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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1 弟兄們，我如今把先前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告訴你們知道；

這福音你們也領受了，又靠著站立得住，

2 並且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

讀經
林前十五

1 8 你們若不是徒然相信 能 持守我所傳給你們的

就必因這福音得救。

3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

1-8

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

4 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磯 然5 並且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

6 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

卻也有已經睡了的。卻也有已經睡了的。

7 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

8 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8 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 般

不徒然的相信
林前十五1-8

諸長樂牧師 2017.04.16
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復活節禮拜

我們的神不僅是一位偉大的神，祂更是一位復活的救主。

復活的真理，在聖經的當中是非常清楚地來教導我們，這也是我們信心的基礎；

若是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所有基督徒也都白白相信了。

為我 基因為我們跟世人一樣沒有盼望，那些在基督裡面睡了的人，也都滅亡了。

但是感謝上帝，我們所信的神—耶穌基督，是從死裡復活的神。

全 界 有的信仰裡 只有基督教有復活節 為 有我們 信的神全世界所有的信仰裡面，只有基督教有復活節，因為只有我們所信的神，

是從死裡復活的神。祂不是只留下了一些教訓跟榜樣而已，

祂戰勝了死亡、也賜給我們新的生命。所以，好不好我們每個人祂戰勝了死亡、也賜給我們新的生命。所以，好不好我們每個人

很喜樂地、很有把握地跟你左右的人說：「耶穌基督復活了！」

從古到現在人類面對兩大難題，

人的罪的問題。許多人探討罪，但是沒有辦法解決罪的問題；人的罪的問題。許多人探討罪，但是沒有辦法解決罪的問題；

面對死亡的問題，沒有人可以解決死亡的問題，醫生只能夠醫有生命的人。

百貨公司什麼都有賣，但是就沒有賣「罪惡洗潔劑」，百貨公司什麼都有賣 但是就沒有賣 罪惡洗潔劑」

也沒有賣「死亡」的服務—就是能夠讓你不死，

因為這是人類無法解決的問題。

但是福音卻能夠成為這兩個問題最好的答案！

一、使人得救的福音

羅一16 福音是可以使人得救的，

因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我 麼有人說我信了一段時間，好像沒什麼效果！

真正的原因，不在於福音是不是真正地有果效；

而是在於 你是不是真正地相信 還是徒然地相信。而是在於，你是不是真正地相信、還是徒然地相信。

林前十五2 你若不是徒然相信，你一定會因著福音而得救。



什麼叫做徒然地相信？有的人相信福音，他不了解他為什麼要相信；

他也對福音在他身上的盼望 他不了解：他沒有 個真正的深思熟慮他也對福音在他身上的盼望，他不了解：他沒有一個真正的深思熟慮。

使徒保羅在這裡講說—若是我們領受了福音，

並且靠著福音站立得住、我們又持守福音，我們必然得救。並且靠著福音站立得住 我們又持守福音 我們必然得救

所謂的得救，就是解決了剛才所講的兩個問題—罪惡和死亡。

首先，聖經上告訴我們說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首先 聖經上告訴我們說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主耶穌降生的時候，天使對約瑟就說：太一21

「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為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拯救出來。」

耶穌來就是要拯救罪人，

提前一15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

今天很多人信耶穌，也許我們接觸耶穌的管道不一樣，

有的人是遇到了困難、有的人是遇到了疾病，

但是無論如何 你總要面對罪惡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你總要面對罪惡的問題，

因為這是我們生命當中最核心的問題。

羅六23 原來我們是該死的，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罪人，罪的工價就是死。

但是耶穌因為愛的緣故，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穌因為愛的緣故，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來十12 神讓他的兒子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當做贖罪祭，

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我們都會愛可愛的人、我們都會愛漂亮的人，

但是上帝卻特別愛我們每一個罪人，這是上帝的愛。

人的愛裡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喜歡的成分，

但是上帝的愛就是這樣一個無條件的愛—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祂願意讓祂的兒子為我們死。

耶穌基督不僅為我們的罪死了，在這邊講到福音的內容是說：

第 掌祂第三天從死裡復活了，祂戰勝了死亡、敗壞了那掌死權的。

他不是一位死了的教主，他是一位復活、榮耀的救主。

也因著祂的復活 祂賜給信靠祂的人有 個嶄新的生命 是神兒子也因著祂的復活，祂賜給信靠祂的人有一個嶄新的生命，是神兒子

耶穌基督的生命，是一個永生的生命，是有力量活出新生樣式的生命。

你真的很清清楚楚地知道，你所信的內容是什麼嗎？

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誰嗎？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誰嗎？

使徒保羅說：「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誰！」

因此他就算為著福音付上很大的代價、受很多的苦，因 就算為著福音付 很大的代價 受很多的苦

他可以坦然地面對。

因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誰；

他也知道，他把他的生命交給神的時候，是何等地穩妥。（提後一12）

主耶穌已經藉著死亡復活，把死廢去；

藉著福音，將不能夠壞的生命彰顯出來。（提後一10）

所以這是我們所信的福音，是可以得救的福音。

基督教從來沒有叫你做 些好事 就可 得救基督教從來沒有叫你做一些好事，就可以得救，

我們就是在神的面前謙卑地承認，我們是個罪人，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除祂以外，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使四12）。

二、耶穌復活的證據

在我們剛才所讀的經文告訴我們，在我們剛才所讀的經文告訴我們，

耶穌復活以後分別顯給許多的人來看，

祂顯給三次不認祂的彼得看；顯給十二使徒看；祂顯給三次不認祂的彼得看；顯給十 使徒看；

甚至在祂復活以後，祂顯給了五百多個弟兄看，

當使徒保羅寫哥林多前書的時候，

已經跟耶穌升天差20年的時間，

使徒保羅很清楚地說：

「 到 在還在「那些見過耶穌復活的人，有一大半到現在還在。」

後來又顯給他的兄弟雅各看；也顯給那七十個使徒看；

最後在大馬色的路上，顯給保羅看。最後在大馬色的路上，顯給保羅看。

保羅雖然沒有跟隨過肉身的耶穌基督，

但是神卻用一種特別的方式向他顯現。但是神卻用 種特別的方式向他顯現

所以他說：「我好像一個未到產期而生的人！」



這個禮拜我特別思想復活節的信息，主耶穌道成肉身的時候，

曾經使三個人從死裡復活，這三個人狀況不太一樣！曾經使三個人從死裡復活，這三個人狀況不太一樣！

可五祂使管會堂的睚魯的女兒復活，這個女孩子12歲，

當她父親看她病重要請耶穌來醫治她，可是中間有一個血漏婦人插隊，當她父親看她病重要請耶穌來醫治她 可是中間有 個 漏婦 插隊

時間耽誤了一點！所以耶穌到他們家的時候，她剛死！

可能他的體溫還在，但是耶穌使他從死裡復活！

保羅跟彼得都有這樣的經歷。

耶穌復活的第二個人，路七拿因城寡婦的兒子，這個人又不一樣，

死透了 為 麼 為 在出殯他死透了，為什麼？因為已經在出殯了！

但是耶穌能夠使一個已經出殯的人，從死裡復活。

第三個更神，約十 拉撒路從死裡復活，拉撒路不是死了而已，第三個更神，約十一拉撒路從死裡復活，拉撒路不是死了而已，

埋葬了、四天了、臭了，但是一個人就算死了、埋葬了、臭了，

耶穌仍然能夠叫他從死裡復活，阿們！耶穌仍然能夠叫他從死裡復活 阿們！

不管你是剛死、或者去埋、或者已經臭了，耶穌都能夠使你從死裡復活。

容許我講一點應用，不管你覺得你這個人還不錯—

我這個人雖然不好 可是比有些人還算好；我這個人雖然不好，可是比有些人還算好；

或者你跟我一樣，覺得說我這個人從頭到腳壞透了，

耶穌都能夠拯救！我們要對主有這樣的信心。阿們？耶穌都能夠拯救！我們要對主有這樣的信心 阿們？

對主耶穌基督、對於復活的真理，死人復活以後是什麼樣子？

常常有人問我說：「我所愛的人，我看到他是什麼樣子？」常常有 問我說 我所愛的 我看到他是什麼樣子？」

以後你們看到諸牧師是腰痛的樣子嗎？在天堂，腰不痛了啦！

是一個榮美的形象！比你在世上最俊美的時候，還要榮美。

這是我們對主的信心！但是又不會榮美到你不認識！

有的人整形到別人不認識！

但是耶穌給你的榮美，你一看就知道。

有一本書叫做「鐵證待判」，特別講到耶穌復活的證據，

你對這方 意花 夫去 解如果你對這方面願意花工夫去了解，

你就好好地去讀這本書。

三、活出新生的樣式

我們對福音不是只有理性的相信而已，我們要活出福音的真理。我們對福音不是只有理性的相信而已，我們要活出福音的真理。

林後五17 若有人在基督裡，就是新造的人。

一個信耶穌的人，不可以仍然繼續在罪中生活。個信耶穌的 不可 仍然繼續在罪中生活

信主以後我們一舉一動，要有新生的樣式。

基督徒至少有三方面要不一樣：督 少有 方 要不 樣

1.要有新的生命價值，基督徒的生命價值第一點是立在哪裡呢？

是建立在主耶穌很快就要回來，

我們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們永恆的家在天上。

有很多人從來不讀聖經，啟示錄廿二20 就是這本書的結論，

證明這事的說 「是了 我必快來！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

阿們！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也許你從來沒有講過這句話，你只知道耶穌愛你、赦免你的罪。也許你從來沒有講過這句話，你只知道耶穌愛你、赦免你的罪。

但是，好不好？今天跟我一起說：「阿們！主，我願你來。」

你真的願意耶穌來？

主耶穌，我還有好多事情還沒有做耶！主耶穌，我還有好多事情還沒有做耶！

我還有好多好吃的，還沒有吃耶！

我還有好多地方，沒有去玩過！我還有好多地方 沒有去玩過！

我還沒有結婚！

主耶穌，等我這些事情都享受完了再來。

但是聖經當中講到耶穌要再來的時候，我們的當務之急是什麼？

就是要快快地跟別人分享福音！

我們不要覺得時間還很多，我們也不要覺得自己很安全。

我告訴各位這兩天其實關係到你我的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導 導我不曉得你有沒有禱告？如果美國的領導人跟北韓的領導人，

兩個人突然地想不開，如果有一個飛彈掉在了永田町，東京要死80萬人！

你有把握你不在這80萬人裡面嗎？搞不好80萬人還比較痛快 點！你有把握你不在這80萬人裡面嗎？搞不好80萬人還比較痛快一點！

我們要有這樣的一個耶穌再來的急迫感。



2.要以神的話為我們生活的準則

很多人說我信耶穌了，耶穌在我裡面！很多人說我信耶穌了，耶穌在我裡面！

主耶穌說：「你也要在我的裡面！你要讓我的話在你裡面！

讓我的話引導你的人生。不是讓世界的價值觀和聲音，引導你的人生。」讓我的話引導你的人生 不是讓世界的價值觀和聲音 引導你的 生 」

我特別要勸勉一些已經有一些成就的弟兄姊妹，你要好好地檢視，

你繼續努力是因為你的野心？還是上帝要你如此做？繼續努力 帝

如果你的努力是為著許許多多人蒙福，可以繼續地、好好地去努力。

如果你的努力只是使你換一部好的車子、一個更大的房子，

你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禱告。

新生的樣式也包括新的性情跟品格，對神方面，我們有沒有徹底地順服、

衷心地服侍祂呢？我們的內在有沒有越來越謙卑和溫柔呢？

特別講到溫柔的時候，基督徒要學習一個功課！

基督徒也會生氣 但是生氣卻不犯罪 個會控制自己情緒的人基督徒也會生氣，但是生氣卻不犯罪，一個會控制自己情緒的人，

那才是一個真正溫柔的人！就是活出聖潔的生活、並且有愛心。

3.要有新的人際關係

經當 導我聖經當中教導我們：

一個重生得救的人，他的人際關係一定改變。

因為我們的神，是在關係當中工作的神。因為我們的神，是在關係當中工作的神。

十字架不僅解決了我們跟神的關係，

也幫助我們能夠有一個和諧的人際關係—也幫助我們能夠有 個和諧的人際關係

夫妻關係、親子關係、

跟同事之間的關係、跟政府的關係。

約壹三11 上帝給我們的命令，不僅要我們信祂兒子耶穌的名，

並且要我們彼此相愛。

你不管信主多久，你有新的價值觀嗎？

你有新的品格跟性情嗎？你有新的人際關係嗎？

新生 樣式這是一個新生的樣式必然有的表現。

最近有一個很大的消息，就是UA聯合航空把一個人拖下飛機。

告訴各位 你不要從此以後不坐UA!告訴各位，你不要從此以後不坐UA!

現在坐UA是最優待的時候！

但是這個人為什麼會被拖下來？當然UA有他的責任在！但是這個人為什麼會被拖下來？當然UA有他的責任在！

但是這個人他買廉價機票，

你會發現UA不會把頭等艙的人拉下來，你會發現UA不會把頭等艙的人拉下來

所有買機票你覺得說：「我真地買到好便宜的機票！」

你就要有一種風險—你會被拖下來！

弟兄姊妹，福音不是廉價！有人說：「信就得救！太好了！」

其實福音是重價！聖經上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神重價所買贖回來的。

而我們也願意花代價，來靠福音而活、來持守神所給我們的福音。

你徒然地相信嗎？還是你清清楚楚地相信？

而且願意為著福音花代價，過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天父，我們感謝你！天父，我們感謝你！

你是復活的主，因著你的復活，讓我們有新生命。

我們謝謝你我們謝謝你，

願意為我們這樣不配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就算我們是再糟糕，你仍然愛我們！

我們接受你的時候，我們就有新生命！

求你也使用我們，如同當日那些見證你復活的

門徒們一樣—軟弱變為剛強，能夠到處為你做見證！門徒們 樣 軟弱變為剛強 能夠到處為你做見證！

預備好自己，迎接你的再來。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