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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造的人
林後 9 19
林後五9-19
諸長樂牧師 2019.08.05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各位在主裡的家人大家平安！今天下午有洗禮，也有聖餐。
主耶穌在教會設立了聖禮，是要讓神的恩典，用我們看得見、摸得到、
甚至嚐得到的方式來呈現。所以每一個聖禮，在神的面前都非常地重要。
甚至在聖餐的時候提醒我們說，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我們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此我們每逢吃的時候，要好好省察我們跟神、跟人之間的關係。
因為聖禮就是表明神的恩典，祂的救贖工作，和祂的同在。
不僅僅如此 每次當我們參加婚禮 喪禮 對我們都有教導和提醒的作用
不僅僅如此，每次當我們參加婚禮、喪禮，對我們都有教導和提醒的作用。
我主持過許許多多的婚禮，雖然我常常講的一句笑話就是：
「我們辛苦一下，新人辛苦一輩子。」但是事實上我年紀愈大主持婚禮的時候，
我們辛苦 下 新 辛苦 輩子 」但是事實 我年紀愈大主持婚禮的時候
我都會自己省察，當我結婚了30多年，快進入40年的時候，
我有沒有好好的經營我的婚姻？我有沒有好好履行我在婚禮中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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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因為我們眾
因為我們眾人必要在基督臺前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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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我們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勸人。但我們在 神面前是顯明的，
盼望在你們的良心裡也是顯明的。
12 我們不是向你們再舉薦自己，乃是叫你們因我們有可誇之處，
好對那憑外貌不憑內心誇口的人，有言可答。
13 我們若果顛狂，是為 神；若果謹守，是為你們。
14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
15 並且他替眾
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死 是叫那些活著的 不再為自己活 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16 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憑著外貌認人了。
雖然憑著外貌認過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了。
17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18 一切都是出於 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
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
19 這就是 神在基督裡，叫世人與自己和好，
不將他們的過犯歸到他們身上，並且將這和好的道理託付了我們。

讀經
林後五
9-19

我也有很多機會主持喪禮，每當主持喪禮的時候總會思想，如果今天躺在那裡、
離開世界的是我，我能坦然見主嗎？我有留了哪些品德和作為是值得人來紀念的？
 原諒我說真的有些喪禮非常難主持，實在不曉得要怎麼講這個人！
所以好不好為著你以後的喪禮我容易主持一點，請你做好一點。
 其實喪禮是表明一個人雖然死了，因著信仍舊說話，
見證他怎麼活出上帝的真理。因此聖禮是有教導的作用。
今天我們要參加一些弟兄姊妹的洗禮，
今
我們要參加 些弟 姊妹的洗禮 除了讓我們看見上帝在他們身上的恩典，
除 讓我們看 上帝在他們身上的恩典
我們也要好好省察，我信主了這麼多年，我的靈命是否有成長？信主了這麼多年，
我有沒有把 個人帶到主的面前？聖經上說 我們沒有 個人可以白白的領受
我有沒有把一個人帶到主的面前？聖經上說，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白白的領受
神的恩典！我們應當感恩，也應當報恩，否則我們就是一個忘恩的人。
詩篇103篇「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一切的恩惠。」

我們今天有洗禮，聖經上說：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因此我們要再 次來思想： 個信耶穌的人 是在哪些方面變成新的？
因此我們要再一次來思想：一個信耶穌的人，是在哪些方面變成新的？
哪些事情是在我們信耶穌以前所在我們身上做的，我們要讓它放下。

一、新造的人是一個「交帳的人生」。聖經裡說：
上帝為永恆而培植我們，人是為永恆而被造，因此上帝賜給我們永遠的生命。
你我的生命不是只有聚焦在短短的這世上幾十年，都是為永恆而被創造。
林後四-五8 保羅教導基督徒如何面對死亡：我們的外體會一天一天地毀壞，
 不管你用什麼樣的保養品、化妝品，都會毀壞！只是看起來好一點而已，
沒有人可以抵抗生命的律。妝得愈厲害的，當妝卸下來以後愈可怕。
 但是基督徒除了外體會毀壞，我們內心可以一天新似一天。
但是基督徒除了外體會毀壞 我們內心可以 天新似 天
基督徒知道死亡不是結束，而是被復活的生命所吞滅。
我們脫下這個必朽壞的身體，穿上一個新的復活的身體。
以前年輕的時候我很窮，所以都去找最便宜的西裝，夏天太熱、冬天不夠暖。
但是我來到日本以後，有人跟我說：「牧師有一種西裝夏天穿了也不會熱！」
我就去做了一套！請問我穿過了這套穿上也不會熱的西裝以後，
我還會去穿以前的那種西裝嗎？
弟兄姊妹，當有一天我們穿上復活的身體，
弟兄姊妹 當有 天我們穿上復活的身體
就曉得這個臭皮囊實在是…趕快丟掉吧！

親愛的朋友和弟兄姊妹，我們死後是要在基督的台前來交帳，
按著我們本身所行的 或善 或惡受報
按著我們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惡受報。
我們至少要在三方面來交帳：
1 我們有沒有好好運用上帝所給我們的恩賜和才幹
1.
我們有沒有好好運用上帝所給我們的恩賜和才幹，
來服事人、來愛人。
 當我在思想的時候，我求神給我們的弟兄姊妹有一種禱告：
「神啊！求你給我更多的恩賜，我可以服事人、可以愛人。」
原諒我說：我很少聽過這樣的禱告！
 我常常邀請人服事的時候，那個人說「我沒有恩賜，牧師！」
沒有恩賜就可以不服事了，對不對。
我就問他，你沒有錢的時候怎麼辦？他說「向神求！」
沒錢，向神求！沒有恩賜，不向神求！
你覺得神比較喜歡你求恩賜？還是求錢？
上帝有給每一個人恩賜，你我都要拿出來使用。
帝有 每
我都 拿出來

我有許多好朋友年紀差不多的，現在我們都在比病歷誰的比較厚！
因此難怪使徒保羅說：他情願離世與主同在 是好的無比
因此難怪使徒保羅說：他情願離世與主同在，是好的無比。
也因著我們身體會敗壞，聖經上提醒我們說，要更加地顧念那個看不見的；
要 我們的 光 多聚焦在那 看得見的 會過去的事情
而不要把我們的眼光太多聚焦在那個看得見的、會過去的事情。
如果你信主了，聖靈會在你的裡面不斷地提醒你，
只是你要不要回應聖靈對你的提醒。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神學家 Jill Parker，他兩年前因為眼睛的
黃斑病變而瞎了，他不得不停止他的寫作工作。但是他卻說：
雖然我的眼睛瞎了，但是我的內心卻看耶穌看得更清楚。
不僅僅如此，我們也知道我們離開世界的時候，
是要向那個拯救我們、愛我們的神來交帳：
 衪賜給我們幾十年的生命氣息，
 並且用祂兒子耶穌基督的寶血來買贖我們。
我們沒有 個人是百貨公司on sale
我們沒有一個人是百貨公司
l 的產品，
的產品
聖經上說我們都是重價所買贖回來的，因此我們都需要向神來交帳。

2. 除了恩賜之外，我們在金錢上面也要向神交帳。
如果你有機會賺很多的錢 我恭喜你！
如果你有機會賺很多的錢，我恭喜你！
但是我更要告訴你，這些錢不是你的，
你我都是上帝所托付金錢的管家。
「管家」管很多的東西，但是沒有一個權力
私自運用 何東
私自運用任何東西，都要照主人的意思來用。
都要 主人 意 來
因此我們在金錢上面，除了照顧自己生活的需要之外，
神喜歡我們用在宣教和教會的聖工上面，
神也喜歡我們用在照顧貧窮和慈惠的事工上面。
我們要省察一下在上帝所給我們的錢當中，
我們在這幾方面的比例到底是如何？
我們拿到錢的時候是先獻給上帝，
把初熟的果子獻給上帝；
把初熟的果子獻給上帝
還是我們吃剩下的，才給上帝。

3. 我們也要在領人歸主，帶領人歸向神―結果子的事情上，來向神交帳。
今天的經文提醒我們，
 如果我們忠心地活出上帝所喜悅的生活，就會得獎賞；
 但是如果我們不忠心，我們就會受苦。
但是如果我們不忠心 我們就會受苦
因此保羅有這樣的認識之後，他說：「我立了一個志向」，
這應當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的志向― 「無論是生是死，
無論是世界上大事小事，我都要討主的喜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德國有一位神學家潘霍華，
他因為反對希特勒的政權，而被關在監牢裡面。
歐戰結束前的三個禮拜希特勒用絞刑，他為主殉道。在死以前他講出這樣的話，
「基督徒的信仰是在結局之處 在結局的地方尋找新的開始
「基督徒的信仰是在結局之處，在結局的地方尋找新的開始。」
因此我們所追求的是開始，而不是結束。
如果我們存著這樣的心，我們的生活會不一樣！
如果我們存著這樣的
我們的生活會不 樣
「交帳的人生」―就是追求永恆開始的人生。

過去我們生活在罪中，我們是罪的奴僕，
被別人的期待、被自己的期望所轄制。
 我們比別人好的時候就驕傲，看不起別人；
 我們比別人差的時候就自卑，我們的生命當中充滿了跟別人的競爭。
我們比別 差的時候就自卑 我們的生命當中充滿了跟別 的競爭
但是當我們能夠為主而活的時候，我們是自由的！
所以聖經約翰福音說：
「神的兒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的自由了！」
因為世界上的人在乎我們的成敗，神卻在乎我們和祂的關係。
祂愛我們，也希望我們不斷地繼續愛祂。
今天彼得如果在我們這個教會的話，
他再也別想站在這個台上做牧師―
想 在這個
牧師
「你三次不認主，你出去！我不要聽你講道。」
但是主耶穌卻問他：「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你牧養我的羊！」
一個愛上帝的人，上帝會為他開前所未有的道路。

二、新造的人是「常常被主的愛所激勵」。
要交帳，所以上帝是可畏的，但是這不夠積極，
 就好像一個孩子知道分數拿過來不好看會挨打的，所以他就很用功‐還不錯啦！
如果這個孩子是出於愛爸爸的 說
爸爸這麼年輕頭髮都禿了
 如果這個孩子是出於愛爸爸的心說：「爸爸這麼年輕頭髮都禿了，
…我不能辜負你的愛！我要用功讀書。」這就是被主的愛所激勵！
一個新造的人，是常常心中充滿主的愛。聖經上說主愛的激勵，是一個
繼續不斷地動作，不是只有在受洗的時候好感動，慢慢就沒有感動了。
一個常思想「上帝的愛」的人，使徒保羅說我們想「上帝的愛」激勵我們。
上帝的愛是在我還是一個不配的罪人時，為我付上極大的代價，
上帝的愛
我
配的罪人
為我
極大的代價
甚至犧牲衪的獨生愛子，讓我們能夠有新的生命。
因此我們不再為自己死，也不再為自己活，乃是為那替我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祂為我死，我為祂活；為主而活，就是要為信仰付上代價，
必要的時候 甚至要為主受苦 而不是像現在的成功神學講的
必要的時候，甚至要為主受苦。而不是像現在的成功神學講的，
只要上帝祝福卻不要受苦，那是一個廉價的恩典。

聖經上說我們愛不愛上帝，神比我們都清楚！
一個愛神的人，就會愛弟兄、也愛教會，更愛那些失喪的靈魂。
如果失去了起初的愛心，就算有再大的恩賜，做了再多的工作，神也仍然傷心。
1989年二月的傍晚，有一位22歲東德的青年叫做克里斯，
1989年二月的傍晚，有
位22歲東德的青年叫做克里斯，
他翻越了當時還存在的柏林圍牆，他想要逃往西德爭取自由，
結果被東德守衛的兵丁―英格，把他射殺了。那一年年底，柏林圍牆就倒塌了。
果 東 守
兵
英
射 了 那 年年底
牆 倒 了
這位青年克里斯，就成為倒塌前最後一個死亡的人。在1992年二月，
射殺他的士兵在法庭上受審，他被判了三年六個月的徒刑，不得假釋。
這個士兵的律師就為他辯護，他說這個士兵是在執行命令，他別無選擇！
但是法官卻告訴他說，這個世界上除了法律和命令之外，還有良心。
當法律和良 衝突的時候 良心才是最高的原則 法律要你殺
當法律和良心衝突的時候，良心才是最高的原則。法律要你殺人，
但是你明知道逃亡者是無辜的時候，你殺他，你就有罪。身為警衛，
不執行上級的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槍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
你可以有把槍口抬高1厘米的選擇。這是你需要承擔的、良心的義務。

作為一個基督徒，作為一個新造的人，
基督徒可以有比這世界上的人更抬高1厘米的權力。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知道有一些人不可愛，我們仍然可以去愛他，
可 為他更多付 點代價 多走 里路
可以為他更多付一點代價，多走一里路。
因為這個是上帝的愛激勵我們，不是我們自己的愛，
這是每一個信靠耶穌的人都能夠經歷的。
三、新造的人「領受福音的托付」 。
任何一個人在耶穌基督的裡面，他就是一個新的創造，
對人生、對世界都有一個不同的看法，
這樣的看法讓他能夠活出一個聖潔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 這個新造的
更重要的是，這個新造的人，是跟神有和好的關係：
是跟神有和好的關係
 從與神斷絕關係，到能夠與神溝通；
 從一種惹神憤怒的關係，到變成一種蒙福、蒙恩的關係；
 從一種看到上帝、想到上帝就害怕，變成一種可以坦然地面對上帝。

聖經上說到「和好」這個字的時候，都是上帝採取主動。
 神藉著耶穌基督，在耶穌基督裡面的救恩，克服了人犯罪使神憤怒的障礙，
 不將人犯罪應該得到的懲罰，歸在他們的身上，這就是恩典；
神使沒有罪的耶穌基督 替我們成為罪 這就是與神和好的基礎
神使沒有罪的耶穌基督，替我們成為罪，這就是與神和好的基礎。
與神和好是要花很大的代價！
我們看到：
 兩個國家打仗，戰敗國想要和好，那需要花很大的代價—割地、賠款；
 與神和好要花更大的代價，不是我們任何一個人可以付得起，
但是上帝使沒有罪的耶穌基督，替我們成為罪，使我們不再與神隔離。
帝 沒有
穌基
替我 成
與神
各位不要小看與神隔離這件事！我這邊有一個麥克風，麥克風上面有個小海綿，
不要輕看這個小海綿，有沒有小海綿，音質會差得非常多！
要輕看這個 海綿 有沒有 海綿 音質會差 非常多
因為我曾經在台北的時候，把這個海綿搞丟了！
你會發現有一點點的不一樣，就讓你的人生完全走調。
上帝願意我們跟祂恢復和好的關係，這是福音。

 神不僅僅將我們與祂、祂與我們和好的恩典給我們，
 神更把「讓別人與衪和好」的職分和真理托付我們。

因此神不要我們做一個自私的人，
扣留 帝的恩典而不和別 分享
扣留上帝的恩典而不和別人分享，
因此我們應當在宣教、植堂，甚至8月12號的佈道會，竭力地擺上。
神把祂最寶貴的—就是耶穌基督的救恩，托付給我們，神看重我們。
神
最寶貴
是耶穌基督的救恩
付 我們 神看重我們
你我不會輕易的把一個非常貴重的東西，隨便托付給一個人，
我一定托付給一個靠得住的人。
全世界最寶貴的東西就是耶穌基督的福音，
神看重我們，把福音托付給我們，
要我們與別人分享這寶貴的福音。
要我們與別人分享這寶貴的福音
甚至韓國有些教會說，如果你不帶一個人信主的話，
我就不為你施洗！
一個新造的人，一定是有新生命的影響力。

弟兄姊妹，你信主、我信主、有多久了？
我們在主裡有成長嗎？
今天如果我們離開世界，我們可以坦然見主嗎？
我見主的時候，我有什麼可以獻在主的面前？
你有常常被上帝的愛所激勵嗎？
你的生命是為主而活的生命？還是自我中心的生命？
如果你還沒有接受耶穌，我願意跟你們分享—
你可以有一個更高、更自由的生命的律，
不必一直活在跟別人比較和他們的期待下面，
有 位上帝愛你 祂要賜給你豐盛的生命
有一位上帝愛你，祂要賜給你豐盛的生命。
你願意接受與神和好的恩典嗎？
並且把這樣的恩典和那些人來分享。
並且把這樣的恩典和那些人來分享

主耶穌 我們感謝你 我們是怎麼樣的
主耶穌，我們感謝你，我們是怎麼樣的人，
但是卻蒙你的恩可以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我求你藉著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們
我求你藉著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們—
我們要向主交帳。
如果我們的心已經冰涼了很久，
求你用你的愛再一次激勵我們。
也求你讓我們常常舉起救恩的杯，
與別人一起分享福音的祝福和好處。
與別
起分享福音的祝福和好處
紀念每一個聽道又願意行道的弟兄姊妹。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奉耶穌的名禱告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