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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你們在地 的肢體5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

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慾，和貪婪

（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

讀經
西三

（貪婪就與拜偶像一樣）。

6 因這些事， 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

7 當你們在這些事中活著的時候，也曾這樣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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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當你們在這些事中活著的時候 也曾這樣行過

8 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以及惱恨、忿怒、惡毒、

毀謗，並口中污穢的言語。

9 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的行為，

10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11 在此並不分希臘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

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

惟有基督是包括 切 又住在各人之內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

12 所以，你們既是 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

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
讀經
西三

13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

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14 在這 切之外 要存著愛 愛 就是聯絡全德的

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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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

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

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 體；且要存感謝的心。

16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

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 神。章 靈歌 導 戒 恩感 歌 神

17 無論做甚麼，或說話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他感謝父 神。

「用心」的教會
西三5-17

諸長樂牧師 2017.03.12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有一句中國的俗語—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個世界非常看重你是不是用心！

老師看學生是不是用心聽課、讀書；

夫妻之間的感情跟關係，也是看我們有沒有用心去經營；

年 有 婚 有 求婚 用心如果年輕人還沒有結婚，有一天你要求婚的時候，你要好好地用心。

我們送禮物給別人也要用心，

我在台灣的教會有 個醫師，他送給他的主任 份禮物，我在台灣的教會有一個醫師，他送給他的主任一份禮物，

他是一個只在專業上很努力，但是在其他事情上，他卻是很低能的一個人，

他送給主任什麼禮物嗎？他送了一個「鐘」！還好他的主任很了解他。他送給主任什麼禮物嗎？他送了 個 鐘」！還好他的主任很了解他

我也很喜歡去一個餐廳用餐，除了東西好吃之外，他們的服務非常地用心！



一、同樣地，教會需要用心，才能夠真的感動人，然後領人歸主。

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作見證，說他們所以會信主，是因為看到弟兄姊妹們的愛心。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作見證 說他們所以會信主 是因為看到弟兄姊妹們的愛心

也許他們對教義還沒有完全地了解，但是因為弟兄姊妹的愛心，就感動了他們。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求主幫助我們的教會是一個「用心」的教會。

教會是由一群得救的基督徒所組成的，「得救」祗不過是

一個起點而已，重點是我們的生命要持續不斷地改變。

弗四 個信耶穌的人要把心志改換 新！弗四 一個信耶穌的人要把心志改換一新！

信主以後，在裡面會有一種掙扎，一方面是那個讓我們繼續墮落、犯罪的老我；

一方面又是帶領我們渴望過聖潔生活、榮耀神的那個新生命，方面又是帶領我們渴望過聖潔生活、榮耀神的那個新生命，

我們要讓這個新生命一天、一天地，來勝過那個會犯罪的、被私慾牽引的老我。

聖經有一個形容詞—好像穿上了新人，好像我今天穿一件新的衣服一樣。

如果有一天有人送你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但是告訴你是從殯儀館的停屍間

裡面拿出來的，這是一件名牌、很貴的衣服，請問你要不要穿？

我想大家都不要穿的！活人不穿死人的衣服。我想大家都不要穿的！活人不穿死人的衣服。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也要常常提醒，我們要穿上那個新的、救恩的衣服。

有一個飛行員，他有這樣的經歷，他在沙漠的機場停了一段時間，

然後他又再一次的起飛，可是他起飛的時候，他就聽到機尾有一個很奇怪的聲音！然後他又再一次的起飛，可是他起飛的時候，他就聽到機尾有一個很奇怪的聲音！

他就知道糟糕了，因為沙漠有一種特別的鼬鼠在那個地方，

如果容許這個鼬鼠把這些重要的電線咬斷的話，就會產生很大的危險。如果容許這個鼬鼠把這些重要的電線咬斷的話 就會產生很大的危險

所以他當時就做了一個決定，他就讓他的飛機快速地爬升，

當他到一個高度的時候，聲音就不見了！然後他就恢復到應該正常的高度來飛。

當他安全降落之後，他檢查飛機，他果真發現在機尾有一隻沙漠的鼬鼠，

但是因為他的爬升到一個高度以後，那隻鼬鼠受不了就死了！

西三 當你明白救恩以後，你就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

讓你的思想、讓你心智的高度不斷地爬升！

我 肢體 像我 去 友我們制死地上犯罪的肢體，不是像我們去玩小朋友玩的那種

頭伸出來就打的遊戲，你發現你打得越快，他爬的越快！你永遠都打輸他。

但是你真的如同那架飛機 樣，不斷地往上提升、不斷地思想神的事情的時候，但是你真的如同那架飛機一樣，不斷地往上提升、不斷地思想神的事情的時候，

神就恩待你、將治死你地上的肢體；而且讓你的生命一天一天地更新。

摩西朝見神以後，他的臉就發光。

當我們多次、多方地來敬拜神、朝見神的時候，我們的生命就改變，當我們多次、多方地來敬拜神、朝見神的時候，我們的生命就改變，

神就會把得救後的那個改變的新裝來賜給我們！

不管你是哪一個種族的人、不管你是不是像猶太人一樣受過割禮、不管你是哪 個種族的人 不管你是不是像猶太人 樣受過割禮

不管你有沒有讀過書、不管你社會地位如何，

上帝是不偏待人的，每一個信主的人的生命都會改變！

西三12 如果我們是上帝的選民、是上帝聖潔蒙愛的人，

就要穿上以下的這幾種心志：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和忍耐。

今天有幾樣我要和各位分享：太五7 憐恤人的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弟兄姊妹，當我們信主以後，我們就要求神把一個憐憫人的心，擺在我們的裡面。

永遠要記得上帝的法則—我們給人，上帝就給我們。

剛才我在這裡和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的時候，聖靈提醒我說：

你要跟弟 姊妹作見證分享 其實在我生命當中最明顯經歷神的時候你要跟弟兄姊妹作見證分享。其實在我生命當中最明顯經歷神的時候，

都是我願意去幫助人的時候，甚至是超過自己的力量要去幫助人的時候！

神讓我來經歷祂的奇蹟、經歷祂的豐盛。

如果我是一直都只想到自己的人，我沒有辦法經歷上帝的奇蹟！如果我是一直都只想到自己的人，我沒有辦法經歷上帝的奇蹟！

個人如此，教會也是如此。

當我們願意給出去的時候，上帝就更加倍地來恩待我們。當我們願意給出去的時候 上帝就更加倍地來恩待我們

好不好每一次來教會的時候，就向神禱告說：

「主啊！今天求你讓我能夠幫助一個人！

讓我知道他的需要、讓我可以成為他的祝福。」

二、溫柔

溫柔，我們常常會覺得說一個好像沒有脾氣的人！

「啊！這個人好溫柔啊！」

我常常 弟 「 為 麼喜歡這 妹我常常問一些弟兄說：「你為什麼喜歡這個姊妹呀？」

十個有九個都說：「她好溫柔！」

然後娶回去以後說：「一點也不溫柔！然後娶回去以後說：「一點也不溫柔！」

對不起，如果得罪姐妹們，其實人跟人的互動是不容易的。



真正的溫柔是一種對神順服的心，對神有一種非常堅定的信念跟態度，

就算在困難的環境的當中，仍然不改變！就算在困難的環境的當中，仍然不改變！

讓他自己的情緒可以在聖靈的掌管之下。

我想到一件事情，徒一 當猶大丟棄了他使徒的職分，我想到一件事情，徒一 當猶大丟棄了他使徒的職分，

他們覺得應該選出一個人來代替猶大，我始終覺得他們的方法不太屬靈！

如果我們今天選團契主席，我們用抽籤！我覺得怪怪的。果我們今天選團契主席 我們用抽籤！我覺得怪怪的

但是，無論如何他們就是用抽籤，當然他們不是隨便抽籤，他們好好地

選了兩個人，我相信這兩個人都是非常愛主的人，也都有好的見證！

但是名額有限，不論如何就只能選一個。

要是我們長執會就可以選兩個！就選出了馬提亞來。

我就在想 我 個沒有選上 我 情 什麼樣我就在想，如果我是那個沒有選上的人，我的心情是什麼樣？

選上的都很高興，對不對？沒有選上，才真正是屬靈的考驗！

我沒有被選上，我仍然忠心愛主；我沒有被選上，我仍然忠心愛主；

我沒有被選上，我仍然順服神的帶領，那叫做溫柔。

三、忍耐。忍耐是面對一些不公義或是惡劣的環境，

沒有苦毒、跟報復的念頭。而且基督徒的忍耐的當中，可以仍然有盼望！沒有苦毒、跟報復的念頭。而且基督徒的忍耐的當中，可以仍然有盼望！

在前一個禮拜，我有機會可以跟一個姊妹一起禱告，她在出乎自己意外的情況下

懷孕了！她很高興！幾個禮拜前，她歡歡喜喜地跟我分享這樣的好消息。懷孕了！她很高興！幾個禮拜前 她歡歡喜喜地跟我分享這樣的好消息

上個禮拜我看她在哭泣，我就陪她一起禱告！她跟我分享—醫生說孩子沒有心跳。

她心裡非常、非常地難過。當我在跟她分享的時候，她一直說：

「上帝為什麼跟我開這個玩笑？我又沒有跟你要！你給我，我也感謝你了！

為什麼你又讓他失去了？」其實當我跟他分享的時候，

我是提心吊膽，生命是一個奧秘，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你跟我相處夠久，你就曉得我從來不代替上帝說什麼，

有太多奧秘的事情 屬 帝 我 我 有答案 我 就 起禱告有太多奧秘的事情是屬於上帝的，我也承認我沒有答案！我們就一起禱告。

我很怕她失去信心，但是感謝主！過兩天她跟我聯絡，她告訴我說：

「牧師！感謝神！我心裡有平安！雖然我不明白，我也有 點失落！「牧師！感謝神！我心裡有平安！雖然我不明白，我也有一點失落！

但是我仍然可感恩。」這是神要我們穿上的新衣！

不僅我們個人要穿上這樣五種品格的新衣，

神也要我們整個教會一起穿上新衣。神也要我們整個教會一起穿上新衣。

有時我們之間難免會有一些誤會跟衝突，

所以這裡說—倘若這人和那人有嫌隙(V13)。所 這裡說 倘若這 和那 有嫌隙( )

有的時候我們會覺得說，來教會一定沒有問題！

但是，事實上有的時候，我們也會有一些的誤會跟衝突，

我們要學習彼此包容、彼此饒恕。

我們有饒恕的恩典，是因為我們先經歷了主的饒恕。

管 我 或者 我而且不管是我們個人的品格，或者是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都是我們本著一個愛神、愛人的心，來去連結。

聖經上說 愛神的，也當愛弟兄！你不可能說，你愛神而不愛弟兄。聖經上說—愛神的，也當愛弟兄！你不可能說，你愛神而不愛弟兄。

當我們用愛心來穿上神給我們的品格，用愛心來聯絡彼此的關係的時候，

這是一個用心的教會。而且這樣的教會，神會賜下一個特別的禮物—這是 個用心的教會 而且這樣的教會 神會賜下 個特別的禮物

就是基督的平安會充滿在我們的裡面，充滿在我們彼此的關係當中。

很多的慕道友來見證，

他們到達教會以後除了感受愛心之外，他們到達教會以後除了感受愛心之外，

另外一個讓他們很強烈的感受就是平安。

主耶穌復活以後，祂給門徒們的祝福也是—願你們平安。主耶穌復活 後 祂給門徒們的祝福也是 願你們平安

這個平安能夠勝過苦難、勝過死亡、也勝過這世上一切的誘惑。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將我們的心志改換一新！所 我 每 都 我 新

我們用愛心來經營彼此之間的關係，

我們要是一個「用心」的教會。

跟你旁邊的人說：「要將你的心志改換一新！」不能還是老樣子！

我們常常彼此問候的時候說：

「最近怎麼樣啊？」「老樣子！」

你我都是要不斷更新的樣子，外表是老樣子，

而且是越來越老的樣子！而且是越來越老的樣子！

外體本來是一天比一天朽壞的；但是內心可以一天新似一天。



四、一個用心的教會，也是一個充滿了感恩、讚美神的教會。

詩一百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當讚美進入祂的院、當感謝神稱頌祂的名。詩 百 當稱謝進入祂的門 當讚美進入祂的院 當感謝神稱頌祂的名

當你進教會的時候，你要稱謝、讚美神。教會是要充滿了稱謝、跟感恩的，

不是只是一群在這裡有各樣的困難、苦苦哀求的人。

如果你是一個新朋友來到教會，每一個人一進來就說：「我腰痛！」

「哎呀！我這裡不舒服！」「我家生意不好！」你有什麼感覺？

當你進到這個教會每個人見面的時候就說：「感謝主！ 「讚美神！當你進到這個教會每個人見面的時候就說：「感謝主！」「讚美神！」，

你有什麼感覺？這是一群經歷上帝大能的人，他們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

我從來沒有叫大家不要去正視我們所遇見的困難跟苦難，但是我們要有一個信心，我從來沒有叫大家不要去正視我們所遇見的困難跟苦難，但是我們要有一個信心，

我們是屬於主的人。凡是臨到我們身上的事情，都是經過上帝的許可的。

約伯當他失去了財產、失去了他的親人之後，他說：

「賞賜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他說：「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我的爺爺是牧師，我的母親跟我做見證，她說當我爺爺遇到各樣困難的時候，

就到樓 去禱告 定禱告到 步 最後 首「數主恩惠他就到樓上去禱告，他一定禱告到一個地步，他最後要唱那首「數主恩惠」，

然後他就快快樂樂地數著上帝的恩惠，然後下樓。

基督徒不管說話、行事，都要存著一顆感恩的心，

聖經上也提醒我們—我們要心被恩感地歌頌神(v16)。聖經上也提醒我們—我們要心被恩感地歌頌神(v16)。

如果你用一點心，你會發現我們每一次的主日崇拜的兩首詩歌裡面，

第一首歌一定是稱頌神、讚美神，要把我們生命的焦點第 首歌 定是稱頌神 讚美神 要把我們生命的焦點

從我們的問題、困難、生活的瑣事當中，來轉向神！

讓神在我們的心中，再一次地偉大起來。當你唱：「你真偉大！」的時候，

你是真的唱的時候，你會發現你的問題都變好小！

也許你來以前你覺得你的問題大的不得了！連神都解決不了。

當 宣讀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當但是當你宣讀使徒信經說：「我信上帝全能的父」的時候，當你從心裡面

口唱心和地唱「你真偉大」的時候，你會發現你的問題根本算不得什麼！

在神沒有難成的事。讓我們的教會，是 個充滿了感謝、讚美的教會。在神沒有難成的事。讓我們的教會，是一個充滿了感謝、讚美的教會。

神是用我們的讚美為寶座的神，不是你唱「主在聖殿中」，主就要在聖殿中。

是當我們真的從心裡面來讚美神的時候，神設立祂的寶座在我們當中，是當我們真的從心裡面來讚美神的時候 神設立祂的寶座在我們當中

從他的寶座流出恩典、從他的寶座流出能力。

所以弟兄姊妹，好不好我們以後進來就說：「感謝主！」「讚美神！」

聖殿充滿讚美，我的心就充滿了平安。聖殿充滿讚美，我的心就充滿了平安。

不論你是要心志改換一新，不論你是要充滿了感恩和讚美，

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你的心裡要將神的話豐豐富富地存在你的心裡(v16)。有 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你的 裡要將神的話豐豐富富 存在你的 裡( )

我們要用各樣的智慧，把神的話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

我們聽道，把神的話聽進去；我們讀經、靈修，把神的話讀進去；

我們背聖經、我們默想神的話，讓神的話在我們的裡面；

讓我們上成人主日學的時候，把神的話學習在我們的裏面；

當我 遵行 帝 時 我 見證 帝當我們遵行上帝的話語的時候，我們見證上帝的話語，

不僅是我們自己得著，而且我們也彼此勸誡！

你我要相信出於上帝的話，是大有能力的。你我要相信出於上帝的話，是大有能力的。

我每次要去探訪、要去關懷、去幫助人的時候，我一定求神給我祂的話。

因為我知道我的話，一點用處都沒有！一點力量都沒有。因為我知道我的話，一點用處都沒有！一點力量都沒有。

但是出於上帝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

當你遇到有些弟兄姊妹，傷心難過的時候，你跟他說：「不要難過了！」

他失戀了，你跟他說：「不要難過了！」他失戀了，你跟他說：「不要難過了！」

你覺得，他會因為你說不難過，就不難過嗎？

他會說：「你又不是我！」他會說 你又不是我！」

但是你有上帝的話的時候，你就說：「你看雅各也被騙！」、

「腓利門書說，你暫時失去他，或者可以永遠得著他！」利門 暫時 或者 永 著 」

他說：「喔！這是神說的喔！」他會認真地來看待！

有的弟兄姊妹財產遭到損失，你帶他看神的話：你看約伯，後來神給他的加倍；

有的人生病了，你帶他看神的話，神怎麼樣醫治人！

弟兄姊妹，對神的話要有信心。

求神祝福我們，是一個「用心」的教會，每一個人進來都是把心志改換一新。

你每次要來教會之前，你要問問自己：「 神啊！我在過去這個禮拜，

我的 智有沒有更新 點？神啊！求你祝福我們教會弟兄姊妹之間的關係我的心智有沒有更新一點？神啊！求你祝福我們教會弟兄姊妹之間的關係，

是不斷地更新，從冷漠到熱情，充滿了憐憫和祝福！」



每個人都是當稱謝進入祂的門，讚美進入祂的院；

每個人也豐豐富富地把神的話存在心裡每個人也豐豐富富地把神的話存在心裡，

教會豐富的見證之一是上帝的話語豐富！不只是講台豐富而已！

惟有弟兄姊妹心裏面豐豐富富地有神的話的時候，惟有弟兄姊妹心裏面豐豐富富地有神的話的時候

那個教會才是一個豐富的教會！

而這樣的豐富，你有責任、我也有責任。

求神幫助每一個進到我們教會的人說：「這是一個用心的教會！」

我們是一個用心的教會！

今天台灣最大的基督教報紙—論壇報上面，有我們教會的報導！

從此各位更有名了，我希望我們是名不虛傳！

每一個來到東京的人，覺得說報導的實在是不夠，這個教會精彩極了！

就好像那個南方的女王去看所羅門王，

她說：「我看到的跟我聽到的 真天差地別！她說：「我看到的跟我聽到的，真天差地別！」

讓我們一起見證上帝的豐富和榮美。

天父我們感謝你，我們一開始就唱：

拯救 拯救在淤泥中你拯救我們、在黑暗中你拯救我們，

你讓我們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你要我們穿上品格的新衣，

你要不斷更新我們教會彼此之間的關係，你要不斷更新我們教會彼 之間的關係

你要你的平安充滿在教會裡面。

主耶穌我也仰望你真的是恩待我們主耶穌我也仰望你真的是恩待我們，

不僅聽你的話、而且遵行你的話，

富富 存在心裡將你的話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

共同來見證神的恩典和榮美。

奉主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