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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
讀經
可一1、 9 那時，耶穌從加利利的拿撒勒來，
在約 河裡受了約翰的洗
在約旦河裡受了約翰的洗。
99-15
15
10 他從水裡一上來，就看見天裂開了，
聖靈彷彿鴿子，降在他身上。
11 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12 聖靈就把耶穌催到曠野裡去。
13 他在曠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試探，並與野獸同在一處，
曠
處
且有天使來伺候他。
14 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 神的福音，
15 說：「日期滿了， 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開始播放

洗禮的愛
可 1 9 15
可一1、9-15
諸長樂牧師 2017.08.06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今天下午有洗禮，也盼望弟兄姊妹雖然早上崇拜過了，如果你願意一起來
歡迎這些在主裡的新生嬰孩 下午還是可以來崇拜 洗禮不是只有那些受洗
歡迎這些在主裡的新生嬰孩，下午還是可以來崇拜。洗禮不是只有那些受洗
的人的事情，他是加入一個屬靈的家庭，而這個家庭就是你我這些人，
我們希望他們加 的是 個充滿了熱情的家庭 而不是 個冷漠的家庭
我們希望他們加入的是一個充滿了熱情的家庭，而不是一個冷漠的家庭。
你說：「這個人我不認識。」六月的時候我有了第三個孫子，
我以前也不認識他，我女兒生了他以後我也要說：「很高興認識你」，
但是我越接納他越愛他，我跟他的關係就越來越親密。
每次洗禮，我想我們都歡喜快樂，因為有人得救。
聖
聖經上說「一個人得救，天上的天軍都歡喜快樂」
說「 個人得救 天上的天軍都歡喜快樂 (路十五10)
(路十
)，
洗禮是連結天和地之間的事情。

另外一方面，每次參加洗禮我也會省察自己：
信主多年了我有沒有成長？我目前屬靈的光景是怎麼樣？
洗禮不僅僅是一個信心的見證，
更是 種屬靈的連結和委身。
更是一種屬靈的連結和委身。
 馬太、馬可、路加三卷福音書都記載耶穌受洗的過程，

約翰福音也見證耶穌受洗的時候聖靈降臨在耶穌身上。
約翰福音也見證耶穌受洗的時候聖靈降臨在耶穌身上
今天我們看的經文講到當耶穌從水裡上來的時候：
「看見天開了，聖靈好像鴿子一樣降在他的身上。
又有聲音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可一10-11)。」
 三卷福音書都是一模一樣的―
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太三17;可一11;路三22)。
因此我今天願意從「愛」的角度
來跟各位一起思想洗禮的意義。

一、神是愛的源頭。
聖經中第一次出現三位一體真神的工作是在 創
創一 神創造這個世界：
「起初神創造天地…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你會發現父神上帝、聖靈以及上帝的話語，約一 上帝的話語，就是耶穌基督，
上帝的獨生愛子―「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當中，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馬可福音是四卷福音書裡原始的資料，如同創世記，讓我們看見在耶穌受洗的時候
三位一體真神再 次同時出現：耶穌受洗，天父說話，聖靈降臨；
三位一體真神再一次同時出現：耶穌受洗，天父說話，聖靈降臨；
所以基督徒所信的神是三位一體的真神。

聖父、聖子、聖靈常常談心，也彼此尊重，充滿著對彼此的敬愛和重視，
衪們彼此相愛，也榮耀對方，同時衪們在這樣的愛和榮耀的關係中充滿了喜悅。
 榮耀跟拍馬屁不一樣，「拍馬屁」是這個人不怎麼樣、你還說他很怎麼樣，
 但是「榮耀」一個人，是「無條件的願意服事他」，
是 榮耀」 個
是 無條件的願意服事 」
不是因為我們可以得到什麼，而是出於愛和欣賞他們真正的本相。
很多父母親說「我以我的孩子為榮」「我以我的孫子為榮」；我實在看不見除了
替
替他換尿布之外，現在能夠從他得到什麼？但我就是愛他，這是榮耀的意義。
布
在 夠
麼
我就是愛他 這 榮耀 意義
三位一體的真神，本質上的特性是：彼此獻上自我的愛。

什麼叫「三位一體」呢？就是：我們所信的是獨一的真神，但是衪有三個位格。
什麼叫
三位 體」呢？就是 我們所信的是獨 的真神 但是衪有三個位格
 什麼叫做「位格」？一個人的人格整全，最少要有三個要素：
有「智力」能夠判斷、健康的「情感」表達、健全的「意志」；
具有這三個要素才成為一個健全的位格。
而我們在聖經裡面看見聖父、聖子、聖靈同時具備這三個要素。
 人的理性有限很難用理性去了解，
人的理性有限很難用理性去了解
但是我們卻可以從聖經中看見這三個位格之間彼此的關係…

如果我們相信這個世界如同使徒信經所講的是上帝所創造的，
那麼，上帝那個三位一體之間彼此相愛的關係，就是我們生命真正的意義，
也是我們生命當中最重要的關注。我有機會送很多人離開這個世界，
有的人很有成就，有的人一生非常辛苦，但不管有成就、有錢，貧窮、辛苦，
他對這一生有什麼、沒什麼已經不在乎了，他最在乎的是：
「有沒有人愛我？ 「 生中最親密的人 現在的關係如何？
「有沒有人愛我？」「一生中最親密的人，現在的關係如何？」
「到底還有沒有機會修復已經破壞了的關係？」

約壹四16 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相信，神就是愛。

住在愛裡面的，就是住在神的裡面。更重要的，神也住在你的裡面。
約壹四10 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做了挽回祭，這就是愛。愛是願意付代價的，
羅五8 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上帝差衪的獨生愛子為我們死，
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一個真正被愛的人，他會以愛他的人為他生命的中心。
我的女兒嫁到美國，很遠，我很捨不得她，她也很捨不得我們。
她結婚前寫了一篇短文，她說：「我捨不得我的父母親，我捨不得我所愛的環境，
但是當我找到真愛的時候，我會義無反顧的往前走。」
我不曉得是該高興還是該難過，但是我覺得她是對的。當你真正愛一個人的時候，
你會以他為中心，知道神愛我們的時候，我們的生命就是願意以神為中心；
我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根據我們跟神之間愛的關係來思考。
我們不要傷害愛我們的神使衪擔憂，
一個人真正愛人的時候，他不願意讓愛他的人為他傷心難過。
當我們愛神的時候，我們生命中就要充滿各樣的喜樂、恩典和祝福。

有人說生命好像一個華爾滋。跳舞，如果我不會跳怎麼辦？沒有關係，
如果有 位非常會跳舞的，他可以帶著我來跳，我只要把我自己交給他，
如果有一位非常會跳舞的，他可以帶著我來跳，我只要把我自己交給他，
我們就可以跳出一個非常美的舞蹈。
我的孫女還小的時候才 歲多 點 他們拍了 個影片給我看
我的孫女還小的時候才一歲多一點，他們拍了一個影片給我看：
我的女婿抱著他的女兒跳華爾滋，哇，跳的好好看！
反過來，如果一個不會跳舞的人說「我來帶領這支舞蹈」，
那恐怕是災難一場。
所以你可以曉得：為什麼要把我們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
你人生的華爾滋如果讓神來帶領你，那是充滿了美感和祝福；
但是如果你要上帝配合你，那你的生命就充滿了各樣的苦難。
太廿八19 講到一個人受洗的時候，也講到三位一體真神―

「我們傳福音是奉父、子、聖靈的名為人施洗。」
我們信仰的這 位上帝祂是愛的 頭 神就是愛
我們信仰的這一位上帝祂是愛的源頭，神就是愛。
你信主是接近這樣一個愛的源頭，一個人受洗以後是進入了那個愛的關係。

二、進入愛的關係。
你認識了神是愛的源頭，救恩邀請你進入這個愛的關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可一15 我們也看到主耶穌受洗後就開始傳道，衪傳的道很簡單：
「要悔改，信福音。」悔改就是我們「心思意念的改變」，
因著心思意念的改變，我們生活的方式也改變，我們遠離罪惡，
遠離上帝所不喜歡的事，轉向上帝所喜悅的事，遠離自我中心思想的那個道路，
不再自己做王，而是讓神在我們的生命中來做王。不僅僅悔改，而且是
「信」「進」了福音，希臘文「信」的後面有一個介系詞就是「進」，
信得進去，你不是頭腦的認知而已，而是從心裡面接受。
什麼是「福音」？福音是講到「耶穌基督」。福音不是來定罪你，
也不是一些規定跟要求―你要做這個你不要做那個。
福音乃是一個罪人的好消息，是讓人蒙福的一個好消息。
福音是宣告上帝已經為你我做的事情，而這件事情改變了你我的身份，也改變了
你我的生活。就像以色列人過去在埃及是奴隸，他們出埃及以後就變成
神的百姓，身份改變。他們過去過著奴隸的生活，現在過著自由的生活。

三、回應愛的委身
耶穌受洗以後就被聖靈催或引到曠野去受撒但的試探。人生是 個很美的
耶穌受洗以後就被聖靈催或引到曠野去受撒但的試探。人生是一個很美的
華爾滋舞蹈，但有的時候人生也像紐西蘭的戰舞一樣―充滿了各樣的爭戰。
我們第一次看見撒但是在
我們第
次看見撒但是在 創三，聖經告訴我們，不僅有上帝，
聖經告訴我們 不僅有上帝
而且有一個非常具體真實的邪惡勢力，這樣的勢力抵擋神也傷害人。
曠野是每一個信主受洗的人都要面對的經歷，我們作主的門徒就是跟隨主的腳蹤，
不可能主耶穌去曠野你不去礦野，以色列人過紅海之後就進入曠野。
我們今天要花一點時間從 創三 來看「魔鬼慣用的伎倆」。
魔鬼先使夏娃懷疑上帝的話語和主權，創三1 牠的第一句話說：
「神豈是真的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樹上所有的果子嗎？」事實上神是怎麼說的呢？
創二16「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園中各樣樹上的果 你 以隨意吃
是分別善惡樹的果 你
以吃
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當撒但跟夏娃對話的時候，夏娃對上帝的話
加油添醋、半信半疑，神說：「 定死 ，她說：「免得你們死 。
加油添醋、半信半疑，神說：「一定死」，她說：「免得你們死」。
撒但看有機可乘…

福音是講到神願意和你連結，這樣的連結是基於愛，
不是你做了什麼，或者你沒做什麼。
今天很多人我跟他傳福音的時候，
他說 我也沒做什麼壞事 為什麼要信福音？」
他說「我也沒做什麼壞事，為什麼要信福音？」―
福音是告訴你「上帝所成就的」、「神為你我做了哪些事情」。
羅一16 福音是神的大能
羅
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要救 切相信的

當你從心裡面去接受的時候，上帝的大能就在你的生命中來彰顯。
信心就是承認自己的失敗和需要，
並且接受耶穌基督的救恩，從此依靠神而活不再靠自己。
神使我們在福音中，從一個黑暗的權勢遷到愛子的國度裡，
因此，洗禮就是讓我們進入一種蒙愛的關係，讓我們也成為神所喜愛的―
此 洗禮就是讓我們進
蒙愛的關係 讓我們也成為神所喜愛的
感謝主，這就是我們所信的福音。
我再一次說，不是你做了什麼或沒有做什麼，而是接受上帝為你所做的。
我再
次說 不是你做了什麼或沒有做什麼 而是接受上帝為你所做的
當你進入這樣愛的關係的時候，你一定會對這樣的愛有一種回應。

當一個人懷疑了上帝的話和主權的時候，就是開始接受謊言的開端。
所以撒但接下來就說：「你們不一定死。不僅不一定死，
而且你們吃了以後會有智慧，眼睛會明亮；
而且可 像神 樣能夠知道善惡 」
而且可以像神一樣能夠知道善惡。」
撒旦開始製造一些謊言，結果夏娃吃了，眼睛明亮了。
謊言的可怕就是它不全是假的，它有一部分好像是真的。
她眼睛是明亮了，但是她有沒有像神一樣知道善惡呢？
她眼睛明亮了第一個看到的是自己赤身露體，她失去了上帝榮耀的保護；
她感到羞恥害怕，躲避神。
害
就好像有些賣藥的人他要勸你吃一種藥，他一直告訴你說這個藥很有效，
但是他不告訴你這個藥有很多副作用 這個副作用會讓你喪命的！
但是他不告訴你這個藥有很多副作用，這個副作用會讓你喪命的！
賣藥的人只會講藥的好處，但是隱藏藥的副作用，
而且這個是不必負責任的；
但是你聽了他的話以後，後果是你在承擔！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有人告訴你「現在聚會的人很多，你想要坐二樓嗎？你要提早來。」
有一個常常遲到的人，他跟你說「不一定要早來」，你要聽誰的？
當你聽了那個遲到的
當你聽了那個遲到的人，晚晚的來，結果坐不進二樓，你去找那個人算帳嗎？
晚晚的來 結果坐不進 樓 你去找那個 算帳嗎？
那個人說「我只告訴你不一定要早來，所以不一定會沒有位置啊！」
好可惜！人可以不顧上帝為他們所做的一切，反而相信魔鬼的鬼話連篇。

2. 要祂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從殿頂上跳下去。就好像有一個人說：
「牧師，如果你是上帝的僕人，你上五樓跳下來，如果不死，你就是上帝的僕人！」
「牧師，如果你是上帝的僕人，你上五樓跳下來，如果不死，你就是上帝的僕人！
只有那種很叛逆的小孩才會去探測那個愛的底線，「我拼命搗蛋，看你…
我就是要證明你不愛我！」其實不可以證明的 只會傷了真正愛你的人的心
我就是要證明你不愛我！」其實不可以證明的，只會傷了真正愛你的人的心。
3. 「你拜我，我就把這個世界的一切榮華都給你。」
「你可以不需要上帝對你的愛，你就可以自我滿足」。

今天我們也要非常的小心，如果我們講一些
自以為是又沒有根據的話那很容易，
但是這些話並不能夠動搖上帝的真理，神說必定死就是會死。
你要相信並且接受順服上帝的話，來取代對上帝的懷疑跟謊言。

但是事實上，當離開了上帝的時候，我們什麼都不是。藉著洗禮，
我們宣告我們是神的兒女。我們不離開這個世界，但是我們又不屬於這個世界。
洗禮是一種委身，是對愛的委身，唯有這種委身，洗禮才有真正的功效。
這種委身就是 羅六：「將自己的肢體獻給神作義的器具」，
羅八：「做一個體貼聖靈而不體貼肉體的人，因為體貼聖靈就是生命平安，
「
為體貼聖靈
生命平安
體貼肉體就是死亡，不能得神的喜悅。」
雖然我們過去常常失敗，但是不要忘記，當你受洗之後，
有天使有聖靈來幫助你，有上頭來的力量成為你的幫助。

撒但對耶穌的試探也是如此：
1. 要衪懷疑上帝：「你看，連你最需要的食物都不供應你。」
懷疑上帝的愛 「你自己想辦法吧 上帝不愛你了！
懷疑上帝的愛：「你自己想辦法吧，上帝不愛你了！」
一個人灰心的最大標誌就是「上帝不愛我了！」

亞當在伊甸園失敗了，以色列人在曠野失敗了，
在我們裡 的耶穌基督卻得勝
在我們裡面的耶穌基督卻得勝了。
 甚至到一個地步，亞當在最美的伊甸園失敗了，
但是神的兒子是在最恐怖的客西馬尼園得勝了！
 亞當夏娃吃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遭到了死亡，
神的兒子在客西馬尼園選擇那棵樹 就是十字架
神的兒子在客西馬尼園選擇那棵樹，就是十字架。
本來我們該死的衪替我們死了，讓我們這些信靠他的人，
在永恆當中也可以聽到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對神有不同的想法，就會帶出不同的定義：
 有的人所信的神是一位非常可怕的、很難討好的，很嚴厲的，
所以要做很多功德、好事，要守很多規定，才能夠得到這位神一點點眷顧。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我們所信的神是一位愛的神，
祂邀請你進 這個愛的關係 當你進 這個愛的關係的時候
祂邀請你進入這個愛的關係，當你進入這個愛的關係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是有價值的，你會找到你人生的方向和義意。

最近有一個傳道人分享說，
很少人是因為理性被人說服了而相信的，
人，絕大部分都是因為被愛而相信。
很多 不信 也不是因為通不過理性 而是在他生命中充滿了各樣的傷害
很多人不信，也不是因為通不過理性，而是在他生命中充滿了各樣的傷害，
他沒有感受到愛：沒有感受到家人的愛，沒有感受到朋友的愛，
對不起，有的時候也沒有感受到教會的愛！
很多人存著那樣的渴慕希望來教會得到愛，這樣的愛是你我的責任跟見證！
當我們活出愛的時候，原諒我告訴各位，很多接受洗禮的，
最重要的就是：「我是被愛的！」
我不是說他們糊里糊塗的，而是：最能觸動他們心的是那個「愛」，
上帝的愛還有兄弟姐妹們的愛。
上帝的愛還有兄弟姐妹們的愛
另外一個方面，也因為愛，
我們願意在生活生命的每 個角落來榮耀神
我們願意在生活生命的每一個角落來榮耀神。
獻身為主而活，勝過試探成為主手中貴重的器皿。

主耶穌 我們感謝你！在今天的早上你恩待我們
主耶穌，我們感謝你！在今天的早上你恩待我們，
再次的開我們的眼睛讓我們認識愛的源頭。
謝謝你 我們已經進入那個愛的關係
謝謝你，我們已經進入那個愛的關係，
我們進入了愛的拯救。
我
為我 當 慕道的朋友禱
我們也為我們當中慕道的朋友禱告，願你也在他們心中工作，
在他們的周圍差派許許多多愛的使者，
讓他們感受到你的愛，而願意進入這樣的關係。
也讓我們因為愛你，把自己獻給你，
讓我們因為愛
把自己獻給你
成為一個你所喜悅的器皿，用我們的生命來榮耀你。
我們這樣的禱告是奉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