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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羅十二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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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心意更新
羅十二 1-2

諸長樂牧師 2019.01.06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各位在主裏的家人，大家平安！

今 今年 第 個主日 我 今年 第 奉獻給神謝謝主，今天是今年的第一個主日，我們把今年的第一個主日奉獻給神。

好像一年的一個初熟果子來獻給神，相信神一定悅納。

常常面對新的一年，我們對自己有一些新的盼望，常常面對新的 年，我們對自己有 些新的盼望，

我們希望自己有一個好的開始，能夠除舊佈新。

我一直很喜歡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 一段經文，

耶利米哀歌 講到以色列人在靈性最黑暗、最悲慘的時期，

有許多的懊悔、許多的無奈。但在那樣的情況下，

先知仍能夠從神的眼光對百姓說出盼望的信息先知仍能夠從神的眼光對百姓說出盼望的信息。

也就是說，就算過去我們過得再怎麼不好，但是我們仍然能夠有指望。

今天神存留我們在這裡，我們就有指望。

你想想看在過去 年當中 全世界發生多少可怕的災難 有各樣的天災你想想看在過去一年當中，全世界發生多少可怕的災難！有各樣的天災，

包括冰雪、火災，也有許多地方有可怕的地震，許多人因此失去他們的生命。

所以在聖經上說「我們不至於消滅」是出於「神諸般的慈愛」。所以在聖經上說「我們不至於消滅」是出於「神諸般的慈愛」。

我們一點都沒有比那些在苦難當中的人要高明，

今天你我能夠在這裡是因為神諸般的慈愛，今天你我能夠在這裡是因為神諸般的慈愛，

而且祂的憐憫絕對不會斷絕。

「每個早晨都是新的！」每 早晨都 新 」

除非你知道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哪裡有這樣的勇氣來做這樣的宣告！

聖經上說我們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凡等候祂、尋求祂的人，神都要施恩給他。（哀3:25）

所以不管你現在的情況如何，

不管你對自 對環境有多麼地失望不管你對自己、對環境有多麼地失望，

抬起頭仰望神，耶和華要施恩給你。



一個信主的人，不僅在教義上認同真理，他也要逐漸地脫去行為上的舊人，

將他的心志改換一新，穿上新人。今天我們很多時候，盼望我們能夠更新。將他的心志改換一新，穿上新人。今天我們很多時候，盼望我們能夠更新。

有時候我們穿一件新衣服或是買一件新的東西，我到現在都還有這個習慣—

不管新曆年、舊曆年，我一定給自己一個新的東西，提醒自己要更新。不管新曆年 舊曆年 我 定給自己 個新的東西 提醒自己要更新

但是我真的知道，除非從心裏面更新，所有外表的更新都是有限的！

今年教會的主題是「心意更新、宣教植堂」，心意更新是我們內在生命的更新，今年教會的主題是 心意更新 宣教植堂」 意更新是我們內在生命的更新

是一個人最核心的部分，箴言告訴我們—你的一生如何是由你的心來決定。

你希望你的人生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生？那先要看你的內心世界，

是一個怎麼樣的內心世界。內心決定一切！不僅個人如此，教會也是如此。

如果教會沒有聖靈不斷更新的工作，我們只能夠

選擇保守 或者 傳統來做事情選擇保守，或者照傳統來做事情。

因此我們不僅僅要注重我們心意的更新，

教會在許多聖工上、福音的活力上也要更新。教會在許多聖工上、福音的活力上也要更新。

教會要在近處和遠處傳揚福音，在國內和國外參與宣教的事工。

我們今年希望能夠在西船橋植堂，

我們在西葛西已經有一年的查經班，有很多弟兄姊妹參與。我們在西葛西已經有一年的查經班，有很多弟兄姊妹參與。

我們願意成為一個走出牆外的教會，我們把人帶來教會，很不錯！

但是主耶穌更希望我們「去」，使萬民作祂的門徒，但是主耶穌更希望我們 去」 使萬民作祂的門徒

所以我們正在尋求合適的地點，也請大家為這件事情禱告，

我下個禮拜要特別講「宣教植堂」的信息，

今天我跟大家先來思想「心意更新」這個主題。

羅一-十一 講到我們的信仰與福音，

十二 以後就是告訴我們在生活當中，如何將領受的福音實現出來，

能夠將真理活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面。所以你會發現 十二 以後告訴我們，

怎樣運用我們的恩賜；我們跟人之間的關係應當如何；我們跟國家的關係要如何；怎樣運用我們的恩賜；我們跟人之間的關係應當如何；我們跟國家的關係要如何；

在末世的時候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態度來生活；在和別人有不同看法的時候，

什麼是準確的態度。因此今天我要從三個方面來跟大家分享，什麼是準確的態度 因此今天我要從三個方面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唯有當我們心意更新之後，後面這些才可能實踐。

一、「理所當然的事奉」(羅十二1)

當我們想到「理所當然」的時候，覺得這是應該的、合乎邏輯的。當我們想到「理所當然」的時候，覺得這是應該的、合乎邏輯的。

譬如說一個父母親愛孩子，是理所當然的；

孩子孝敬父母親，也是理所當然的；孩子孝敬父母親 也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在工作的場合認真努力，也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不要小看這個理所當然的事情，

有時候我們連理所當然的事情都做不到。

我們常常覺得別人理所當然應該這樣做，

自我們把「理所當然」當作一把尺去要求別人，但是卻沒有要求自己。

我曾經遇過一個孩子，他不是很聽話，我問他：

「你為什麼 聽你爸爸 話 你爸爸 這麼愛你「你為什麼不聽你爸爸、媽媽的話？你爸爸、媽媽這麼愛你！」

他回答：「他們愛我，是理所當然的！誰叫他們要生我！」

不錯！爸爸媽媽愛你，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當你領受了愛以後，不錯！爸爸媽媽愛你，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當你領受了愛以後，

你難道不能夠用一個好的態度來對待父母親嗎？

「理所當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一種行為。

在這裡告訴我們基督徒應該理所當然地活出「活祭的人生在這裡告訴我們基督徒應該理所當然地活出「活祭的人生」，

因為這樣的人生是上帝所喜悅的，

也是我們應當在神的面前活出的屬靈生活，也是我們應當在神的面前活出的屬靈生活，

這段聖經用兩個字開始—「所以」。

為什麼要活一個「活祭的人生」呢？為什麼要活 個 活祭的人生」呢？

因為，在一個人明白神的救恩時，知道神為我們這些不配的罪人，

讓祂的兒子為我們死，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重價買贖回來的。

弟兄姊妹，不管這個世界怎麼看你，但是你在神的眼中是寶貴的；

你是神用重價買贖回來的，是用祂兒子耶穌基督的寶血買贖回來的。

我們也許用很多的錢去買一個我們覺得寶貴的東西，

但是我們幾乎很少會用我們的生命去換取這樣東西，

特別這樣東西人家都覺得不值得。



像我們這樣的罪人，世界不會喜歡、我們自己也不喜歡，

但是神卻看我們為寶貴，讓祂兒子耶穌基督為我們這樣的罪人而死，但是神卻看我們為寶貴，讓祂兒子耶穌基督為我們這樣的罪人而死，

使我們有一個新的生命；並且有一個新的身分，

就是祂兒子的身分，所以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輕看自己。就是祂兒子的身分 所以我們沒有 個人可以輕看自己

世界給你的標價，都是暫時的；神在你身上的標價，才是永恆的。

我希望每一個人，走出教會時都是抬頭挺胸的。我希望每 個 走出教會時都是抬頭挺胸的

你要知道，神看你為寶貴，保護你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

若沒有上帝的許可，沒有一件事情會臨到你的身上。

前陣子我看到一則新聞，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輛值一憶的跑車，

所有開車的人都說：「離它遠一點，碰到它我的人生就完了！」

你有沒有想過，你比那一億的跑車還要寶貴！

上帝眷顧你、上帝在乎你！並且祂賜給我們聖靈，

讓我們能夠過 個得勝的生活讓我們能夠過一個得勝的生活。

同時讓我們有聖靈的幫助，可以讓我們效法神的兒子—耶穌基督。

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個「活祭的人生」，

是一個為上帝而活、不為自己活的人生。是一個為上帝而活、不為自己活的人生。

所有的獻祭，都有一個特別的目的。

一般的祭物，獻上了就死了！般的祭物 獻 了就死了！

但是當我們獻上自己的時候，一方面我們向自己的舊人死了！

但是向神，卻是活著！這叫做「活祭」。一般的祭物是死了，

但是我們把自己獻上時，反而活了！我們所以獻這樣的祭，是因為感謝。

我們不像以前以色列人一樣，不斷地把祭物獻上，而是獻上自己的生命，

基督徒活出這樣的生活、敬拜，是上帝所期待的。

有很多人說：「我不知道上帝要我做什麼！」「我不知道上帝要我怎麼做！」

今 聖經 清楚地告訴我們 將你的身體獻上 將你的生活獻上今天聖經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將你的身體獻上、將你的生活獻上，

脫去舊人的行為、穿上新人。不是只有在禮拜堂敬拜神，

而是在工作、家庭、每一個生活的層面上，來為上帝而活。而是在工作、家庭、每一個生活的層面上，來為上帝而活。

我們制死身體的惡行，積極地獻給上帝，為神而活，活出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這「理所當然」有另外一種翻譯，

就是任何一個「講理的人」，都會這樣做。

弟兄姊妹，你講理嗎？我講理嗎？

如果我們是一個講理的人，

知道上帝這樣在乎我們，把這麼大的恩典給我們，

我們就應該把自己的生命當作活祭來獻給神我們就應該把自己的生命當作活祭來獻給神。

問你旁邊的人：「你是個講理的人嗎？」

「你要做一個講理的人！我也要做一個講理的人！」

希望我們教會所有的人都是講理的人，

教會少 點不講理的人教會少一點不講理的人。

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生命獻上、當作活祭，

那一個何等不一樣的教會。那 個何等不 樣的教會。

二、「心意更新的操練 羅十二2 」有兩個方面，

1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約翰一書「我們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1.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約翰 書「我們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最主要的就是當你愛這些事情的時候，你愛上帝的心就不見了！

愛是非常專一的，而世界是講到眼目的情慾、肉體的情慾和今生的驕傲，愛是非常專 的 而世界是講到眼目的情慾 肉體的情慾和今生的驕傲

這些東西有它的吸引力，要不然你就不會去愛哦！

以前我老是覺得男生愛漂亮的女生，後來我發現女生也愛英俊的男生！

有沒有人不愛英俊的男生？我們都是「外貌協會」！為什麼不要愛？

因為這些事情都會過去，它影響你愛上帝的心。

麼 麼 亮 很快就過去了人生很短，你再怎麼美麗、再怎麼漂亮，很快就過去了！

到我這個年齡時，我們常常開小學、中學、大學同學會，常常見面的時候問：

「您 位 怎麼頭髮也沒 也大大的 都變樣「您哪一位？怎麼頭髮也沒了？肚子也大大的！都變樣了！」

我們印象當中好像還是那個英俊瀟灑、或是美麗的樣子，

我們還記得我們以前讀書的時候，很多好玩的事情。我們還記得我們以前讀書的時候，很多好玩的事情。

怎麼一轉眼，同學會的時候，都不見了！？這些事情都要過去。



這邊進一步告訴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也就是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的價值觀，不要追隨一般人以為好的一些看法。也就是不要效法這個世界的價值觀，不要追隨一般人以為好的一些看法。

比如說這個世界常常高舉金錢萬能，認為有錢了，所有人生的事情都可以解決。

因此犧牲了自己的健康、犧牲了自己的家庭、因此犧牲了自己的健康 犧牲了自己的家庭

犧牲了最應該建立親密的關係，拼命去追求錢。聖經上卻說—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太十六26）

在這邊我要岔出去講一點，牧師也不完全，有時候牧師也會軟弱。

所以有的人他要做不好的事情時，他說「連牧師也這樣做！」

告訴你，如果牧師這樣做不是按照真理，你就不要效法牧師！

有好多教會有一些錯誤的投資行為，

為貪 的緣故 參與 樣的投資 為因為貪心的緣故，參與了那樣的投資行為。

有很多人要引誘你的時候，說「連牧師也這樣做！」

第一，你要去求證；第一，你要去求證；

第二，你要好好地來神的面前禱告、尋求—神啊！我要不要這樣做？

另外我也要替牧師申冤，牧師做很多好的事情，你為什麼不這樣做？

曾經有一個別的教會的弟兄來找我說：「我們教會的長老、執事、弟兄姊妹曾經有一個別的教會的弟兄來找我說：「我們教會的長老、執事、弟兄姊妹

都不奉獻！」我說：「你奉獻了嗎？」他說：「我奉獻了！」

他是一個非常有錢的人，三十幾歲就退休，就過著無憂無慮的日子，是 個非常有錢的 十幾歲就退休 就過著無憂無慮的 子

我好羨慕他財力雄厚。所以他抱怨了半天之後，我向他提出來一個要求，我說：

「弟兄，我管不了別人，這樣好嗎？去年我奉獻多少，你也奉獻多少好嗎？」

他說：「牧師，這個就不必了！」奇怪了！你說別人不奉獻，當牧師要求你

「我奉獻多少，你奉獻多少，好不好？」他說：「不必、不必。」

弟兄姊妹，不要效法這個世界。人常常有模仿的天性，

不要效法就是不要讓世界成為塑造我們生命的模子，

要讓神在你裡面來塑造要讓神在你裡面來塑造。

在舊約的時候，神一再地對以色列人說—不要效法埃及人

和迦南人。不要追隨流行，而且要有不斷保守的態度。和迦南人。不要追隨流行，而且要有不斷保守的態度。

這「不要效法」是我們一生都要學習的功課！

我們是世上的鹽，我們也是世上的光，我們活在這個世界卻不屬於這個世界。

有時候我們因為要活出真理甚至被這個世界所恨惡，這叫做為主背十字架。有時候我們因為要活出真理甚至被這個世界所恨惡，這叫做為主背十字架。

有一位中南美洲的宣教士，他曾經說過：「放棄你所不能擁有的東西，

放棄這些轉眼就會過去的事情，這樣的人並不是傻瓜！放棄這些轉眼就會過去的事情 這樣的 並不是傻瓜！

得到那個不能夠失去的，得到那存到永恆的，那才是真正的聰明。」

你是聰明的人？還是傻瓜？我是聰明的人？還是傻瓜？

你覺得錢浪費在自己虛浮的追隨上是聰明？

還是在上帝的國度裡有分才是聰明？

察 帝 意不僅不效法這個世界，而且我們要察驗什麼是上帝的旨意（羅十二2）。

察驗，是一個繼續不斷地動作，在每一件事情上好好地察驗。

在冬令會時 峰長老特別教導年輕 要 為 個公 出的在冬令會時何玉峰長老特別教導年輕人，不要因為一個公司出的

薪水比你現在的公司稍微高一點，你就覺得這是上帝的旨意！

你要好好地尋求，這是不是上帝在你身上的帶領。一個願意為上帝而活的人，你要好好地尋求，這是不是上帝在你身上的帶領。一個願意為上帝而活的人，

才可能有清潔的心和正直的靈，才能夠真正的辨別什麼是上帝的心意。

三、四年前，有一個人打電話給我，因為那時我負責一個非洲宣教的機構，

我不知道他怎麼知道是我負責 我也不知道他如何取得我的電話我不知道他怎麼知道是我負責，我也不知道他如何取得我的電話，

他一打來就說：「諸牧師！感謝主讓我找到你，真是有主的美意！

我堂哥在肯亞有一筆兩億美金的財產，可是他死了，我是唯一的繼承人。我堂哥在肯亞有 筆兩億美金的財產，可是他死了，我是唯 的繼承人

法院的證明很繁複，我知道你有宣教士在肯亞，

所以如果你可以幫我做一些這樣的事情，我就可以拿到這一筆遺產。」

你知道我聽到第一個想到什麼？你拿兩億，我拿多少？

最少也要四分之一給我！宣教的工作這麼需要錢！…

心動啊！回去好好禱告，不平安！再也不接觸！

感謝主，後來就發現可是一個超級大騙子！

弟兄姊妹，你在主面前要好好地察驗上帝的心意。

當你在主的裡面，有清潔的心、正直的靈的時候，

你就能夠分辨 要活在耶穌基督所賜的平安裏面你就能夠分辨，要活在耶穌基督所賜的平安裏面。



三、「從神慈悲的勸勉」（羅12:1a）

「勸」，不是一個命令，「勸」，不是一個命令，

但卻是一個有愛心的人、長輩對你的請求。

他憑著什麼來請求？他憑著什麼來請求？

他憑著上帝的慈悲來祈求。在這邊提醒我們，

我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是蒙上帝的恩典才成的。（林前十五10）

我們不可能只要上帝的恩典，卻不願意聽上帝的呼召。

上帝的慈悲，是祂千千萬萬恩典當中的累積；

福音，是上帝所有恩典的最高峰。

羅馬書九 十 告訴我們 你憑什麼可 成為神的兒女羅馬書九、十 告訴我們，你憑什麼可以成為神的兒女？

不是你優秀、也不是你長得帥！乃是因為神的憐憫。

不是在乎定意的、也不在乎奔跑的，在乎發憐憫的上帝。不是在乎定意的、也不在乎奔跑的，在乎發憐憫的上帝。

過一個聖潔生活最有利的動機是—反省上帝在我身上的慈悲。

最後，我要用一個宣教士的見證來彼此激勵…

19世紀內地會有一位宣教士威廉波頓（William Whiting Borden），19世紀內地會有一位宣教士威廉波頓（William Whiting Borden），

他生在一個非常富裕的家庭，是耶魯大學的畢業生，有美好的前程，

但是他為了要傳福音，放棄了財產的繼承權，立志要向中國的回民傳福音，但是他為了要傳福音 放棄了財產的繼承權 立志要向中國的回民傳福音

因此，他第一站就到埃及去學阿拉伯文，

但是在埃及的時候，他得到了腦膜炎就死了，25歲！他的生命有浪費嗎？

有人在他所留下來的聖經首頁，看到三句話—

我的生命是毫無保留（No Reserve）、

永永不退縮（No Retreat）、

無怨無悔（No Regret）。

親愛 弟 姊妹 這 個活祭的人生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是一個活祭的人生，

他將自己的生命與生活獻上，當作活祭，

用心靈和誠實來敬拜上帝。用心靈和誠實來敬拜上帝。

在他裡面產生不斷地變化，好像整個生命發光一樣。

心意「更新而變化」，與耶穌在變像山上的「變像」是同一個字。

基督徒的人生應該是發光的人生，我們不僅僅可以發光，而且可以榮上加榮。基督徒的人生應該是發光的人生 我們不僅僅可以發光 而且可以榮上加榮

神在我們身上盼望的改變，是性格和行為的改變，從世界的標準轉成基督的形象。

神的旨意和世界的標準，是不相容的兩個系統。新年的開始，你要做一個選擇，

事凡事起頭難！當火箭升空的時候，它90%的能量要用在脫去它第一節的結構。

當它脫去以後，進入軌道就非常地容易。建立一個好的習慣不容易，

但是只要有一點堅持，上帝會恩待你越來越容易。但是只要有 點堅持，上帝會恩待你越來越容易。

你今年有什麼屬靈心願？好好地參加崇拜、參加團契、讀上帝的話、讀屬靈的書籍。

我對自己也有特別的期許，把你的期許告訴一、兩個好朋友，見了面就問你！我對自 有特 許 許告訴 見了 問

比如說，我盼望今年把聖經讀一遍，我就告訴楊長老，

所以楊長老每次看到我就說：「聖經讀到哪裡了？」

如果到 還出不了埃及 嚴重 如果半年還在民數記 就死在曠野如果到三月還出不了埃及，那嚴重了！如果半年還在民數記，那就死在曠野了！

他就會敦促我說：「追上進度啊！」人有時候愛面子，這種愛面子是好的。

這種愛面子，到後來裡子都有了！我最喜歡大家告訴我—今年你要奉獻多少，這種愛面子 到後來裡子都有了！我最喜歡大家告訴我 今年你要奉獻多少

不是給我，積財寶在天，在永恆的建造當中有分。

天父我們感謝你，

今年給我們的呼召是「心意更新而變化」，今年 我們 呼召是 心意更新而變化」

讓我們宣揚主你的作為。

求主把這樣的呼召既然擺在我們裡面，求主把這樣的呼召既然擺在我們裡面，

我們深信在我們裡面動了善工的

定會成全這工一定會成全這工，

因為你的憐憫不至於斷絕。

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奉主的名禱告，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