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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原知道
林後五1-10
諸長樂牧師 2017.05.07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是常常在追思禮拜讀的經文。
你知道你來參加追思禮拜嗎？你喜歡參加追思禮拜嗎？
我想很多人都喜歡參加婚禮，不喜歡參加追思禮拜，
但我喜歡參加追思禮拜。
因為在追思禮拜的當中，我可以看見一個敬畏神的人，上帝怎麼樣地恩待他。
在追思禮拜的當中 我也可以思想生命跟永恆的問題
在追思禮拜的當中，我也可以思想生命跟永恆的問題，
也可以提醒我自己如果有一天躺著的是我，
我能夠像今天的詩歌所說的 主在那邊點名，我 定在其中嗎？
我能夠像今天的詩歌所說的—主在那邊點名，我一定在其中嗎？
我有預備好迎見神嗎？

1 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神所造，
神
讀經
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林後五
2 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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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倘若穿上，被遇見的時候就不至於赤身了。
4 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勞苦，並非願意脫下這個，
乃是願意穿上那個，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
是願意穿上那個 好叫這 死的被生命吞滅
5 為此，培植我們的就是神，他又賜給我們聖靈作憑據。
6 所以，我們時常坦然無懼，並且曉得我們住在身內，便與主相離。
7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
8 我們坦然無懼，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
我們 然無懼 是更願意離開身體與主同住
9 所以，無論是住在身內，離開身外，我們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悅。
10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
叫各人按著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

過去在台灣長大，一直我們都有一種危機意識，因為
中國跟台灣的關係緊張，所以我們一直處在備戰的狀態。
一年多前來到日本，覺得說終於脫離這一個危機了！
有 算過 如果中國跟台灣要真的打仗的話
有人算過，如果中國跟台灣要真的打仗的話，
台灣有兩個多小時可以反應。
可是上個禮拜北朝鮮打飛彈，你知道在日本有多少時間可以反應嗎？10分鐘。
我說：「主啊！我以為日本比較安全！哪裡是安全的？」生命在你的手中嗎？
當大衛被掃羅追殺的時候，大衛跟掃羅的兒子約拿單說：
「我離死只有一步之遠！」什麼叫做一步？你站起來走一步就是這樣！
需要有多少時間呢？！其實不是只有大衛，離死祗有一步！
我們每 個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我們每一個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這段聖經說：「我們原知道」。
在使徒保羅的心中，有 個確據跟把握，或是說有 個盼望，
在使徒保羅的心中，有一個確據跟把握，或是說有一個盼望，
這樣的事情應該每一個基督徒都清清楚楚的，但是有很多人卻好像不知道！

來九27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人人都應該知道！

有 首詩歌很有名 就叫做「人人都應該知道
有一首詩歌很有名，就叫做「人人都應該知道」。
如果你到現在還不知道，我求神讓你在今天早上以後開始，你確實地知道。
第二個方面我們原知道，為什麼我們變成糊塗了呢？
第二個方面我們原知道
為什麼我們變成糊塗了呢？
因為我們的生活太舒適安逸，我們忘記了！
教會應該是 個救生站 將那些原來要死在罪惡的深海當中的人救出來
教會應該是一個救生站，將那些原來要死在罪惡的深海當中的人救出來。
但是我們在這裡久了、舒服了，我們把他變成一個俱樂部了。
我們在這邊享受、享受、批評一下設備不夠好、批評一下一些事情！
我們忘記了上帝拯救我們最重要的目的、
我們忘記了審判是從上帝的家開始的、
我們忘記了當我們知道有永生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來面對永生、如何面對死亡。
一個人唯有知道他要面對死亡、有永生的時候，他才能夠知道
在今生好好地過日子，他才會珍惜上帝所給他各樣的恩賜、資源和生命。

當我想到屬土的形狀的時候，我終於懂得為什麼我是土裡土氣的，
你們不要笑！不是我土裡土氣而已，你們每一個人都土裡土氣！
我們就是土裡土氣。因著土裡土氣，所以是有限制的；
因著土裡土氣 我們沒有什麼可誇的
因著土裡土氣，我們沒有什麼可誇的。
但是另外一個方面我們有盼望，
我們將來有一個屬天的身體是榮耀的、
它是一個榮美的，
比我們在世上最好的時候，還要榮美千百萬倍。
基督徒要有一個確據跟把握，使徒保羅說：
「當我們地上的帳篷拆毀了，我們必能得到那天上永存的房屋。」
一定能夠得到！這是神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的應許跟盼望。
定能夠得到 這是神在我們每 個 身 的應許
望
不要花太多的功夫在你這土裡土氣的身體上面！
好好來經營上帝要給你那永恆的祝福。
這邊講得這麼有把握—「一定能夠得到」。

一、地上與天上的差別
聖經上告訴我們說：地上的身體好像帳篷一樣，是上帝透過父母親所給我們的。
保羅的本業是支搭帳篷的，所以他真正知道帳篷是怎麼回事！
帳篷是脆弱的 是短暫的 是旅行用的 我們在這
帳篷是脆弱的、是短暫的、是旅行用的，我們在這世上就像客旅一樣，
就像客旅 樣
帳篷的使用是非常有限制的。，你、我的帳篷也許有一點價格不同…
但是無論如何，它就是一個帳篷，它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當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上帝要給我們一個榮耀的身體。
地上的帳篷是神透過父母親給我們的，但是那個永恆的身體
卻是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是天上永存的房屋。
天上永存 房
它不是暫時的，它是堅固的，它是可以存到永遠的。
林前十五 我們在地上的身體是必朽壞的，而天上的身體是不朽壞的；
我們在地上的身體是必朽壞的 而天上的身體是不朽壞的

地上的身體是羞辱的，天上的身體是榮耀的；
地上的身體是軟弱的，天上的身體是強壯的；
地上的身體是血氣的、有屬土的形狀，天上的身體是靈性的、有屬天的形狀。

我們今天讀的使徒信經，我希望再次提醒你—
「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
這不是只是唸唸而已！而是在你心裡面的一個確據跟把握。
另外一個方面我要提醒各位更嚴肅的一件事情，
基督徒形容死亡像睡覺一樣！
 但是
是 林前十
林前十五51 我們
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
是都要 覺 乃是都要 變
 帖前四 也是講到如此。
弟兄姊妹你最大的盼望是什麼？不是死後得永生而已！
你有沒有盼望在一霎時、眨眼之間，上帝把你提到空中與主相遇？
這是在聖經當中，講的一個被提的真理。
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但是我們都要改變。你說這事情什麼時候會發生？
聖經上說在一霎時之間，在眨眼的時候。
你進來到現在眨眼 多少次
你進來到現在眨眼了多少次？
你每一次的眨眼都有可能發生！你預備好沒有？

馬太福音講到主耶穌要來的時候，
說兩個人在床上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
我每天早上起來，我第一個先看看師母在不在！
各位不要笑！你預備好了嗎？你在被提的當中有分嗎？
也就是說，你有沒有隨時準備好？
還是你覺得這事情離你還很遙遠，根本不必去想。

我曾經在想說「復活」，
 不是很多人我們等他復活等到現在，
等了幾千年還沒有復活。
 但是這邊又說—我們在離開世界以後，
但是這邊又說 我們在離開世界 後
立刻就可以得到上帝所賜榮美的身體！
我怎麼調和這當中的解釋？

聖經上有很多被提的例子，
 舊約 以諾與神同行，神就將他取去了；
 使八39 傳福音的腓力，當他去曠野傳完福音以後，上帝就把他提走了；
 林後十二2 使徒保羅也有被提到三層天的經歷！

當我迫切禱告的時候，神開啟我的眼睛—
進入永恆以後，是不受時間限制的。
只有我們這些人覺得一年、兩年好長，
一千年、兩千年好長喔！

弟兄姊妹你渴望被提嗎？求主恩待我們東京國際基督教會的
每一個人，沒有人說：「我不知道這個真理！」
唯有這樣 個真理深深在你的 裡 你才會好好地預備
唯有這樣一個真理深深在你的心裡，你才會好好地預備。
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

二、「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
基督徒知道死亡不是結束，是一種得勝，
是這個必死的身體，被一個永恆的生命吞滅了。
林後五2 我們在這帳篷裡嘆息
我們在這帳篷裡嘆息，
深深地想要得到那天上來的房屋。
腓一21 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你活就是基督，死了才有益處喔！
你活著不像基督徒，你死了一點益處都沒有。
腓一22 我活著，我可以為主做工。
我活著 我 以為主做
這個對弟兄姊妹很重要！我活著對建立教會、對宣教很重要！
腓 23 但是我知道，當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腓一23
我是與基督同在、好得無比！
你說： 多好？」好得沒辦法比！
你說：「多好？」好得沒辦法比！
這是使徒保羅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進入永恆以後，是穿越時間的。
也許在這邊你覺得好長！
但是在永恆的當中 你覺得說就是 霎時
但是在永恆的當中，你覺得說就是一霎時、一轉眼之間。
轉眼之間
上帝的真理是彼此在主的裡面，讓我們清清楚楚的。

同時他講到說，當我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們好像穿上衣服 就 是 赤身
我們好像穿上衣服，就不是那赤身了—
是光溜溜的、是羞恥的！
聖經第一次出現赤身，是在哪裡？
聖經第
次出現赤身 是在哪裡？
是在 創三 亞當、夏娃犯罪以後。
犯罪了、就好像神的榮耀離開他了，
所以他就像沒有穿衣服一樣，他會害怕，
想要 樹葉來遮 自
羞
他想要用樹葉來遮蓋自己的羞恥。
在聖經當中也告訴我們，當我們穿上衣服，
當我們與主遇見的時候，我們就不是赤身的。
當我們信主以後，神讓我們穿上新人！
但是我們不祇是要穿上救恩的新人而巳，
神要我們在主的裡面好好地過日子。

啟三 上帝責備老底嘉教會—一個不冷不熱的教會，說：

「你要買白衣 過聖潔 公義的生活
「你要買白衣，過聖潔、公義的生活。」
啟十六 主耶穌說：「看哪！我來了要像賊一樣！

那警醒看守衣服的，那個人是有福的。」
不僅僅如此！我們每一個人在主面前所行的公義的生活，
啟十九8 我們有那光明潔白的衣服
我們有那光明潔白的衣服，是信徒所行的義。
是信徒所行的義
我們很強調「因信稱義」，但是真正的信心，一定會產生行為的改變，
沒有行為改變的那個信心是假的。
你穿上了神給你的新人以後，你一定會有新的行為、行事為人的準則。
如果你說你穿上了沒有任何的改變，你就好像那國王的新衣一樣，自欺欺人！
你知不知道你生活的每一天在編織上帝給你的榮耀、潔白的衣裳？
還是你還在罪惡當中打滾、你不在乎！我們每一個人，
要好好地在生活當中編織上帝要我們編織的潔白衣服，可以坦然見主。

今天我們所唱的詩歌說—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 我 定會在其中
在那邊點名的時候，我一定會在其中！
但是在啟示錄裡面卻告訴我們，我們要非常地謹慎，
免得我們的名字從生命冊上被塗抹了！
我覺得我考取了、我一定可以上，
但是聖經上卻告訴我們說—上帝拯救你，但是你要謹守；
是聖
卻告訴我們
帝拯救
是 要謹守
免得你的名字會從生命冊上塗抹了。
你不要跟我說：「牧師！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我想一點都不衝突，
我還是回到那一點，你真正的得救嗎？
你會按照那個新生命的樣式來生活的。
如果你沒有改變，你只是自以為自己得救了，
你可以自我感覺非常良好！但是到時候，你後悔都來不及。

基督徒一點都不消極，我們不是很消極地說：
「既然地上身體那麼不好，我乾脆脫下算了！」
乃是我們有一個更深的渴慕要穿上那個，
因為我們知道當穿上那個的時候 是死亡被吞滅了！
因為我們知道當穿上那個的時候，是死亡被吞滅了！
人最大的仇敵，就是死亡。
但是對基督徒來說，
是對基督徒來
那樣的一個過程，卻是一個得勝的過程。
聖經上也告訴我們說，在神那裡有一本生命冊，
而那本生命冊很寶貴，是上帝救恩的祝福在我們身上。
但是上帝卻提醒我們說，
你
你要知道你的名字有沒有在那生命冊上？
道你的名字有 有在
命
我們去應徵工作、我們考試，我們都希望金榜題名，
但是在永恆的生命冊上面，你有沒有名字？

三、我們憑著信心可以坦然無懼
神為著永恆而造我們、救贖我們、栽培我們，我們知道住在身體裡是受限制的，
我們可以坦然無懼地面對死亡，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已經得救。
我們可以坦然無懼 因為知道我們離開了身體 是與主同在
我們可以坦然無懼，因為知道我們離開了身體，是與主同在。
你說：「牧師啊！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死過，那邊我們都沒去過！」
但是這邊卻告訴我們，你行事為人是憑著什麼？是憑著信心。
你信耶穌為你而死嗎？你信2000多年前，在各各他為你而死的
耶穌的寶血可以洗淨你一切的罪嗎？那時你在各各他嗎？但是你相信！
不錯！我們還沒有去天堂，但是你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
你怎麼樣地信耶穌為你死，你也要怎麼樣相信永恆。
神最喜歡我們就是對祂有信心，使徒信經—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
對祂有
使徒 經
身
神非常看重我們對於永生、對於身體復活的信心，
過於你的身體疾病得醫治 過於你的困難得到解決。
過於你的身體疾病得醫治、過於你的困難得到解決。
使徒保羅說：若是沒有身體復活，我們信的都是枉然的。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相信死亡是「必死的被吞滅了」，
我們因著這樣的信心 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
我們因著這樣的信心，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
我們可以坦然無懼面對每一個日子、每一個環境。
我們每做一件事情都是憑著信心：我憑著信心而奉獻、我憑著信心而傳福音、
我們每做
件事情都是憑著信心：我憑著信心而奉獻、我憑著信心而傳福音、
我憑著信心做主的工、我憑著信心為人聖潔，因為我是活在主的面前，
別人怎麼看不重要 別人看不見也不重要！但是你知不知道
別人怎麼看不重要，別人看不見也不重要！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是活在主的面前，主看見、主都知道。
你相信的是怎麼樣的 位上帝 你的行事為人就是如何
你相信的是怎麼樣的一位上帝，你的行事為人就是如何。
有的人拜偶像，又去做壞事，就把偶像的眼睛拿一塊布蒙著！
你是蒙偶像？還是蒙你自己？我們的上帝是鑑察全地的，你蒙不了他的眼睛。
你活在上帝的面前，你會怎樣活？
你知道你服事在上帝的面前，你會怎麼樣地服事？
因此最後一個使徒保羅說：「我立了志向，要討主喜悅。」
「我
志
討主喜悅

在我們當中若還沒有信主的朋友，今天是一個大好的機會，
聖經上說： 人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悅！」
聖經上說：「人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悅！」
現在就是尋求祂的時候、
現在就是抓住上帝給你機會的時候，
在 是
上帝給你機會 時
你信靠祂就把自己擺在一個蒙神喜悅的位置和路上，
你的人生會不一樣！
你不再活在咒詛的下面，而是活在上帝的祝福裡。
你知道生命不在你的手中嗎？如果你我今天離開世界，
我們有這個把握和確據—是到主那裡去、與主同在嗎？
我們見主的時候，可以向主交帳嗎？
當你去探望那些病重 甚至面臨死亡的基督徒
當你去探望那些病重，甚至面臨死亡的基督徒，
你知道要用這一段話來跟他彼此地勉勵嗎？
還是我們只能夠像世人一樣說： 你一定會好起來！」
還是我們只能夠像世人一樣說：「你一定會好起來！」
你可不可以抓住機會說：「人不是只有今生，人有永恆！」

他知道死亡以後要交帳，他懂得來珍惜他的生命、來過在世的日子。
因此他立了一個志向，要討主喜悅。我們都說：神愛我們每一個人，
我也相信神愛我，但是神不一定喜歡我。連主耶穌做很多的事情，不論是天上、
不論是祂自己講的說
不論是祂自己講的說：「我常常做主喜悅的事情！」你有做上帝喜悅的事嗎？
我常常做主喜悅的事情！」你有做上帝喜悅的事嗎？
這是你的志向嗎？所以使徒保羅勸勉那些明白救恩的人，羅十二1 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祭，這是上帝所喜悅的、是聖潔的，我們如此事奉上帝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不這樣活，才奇怪！我們要像以諾一樣，與神同行的。以諾一生365歲，
一年365天，是不是上帝提醒我們，每天都要為主而活。
基督徒做每一件事情要察驗，察驗我的動機是不是討主喜悅？
察驗這件事情是不是討主喜悅？因為這是在神的面前非常重要的！
來十
來十二28
要用虔誠敬畏的 來事奉上帝 這是上帝所喜悅的 聖經告訴我們
要用虔誠敬畏的心來事奉上帝，這是上帝所喜悅的。聖經告訴我們—
做各樣的善事、和愛護需要的人，也是神所喜悅的，所有這些事情在神的面前
被永恆地紀念。愛神、愛人、愛教會，弟兄姊妹！愛神、愛人、愛教會！
願上帝的愛讓我們癲狂，願上帝的愛激勵我們！

已經信主的，堅固他的信心。還沒有信主的，趕快跟他傳福音。
你要如何渡你剩下餘生的日子呢?
有一些長輩我常常跟他們講，他們就自誇說：
「我已經大半生都在土裡了！」
我已經大半生都在土裡了！」
對不起！我沒有對長輩不恭敬！
其實，每一個人你到底有多少在土裡面，你也不知道。
你不要說：「我還年輕！我大半部都在上面！」
中國人說：「黃泉路上無老少！」
我主持過生下來三天過世的人、
我也主持過超過百歲的人的追思禮拜，
重點是當我們還在世上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立志向要討主的喜悅？
你在哪些方面做 可以討上帝的喜悅？
你在哪些方面做，可以討上帝的喜悅？
慕道的朋友，你今天願意抓住機會，來歸向神嗎？

天父，我們原該知道！若是我們忽略了，
求你聖靈今天深深地提醒我們，
我們不再害怕面對死亡，
我們不再害怕面對死亡
讓我們有復活、永生的盼望，
更讓我們羨慕主的同在，
也讓我們有一個志向要討主的喜悅。
主，你也恩待我們當中慕道的朋友，
趁著你可尋找的時候尋找你、
相近的時候來求告你。
我們這樣的禱告是奉主耶穌的名 阿門
我們這樣的禱告是奉主耶穌的名，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