

（二）是否继续遵守旧约节期？（安息日等等） 

 

罗14:1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2 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3 吃的人不可轻看 

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 

*外邦信徒：在新约教义上有自由 

但是不要轻视犹太人软弱的信心 

（因为他们害怕违反旧约饮食节期的规定） 



属灵原则：明白新约，在基督里有自由的人， 

有义务不冒犯（不辩论、轻看、论断）信心软弱者。 

 

得到神恩典启示的人切记！ 

不要忘了自己也曾如此 

不要对还未领悟到恩典真理的人表现得不耐烦， 

好像自己高人一等！那是骄傲！忘记了神的恩惠！ 

《太7:1》论断人：显明还有律法心态！ 

《林前书8:1》知识会让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造就人！ 

律法思维的人， 

倾向于对人进行批判论断！ 

 

保罗并不反对割礼、进食什么、守节期。 

保罗反对的是： 

信靠割礼，信靠遵守特殊的节期才能得拯救。 

不是完全信靠基督的赦罪而得拯救。 

不能在真理上妥协： 

完全靠耶稣，得救是恩典，因信才称义！ 

但是信徒在一起，只要不违背神的话， 

应该尊重彼此不同的生活方式。 

 

罗 14:4 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 

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这是在讨论：论断所吃的肉洁净或不洁净。 

《提前4:3-4》没有动物是不洁净的。 

认为吃不洁动物是罪恶的人不应该被嘲笑或逼迫他人 

要看见他的主人是谁！ 



你居然论断神的仆人！ 

 

提前4：3-5 …神所造、 

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 4凡 神所造的物 

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  

5都因 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神创造赐给我们吃的，每一样都是好的。 

明白耶稣十字架的真理，感谢领受都是好的。 

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祷告成为圣洁了！ 

 

旧约仪式：预表耶稣基督 

新约十字架：基督来到且成就了救恩 

犹太人全神贯注：遵守仪式， 

不明白：仪式的预表的意义。 

信徒若坚守：旧约仪式， 

不知基督十字架已经实现了 

变成在执行宗教仪式！与神脱节！ 

 

罗 14:15 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

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 

《提前4:1-4》 新约信徒可以（不受过去宗教限制）自由地吃任何食物。 

旧约律法的饮食法则已经解除。但并非所有信徒（譬如，信了基督教的过

去犹太教徒）都明白这个真理。所以保罗教导： 

《林前8:13》所以吃肉若使我弟兄跌倒，我必不吃肉，免得我弟兄跌倒。 

《罗13:10》与人相处的责任 - 爱邻舍如爱自己 

 

罗14:16 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17 因为神的国， 

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我们生活不该只考虑自己的良心， 

也该考虑到他人的标准， 

不要公开地违背他们脆弱的良心。 

神的国度不在于遵守规则和条例，而在于通过圣灵的能力 - 活在神的爱与

公义中，活出基督的平安，与圣灵喜乐同行 ！ 

新约信徒真正与神同行：必定能够活在爱、平安与喜乐中！ 

若没有这些：只有头脑知识，只是宗教活动！ 

人的注意力：外在的事物（吃、喝、节期） 

神关注的是：内心与神的关系 。 

我们需要像神一样： 

专注于弟兄姐妹内心的状况。 

就能够容忍他们行为上的差别。 

 

罗14:18 在这几样上(公义、平安和喜乐) 服事基督的，就 

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19 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 

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20 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

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 

注意专注内心的状态 

重生：新造的灵（新人）(林后 5:17)， 

信徒：活在神的义、平安、喜乐，彼此相爱，与人和睦， 

关照信心还是软弱的人 

冒犯人的行为：在乎外在的事而伤害人。是恶事。是罪恶。 

 

罗14:21 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 

叫弟兄跌倒，一概不作才好。 

22 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 

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 

23 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 



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信心软弱：祭拜过偶像的肉，没有平安吃，选择只吃蔬菜。 

信心强大：偶像不算什么，有平安自己吃祭过偶像的肉。 

 

罗14:23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罪的定义：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适用于所有文化和不同宗教背景！ 

若不确定是正确的（良心不安）而去做，都是罪。  

因此，在解决疑虑之前，我们不应该行动。  

（这给人提供一个对错的可靠的原则） 

不确定怎么办？停止。 

转行神，相信寻求他，他乐意指引！ 

 

罗15:1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 

（神的爱是）不求自己的喜悦。 

这节经文是：罗马书 14 章的总结。 

在恩典中：信心坚强，吃祭过偶像的肉，没有问题。 

虽然正确若会绊倒人就不做！ 

在神的爱中： 

优先寻求他人的喜悦和益处！ 

 

罗马书 第 13 -14章 新生命 

13章 面对人的权柄：不悖逆！ 

心顺服神，行动顺从只要不违背真理 

在爱中行事，就成全了律法！ 

14章 面对人的软弱：不论断！以爱包容！ 

神的国在乎的是圣灵中的： 

公义、平安、喜乐！ 



~~~~~~~~~~~~~~~~~~~~~~~~~~~~~~~~ 

康惠健康中心邀请你： 成为伙伴！ 

通过网上多媒体管道我们能够迅速把许多宝贵资料 

传达给中文世界有需要的人！欢迎你参与 

把这平台介绍给人，并且给予我们鼓励： 

订阅、点赞、分享！在评论区写感言！谢谢！ 

电邮Email: gatewellwellnesscenter@gmail.com   

油管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c/康惠健康中心/featured  

网站Website: https://gate-well.com/   

面书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gatewell.gat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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