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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多；只是罪在哪裡顯多，
讀經

多 罪 多

恩典就更顯多了。

5:21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

讀經
羅五20-
六7

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生。

6:1 這樣，怎麼說呢？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嗎？

6 2 斷乎不可 我們在罪上死 的 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6:2 斷乎不可！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

6:3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

6: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6: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

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

6:5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 與他聯合 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 與他聯合

6:6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

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6:7 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

6:8 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
讀經

6:9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裡復活，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

讀經
羅六
8-14

6:10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 神活著。

6:11 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

向 神在基督耶穌裡 卻當看自己是活的向 神在基督耶穌裡，卻當看自己是活的。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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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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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己獻給 神 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 神

6:14 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在主裡的新生命
諸長樂牧師 2017.12.17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最近我們在外面看到很多的聖誕裝飾，大家也在準備過聖誕節。

主耶穌到底哪一天誕生，並不清楚。基督教在第四世紀以前都是非法的信仰，

基督徒受逼迫，甚至被誤解， 直到主後313年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成為國教之後，基督徒受逼迫，甚至被誤解，一直到主後313年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成為國教之後，

才真正開始地面化。然後教會有些人就根據天使向馬利亞報告她要懷孕的訊息，

來推算耶穌誕生的日子。慶祝聖誕節也是有它的過程：

羅馬天主教是從西元336年開始過聖誕節，小亞西亞的安提阿教會

是從主後375年開始過聖誕節，埃及的亞歷山大教會是從主後的430年

才開始正式的慶祝聖誕節 而耶路撒冷教會是最晚開始慶祝聖誕節的才開始正式的慶祝聖誕節，而耶路撒冷教會是最晚開始慶祝聖誕節的。

一般西方教會將聖誕節訂在12月25日，東正教訂在1月7日。

其實耶穌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聖誕節所帶給我們的信息—其實耶穌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聖誕節所帶給我們的信息

告訴我們有一位救主為人類而降生，透過祂，人可以得到嶄新的生命。



羅馬書前五章 就是講到「因信稱義」的真理，基督徒可以得救是因著信，

也本乎上帝的恩典；不是靠著我們的善行，或者是遵行律法。也本乎上帝的恩典；不是靠著我們的善行，或者是遵行律法。

律法有它的功用，就是要顯明過犯、罪惡，甚至是知道我們是一個該死的人。

但是耶穌基督的恩典，卻讓我們能夠因著信靠，而白白地在神的面前稱義；但是耶穌基督的恩典 卻讓我們能夠因著信靠 而白白地在神的面前稱義；

而且恩典遠遠地大過過犯，不管我們的過犯有多大，恩典永遠的比你的過犯還大！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們就沒有希望。就好像我雖然欠了很多債，

但是有一位很富有的，他愛我，他所擁有的資產大過我的負債，

他也願意為我的債來付出代價，我才有一個新的希望。所以聖經上說—

「恩典就大於過犯，並且講到「罪在哪裡顯多，恩典就在那裡更顯多了」！

譬如說千惠是個非常遵守規矩的女士，我是個無惡不作的壞蛋，

今 我們 起站在台 事 你們覺 誰蒙的 典 較多今天我們一起站在台上服事，你們覺得誰蒙的恩典比較多啊？

你們會覺得千惠服事是應該的！諸牧師還可以服事啊？！

這你就了解，雖然我的過犯很多，但是恩典更多。這你就了解，雖然我的過犯很多，但是恩典更多。

我和千惠都是靠著上帝的恩典，才能夠一起服事。

但是這會造成一種誤會—罪在哪裡顯多，恩典就在那裡更顯多，

為了要讓恩典更顯多 我要繼續去犯罪 然後讓恩典顯多(羅六1)！為了要讓恩典更顯多，我要繼續去犯罪，然後讓恩典顯多(羅六1)！

這是很多還沒有信主的人，對基督徒的挑戰—

你們基督徒很好笑，這邊認罪、那邊犯罪！你們基督徒很好笑，這邊認罪 那邊犯罪！

在我們今天所讀的經文裡面，就告訴我們一個準確的答案—

一個信耶穌的人，不可以繼續地活在罪惡當中，個信耶穌的人 不可以繼續地活在罪惡當中

不可以把犯罪當做家常便飯。

所以保羅在這裡用了很重的字—「斷乎不可」，就是絕對不行(羅六2)，

基督徒應該活出一個不一樣的生活和生命。

我今天從三個方面跟大家分享：

第一「洗禮的意義」、

第二「新生的樣式」、

第 「第三「新生的操練」。

一、「洗禮的意義」：

洗禮 說是每 個 信主 後真 的聖 節洗禮可以說是每一個人信主以後真正的聖誕節。

一個人信主以後就一定會受洗，洗禮是一個蒙恩的聖禮，

加拉太書 受洗是披戴耶穌基督(加三27)，加拉太書 受洗是披戴耶穌基督(加三27)，

透過洗禮，別人可以從我們身上看到耶穌基督的生命，

可以聞到耶穌基督的香氣。可以聞到耶穌基督的香氣

就好像今天詩班的每一位，

你現在看得到他裡面穿什麼嗎？你現在看得到 裡面穿什麼嗎？

說像這樣的外衣，他裡面穿什麼你看得到嗎？

你看不到的！因為他穿了詩袍。

今天每一個信靠耶穌基督的人，

別人也應該從我們身上看到耶穌基督的樣式。

林前十二13 我們洗禮就加入一個大家庭，我們互相做肢體，

但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告訴我們：但更重要的是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告訴我們：

「洗禮」是一個人歸入基督的死，並且和他一同埋葬(羅六3-4a)；

所以「洗禮」某一個方面來說，是一個葬禮，所以 洗禮」某 個方面來說 是 個葬禮

一個受洗的人是如同已死的人一樣—脫離了罪，對罪失去了知覺。

假設一個人過去很喜歡喝酒或賭博，他死了躺在殯儀館裡面，你跟他說：

「XXX起來喝酒！起來賭博！」他不會起來的！因為他已經失去了知覺。

死，也是罪的刑罰。

本來我們犯罪、該死，但是耶穌基督一次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背負了所有罪的刑罰，滿足了神公義的要求。

藉著與耶穌基督的聯合 使我們的罪債與罪的刑罰 已經過去了藉著與耶穌基督的聯合，使我們的罪債與罪的刑罰，已經過去了。

從前的我，已經隨著洗禮與耶穌同釘十字架，

耶穌基督已經替我承擔了罪的刑罰、和罪債(羅六6)。耶穌基督已經替我承擔了罪的刑罰、和罪債(羅六6)。

耶穌基督，是為我們死了，不僅僅受刑，而且為我們死了。



在美國刑罰史上有一件事情(一個人犯了很嚴重的罪，就要被判處絞刑—吊死)，

有一個很有錢的人，犯了很嚴重的罪，他請了最有名、最惡毒的律師，有一個很有錢的人，犯了很嚴重的罪，他請了最有名、最惡毒的律師，

說：「你無論如何救我！我所有財產都給你，我就是不要死！」

這個律師老神在在地說：「行！這事包在我身上！」 可是他什麼動作都沒做。這個律師老神在在 說 行！這事包在我身 ！」 可是他什麼動作都沒做

一天一天時間過了，要執行死刑了，繩子也套上去了，只要下面的版子一打開，

這個人就沒了！律師還是坐在下面，這個人失望透頂…

「我受騙了！錢他拿了，但是沒做事！」可是當法官宣佈開始執行的時候，

律師一個箭步上絞刑台，拿一把很利的手刃把繩子砍斷！

有 多 氣那個人在千鈞一髮之際就沒有死。很多人不服氣，但是律師說：

「這個人犯罪，應該接受絞刑；他已經接受過了，他刑罰已經接受過了！

他滿足了我們現在法律的要求。他滿足了我們現在法律的要求。」

所以也因為這件事，美國的法律改了，以前的絞刑就是 hang，

後來加兩個字— hang to death。死，是何等地真實！後來加兩個字— hang to death。死，是何等地真實！

一個人欠了很多的債，他所有的債務，因著他的死，就一筆勾銷。

在這裡我也解釋一下，聖經說(林後五17)：

「若有人在基督裡，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裡，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我信耶穌了，可是罪的影響、罪的後果，還要我自己承擔！

很多人希望：「受洗後」，以前欠的債、以前做的壞事，全部一筆勾銷…，很多人希望 受洗後」 以前欠的債 以前做的壞事 全部 筆勾銷

我告訴各位，如果你今天要受洗，你欠了人家很多錢，

洗完以後出去，還是要還錢，不要想佔這個便宜。

聖經上說是—你過去對神、對人的「虧欠」，上帝已經為你「洗淨」，

讓你有一個「新的」開始、一個新的習慣，「不再」輕易地犯罪，

好像是一個「停損點」。當你真正地悔改以後，那些債主看到了你的改變，

或許有一些特別的恩典在你身上。

我真 多這樣我真的看到很多這樣的見證，

這就是上帝的救恩！同時這些罪的後果隨著我們，

是讓我們謙卑、讓我們不要得意忘形，緊緊地來依靠神。是讓我們謙卑、讓我們不要得意忘形，緊緊地來依靠神。

親愛的弟兄姊妹，洗禮是與主耶穌同死、同埋葬，我那犯罪的身體已經滅絕了！

二、「新生的樣式」：

基督徒有盼望！耶穌基督不僅為我們的罪死了、基督徒有盼望！耶穌基督不僅為我們的罪死了、

而且第三天從死裡復活，好讓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

洗禮不僅僅是往事的了結，更是給我們一個嶄新的開始。洗禮 是往事的了結 更是 我們 嶄新的開始

上帝的大能怎麼使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透過洗禮，上帝同樣的大能

也運行在我們身上，賜給我們一個新的生命，使我們成為神的兒女，

而且讓我們能夠活出基督榮耀的生命。

就算在耶穌基督裡面死了，我們仍然在末日有復活的盼望。

羅六4 我們受洗的人，行事為人、一舉一動，都要有新生的樣式。

羅六6 我們信主的時候、受洗的時候，是從前的我與主同釘十字架，

但是罪的律 權勢與影響還在我們身上 然而更有聖靈的大能也在我們裡面但是罪的律、權勢與影響還在我們身上，然而更有聖靈的大能也在我們裡面！

生命、聖靈的律，勝過犯罪、情慾的律！就好像車子，它只有

在地上行駛的力量，它不能夠飛；但是飛機有一個勝過地心引力的力量，在地上行駛的力量，它不能夠飛；但是飛機有一個勝過地心引力的力量，

所以它不僅可以在地上走，它可以離開地面。

我們每一個基督徒也是如此，

所以雖然我們裡面有罪的律跟權勢所以雖然我們裡面有罪的律跟權勢，

但是在我裡面更有生命、聖靈的大能！

千萬要記得這個真理！千萬要記得這個真理！

因此你可以活出、也必須活出新生的樣式！

這就是以弗所書講的 弗四22-24 要脫去舊人、穿上新人。這就是 弗所書講的 弗四 要脫去舊人 穿上新人

今天我願意跟各位特別思想兩個「新人」最基本應該要有的表現：

第一個是以弗所書所提到的，第二個是歌羅西書所提到的。第 第

弗四25 我們要棄絕謊言。

人有一種嗜好—喜歡說謊，也喜歡聽謊言。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基督徒得救以後，

最大的見證是—有愛心，

其實我告訴各位 基督徒別 最看重的是 你誠不誠實其實我告訴各位，基督徒別人最看重的是—你誠不誠實！



這世界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全世界都可以說謊，基督徒不能說謊。

你有沒有發現？當一個基督徒被發現說謊的時候，你有沒有發現？當一個基督徒被發現說謊的時候，

在報導他的罪行時，會特別加上「他還是基督徒耶！」

你很少看到一個其他宗教的信徒說謊，別人會括弧說「他是XX宗教的信徒！」你很少看到 個其他宗教的信徒說謊 別 會括弧說 他是 宗教的信徒！」

但是世界對我們基督徒就有這樣的要求！

所以主耶穌說我們敬拜祂，要「用心靈和誠實來敬拜祂(約四24)」。

我們事奉祂，也是要用乾淨的嘴唇來事奉祂，以賽亞看見榮耀的君王，他說：

「我是嘴唇不潔的人，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賽六5)」，

上帝先潔淨了他的嘴唇，他才能開始服事。

說謊的嘴、造謠的舌頭，都是耶和華所憎惡的 (箴十二22) 。

聖經的最後 都講到說謊的罪是 能夠進神的聖經的最後，都講到說謊的罪是不能夠進神的國。

弟兄姊妹，你不要覺得「我受洗了！我很安！」

彼前四17 審判是從上帝的家起首。彼前四17 審判是從上帝的家起首。

求主幫助我們信主以後，都能夠學習嘴唇的聖潔。

歌羅西書 基督徒還要非常小心一件事，就是貪婪和貪心。

你說：「我沒有拜偶像，我只是貪心一點！」我 有拜 像 我 是貪 」

但是聖經上說，貪婪就跟拜偶像是一樣的罪(西三5)。

永遠都不要覺得，你可以平安地逃避貪婪這個罪！除非你真正的學會知足和感恩！

在美國中西部的鄉下，有一個人買樂透中了八百萬美金，是過著很辛苦日子的人，

他有心臟病，所以當他老婆兌獎中了八百萬美金時，心想如果一下告訴他的話，

他有這個命中獎，沒有這個命花錢。他們平常上教會，她就想請牧師去告訴他。他有這個命中獎，沒有這個命花錢。他們平常上教會，她就想請牧師去告訴他。

牧師比他更窮，但是牧師就是有智慧，跟律師一樣。牧師說：「Simon弟兄，

如果你中了八萬美金，你要怎麼用？」他說：「我這輩子從來沒開過好車，

我要去買一部好車來開！」牧師說：「如果你中八十萬美金，你要做什麼？」

他說：「我從來沒住過豪宅，我如果中了八十萬，我就去買一個豪宅，

好好享受 下！ 牧師又說：「如果你中了八百萬美金 你要怎麼花？好好享受一下！」牧師又說：「如果你中了八百萬美金，你要怎麼花？」

他說：「我怎麼照鏡子都不像中八百萬美金的人，牧師，

如果我真的中八百萬美金，我分你一半！」牧師說：「此話當真？」果我真 中 萬美 我分 半 」牧師 當真 」

他說：「男子漢大丈夫，說話算話！」結果牧師心臟病死掉！

一個信主的人，除了要脫離自私的心，

也要關心上帝的國和上帝的事，也要關心上帝的國和上帝的事，

讓別人也有機會得到福音和新生命。

所以主耶穌傳福音的時候，所以主耶穌傳福音的時候

不僅說你的病可以得醫治、你的困難可以解決，

主耶穌更說神的國近了，你們要悔改(太三2)！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建立教會、宣教、植堂、

甚至一些愛心的事工，

藉著奉獻、事奉和傳揚、教導與愛心的見證，

擴展上帝的國度，

這也是新生命 重要的 部分這也是新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

信耶穌不是只有為你改變而已，

上帝改變你是要使別人也能夠蒙福上帝改變你是要使別人也能夠蒙福。

三、「新生的操練」：

我們信主的人要有新的看法與態度。向著罪，看自己是死的；我們信主的人要有新的看法與態度。向著罪，看自己是死的；

向著神、在耶穌基督裡，看自己是活的(羅六11)。

「看」是繼續不斷地看，每天的提醒！所以為什麼每天要靈修，看」是繼續不斷地看 每天的提醒！所 為什麼每天要靈修

就像我們每次出門，都要照鏡子一樣！

不要讓罪在你的生命當中做王，

如果你讓罪在你生命當中做王，你不僅要付代價，而且最終引向死亡。

但是如果你讓耶穌基督在你的生命當中做王，

恩典在你心目當中做王，那個結果就是永生。

我們要有一個動作，

把自己 地獻給上帝(羅六 ) 為上帝而活把自己不斷地獻給上帝(羅六13)，為上帝而活。

有位牧師面對一群一直活在肉體當中的弟兄姊妹，

教會裡面不講實話 說閑話 分門結黨教會裡面不講實話、說閑話、分門結黨；

這位牧師講到口水乾了，也沒有用！



有一天，他在崇拜前運了一個棺材放在前面，裡面放了一個大鏡子。

弟 會崇 會弟兄姊妹遲到的遲到，來教會崇拜，從來不關心教會！

發現前面怎麼有一個棺材？就問牧師：「教會誰死了？」

牧師說：「你自己來看！牧師說：「你自己來看！」

每一個人到前面來看，看到什麼？看到自己—

我該死，我的舊人該死！不要讓罪在我身上繼續做王(羅六12)，我該死 我的舊人該死！不要讓罪在我身上繼續做王(羅六12)

要讓恩典在耶穌基督裡面讓我做王，讓我能夠彰顯上帝的榮美。

在我們當中還沒有信主的朋友，我求主恩待你，在我們當中還沒有信主的朋友 我求主恩待你

今年的聖誕節是你接受耶穌基督在你心裡的一個聖誕節，

下午有洗禮，我邀請你參加。

已經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們，讓我們好好地思想—

今天上帝給我們的信息—

出新生 樣式 蒙活出新生的樣式，讓你的生命改變而蒙福。

主耶穌，我們感謝你！

你為我們這麼不配的罪人來到世界上你為我們這麼不配的罪人來到世界上，

從降生就非常地卑微。

有 時 我 會抱怨自 出身卑有的時候我們會抱怨自己出身卑微，

但是有誰比你更卑微？

謝謝你，你本來富足，為我們成為了貧窮，

好讓我們因著你的貧窮成為富足。

主耶穌，幫助我們，我們的舊人死得更透，

聖靈生命的大能，更多地在我們身上彰顯。

也祝福每一個尋求你的人，

好像那牧羊人跟那幾個博士一樣—他們能夠找到你。

祝福你的教會！奉耶穌的名，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