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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
1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

2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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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

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

3 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

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4 然而， 神既有豐富的憐憫，因他愛我們的大愛，

5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5 當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便叫我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6 他又叫我們與基督耶穌一同復活，一同坐在天上，

7 要將他極豐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穌裡向我們所施的恩慈，

顯明給後來的世代看。

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 神所賜的；8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神所賜的；

9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我們原是 的 作 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 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在基督裡的新生命在基督裡的新生命
弗一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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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我在今年頭兩次的講道用以弗所書第 章來講我在今年頭兩次的講道用以弗所書第一章來講，

以弗所書第一章 講到兩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就是每一個信主的人都有一個屬靈的福袋，第 個主題就是每 個信主的 都有 個屬靈的福袋

充滿了各樣天上屬靈的福氣。

我在地上我覺得我是有福的人，我不是太老，

有一個太太、一個女兒、三個孫子；

但是我這個禮拜去探訪一個家，他們有三個孩子、九個孫子！

地上的福氣每個 樣 是信主 後每個 天上屬靈的福氣是 樣豐盛地上的福氣每個人不一樣，但是信主以後每個人天上屬靈的福氣是一樣豐盛；

地上的福氣是暫時的，天上的福氣是永恆的。

以弗所書第一章也講到一個真正幸福的人是真正的認識神。

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盼望，他知道他以後永恆的產業是多麼豐盛，

所以他有這樣的眼光，很準確的來處理上帝所託付給他在世上的每一件事情；

並且上帝賜給他那個從死裡復活的大能；並且知道要好好的過教會生活，

因為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身體 個人不可能只信耶穌而不過教會生活因為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身體，一個人不可能只信耶穌而不過教會生活。

地上的教會沒有一個完全的，但是我們仍然要學習耶穌的樣式，

怎麼樣去愛那個不完美的教會。一個真正信耶穌的人不會隨便批評教會；怎麼樣去愛那個不完美的教會 個真正信耶穌的人不會隨便批評教會；

也許教會有些使你失望的地方，但是你要記得：

教會是一群蒙恩、被罪壓傷的人的復健醫院；

它不是一群冰涼的聖人的博物館，

如果你要看這個冰涼的聖人，請你去博物館看。

這邊的人有人斷腿、有人斷手、有人瞎眼、有人很嚴重；但是他們都是活的！這邊的人有人斷腿、有人斷手、有人瞎眼、有人很嚴重；但是他們都是活的！

他們都是有盼望的！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對教會都要有盼望，

從今以後，我們教會沒有一個人去批評教會！

你說：我愛耶穌，我不愛教會，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
你批評教會耶穌不高興啊！不要做耶穌不高興的事，耶穌對教會永遠有盼望！



「我們對教會也有盼望」，

這不是口號，這是聖經啟示的真理。這不是口號，這是聖經啟示的真理。

耶穌看到教會有瑕疵有缺點，

他不是批評，他不是不管，

他是為教會捨己—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

耶穌怎麼樣愛教會，我們也應該怎麼樣愛教會，

這是以弗所書第 章告訴我們很重要的真理這是以弗所書第一章告訴我們很重要的真理。

你要得到天上屬靈的福氣，你一定要真正的認識神，

這樣的認識是 在聖經說是這樣的認識是—在聖經說是—

你要重生；

一個人惟有在耶穌基督裡面才可能有新生命。

聖經上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

才有可能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所以今天我要從三個方面跟大家來分享…

壹、得救以前可憐的光景，弗一1-3。

我們都很喜歡把人分類：這個高，這個矮；這個頭髮不多，這個頭髮更少；我們都很喜歡把人分類：這個高 這個矮；這個頭髮不多 這個頭髮更少；

這個人成功，這個人失敗；這個人是好人，這個人是壞人；

但是我告訴你，好人會做壞事，壞人也會做好事。

我 在 都 相對 對 絕對我們在世界上的分類都是相對的，但是聖經對人的分類是絕對的：

你不是罪人、就是義人；你不是蒙恩的人、就是失喪的人

更嚴肅的是，你不是死人、就是活人！罪的工價就是死更嚴肅的是 你不是死 就是活 ！罪的 價就是死

我們一開始就說：你們死在罪惡過犯中！

世人都犯了罪，如果我們的罪還沒有解決，在神的眼中我們都是死的！

聖經當中所說的死亡不只是指我們肉身的死亡，更是靈性的死亡。

中國人形容一個人「靈魂已死，肉身還活著」，這個人是：「行屍走肉」，

他像一個行走的屍體一樣，好像一堆豬肉在那邊走，沒有靈魂；靈魂死了。他像 個行走的屍體 樣 好像 堆豬肉在那邊走 沒有靈魂；靈魂死了

就像說我有一個電腦，外面完全都好的，但是裡面的軟體當掉了，

看起來好好的，一點功能都沒有。最明顯的例子是什麼呢？

當我 在 中 時 對 有 抗拒—當我們活在罪中的時候對罪沒有一點點抗拒的能力；

我們想做的善我們做不到，我們想拒絕的惡我們沒有辦法拒絕。

在這裡告訴我們有三個力量影響我們，使我們死在罪惡過犯中。

很多時候我們說我們是自由的，自以為是活的，很多時候我們說我們是自由的，自以為是活的，

但事實上，我們是被捆綁是不自由的。

在這裡告訴我們有三種力量捆綁我們：

一、就是「今世的風俗」。神學家 John Stott（1921-2011）

曾經講過一個對今世風俗的定義，它是

「一個與神隔絕的價值系統」，所做的事情都是違背神的。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有一種力量我們沒有辦法抗拒？

別人有什麼我也非得要有什麼；別人怎麼做我也要怎麼做；別人有什麼我也非得要有什麼；別人怎麼做我也要怎麼做；

這叫做趕時髦，年輕人叫做「追風族」，

好像我們沒有一個人敢不跟著流行來走；

人重視賺錢物質世界，我們也跟著重視賺錢物質世界；

請問有幾個人可以不跟著世界的風俗走的？

沒有一個人可以不跟著世界的風俗走的！

二、「空中掌權者的首領」。不只有物質世界，還有一個屬靈世界，

不僅有上帝，還有魔鬼。魔鬼常常做四個工作：不僅有上帝，還有魔鬼。魔鬼常常做四個工作：

第一件事：說謊欺騙，先騙你做壞事，然後跟你說：

「沒有關係，神豈是真說這個果子不能吃嗎？」

但是你我傻傻地被騙以後、吃了

第二件事：牠就開始控告我們說：

「噢，你做了上帝說不可以做的事！「噢，你做了上帝說不可以做的事！」

第三件事：它就開始捆綁我們。

一開始你有犯罪的自由，慢慢慢慢你發現你沒有不犯罪的自由；

年輕的時候很帥，我喜歡抽煙，沒多久就變成煙抽你；

你說我有選擇我可以吸毒，但是沒有多久你就沒有權利不吸毒

第四件事 魔鬼就是攻擊 如果你沒有感受到上帝的攻擊第四件事：魔鬼就是攻擊，如果你沒有感受到上帝的攻擊，

我不曉得該為你高興還是為你悲哀。魔鬼專門攻擊那個

願意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所以不要隨便把責任推給魔鬼，願意遵行 帝旨意的 所 不要隨便把責任推給魔鬼

說：「我被魔鬼攻擊」；先要問問你自己有沒有遵行上帝的旨意。



三、就是在這些「悖逆的人心中」有一個「邪靈」在運行。

人的生命如果不順服神不順服聖靈，就是順服邪靈、就在那個邪靈的控制下面。人的生命如果不順服神不順服聖靈，就是順服邪靈、就在那個邪靈的控制下面。

弟兄姐妹，屬靈的事情是非常真實的，不是虛幻的；

我願意用一個最近在我身上活生生的見證跟你們分享。

2014年我來這裡跟教會認識 Interview的時候，我發生了很嚴重的腰痛，

後來我知道好多牧師來都腰痛，楊長老說「是不是教會的床有問題？」

其實教會在宿舍的床非常 是 多牧師都 痛 有的 我更慘其實教會在宿舍的床非常好，但是好多牧師都腰痛，有的比我更慘；

劉牧師比我更慘，我跟各位認識面談以後就回去了。

2016年我們接受了教會的邀請準備來的時候，2016年我們接受了教會的邀請準備來的時候

要送我們的申請文件到日本的在台協會，我跟師母手牽著手很高興的去了，

以為他們會問我們很多問題，結果什麼也沒問。

證件交上去以後，就說：「明天來拿」，我們好高興，可是當我一轉身，

我的腰痛到不能動，用困難的步伐走到隔壁的藥店買了一個強力的止痛藥—

啊！在我心裡有個警覺：絕對不是我身體的狀況—啊！在我心裡有個警覺：絕對不是我身體的狀況—

有仇敵的工作，我真的不知道未來的道路如何。

我跟師母 commit，跟上帝委身說我們願意六年在東京，

也許有人說：「哎喲，你還要三年喔？真受不了！」也許有人說：「哎喲，你還要三年喔？真受不了！」

去年的11月開始，我的心臟就非常不舒服，常常的發作，

我真的有整整三個月的時間，知道說自己離死不過只有一步！

師母常常說：「哎！你身體這麼不好，是不是上帝要帶我們回去？

不要身體不好耽誤教會的聖工。」

告訴各位我 身體 到什麼 度可以告訴各位我的身體不好到什麼程度—

整整三個月的時間，隨時會不舒服，

醫生給的藥都吃了，該保暖的都保暖了，但是說發作就發作。醫生給的藥都吃了 該保暖的都保暖了 但是說發作就發作

我們家的錢都是我管的，所以我只好把銀行的密碼都告訴了師母，

還好感謝主她都不記得。

過去三個月，你很難想像我從惠比壽車站走到教會，

我喘到什麼程度，有幾次我必須到隔壁的咖啡廳或者是郵局，

坐在那邊休息 段時間 我才走得過來坐在那邊休息一段時間，我才走得過來。

有一天晚上我去探望一個重病的家庭，差點回不到家昏倒在車上。

但是感謝主！2月6號的時候，教會同工陪我跟師母再一次去遞出

我們在這裡延長工作簽證的申請，我去的時候還是很不舒服，我們在這裡延長工作簽證的申請，我去的時候還是很不舒服，

可是跟各位做見證，當我們把證件交上去的時候，

我跟師母說：「我好了。」

師母跟同工發現說，回來的路上我健步如飛，

過去幾個月我都是跟師母說：「妳走慢一點，我跟不上。」

屬靈的事情是真實的，要相信上帝；因為在我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屬靈的事情是真實的，要相信上帝；因為在我們裡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

一個沒有上帝的人的生命是可憐的！

你說你是自由的卻是被綑綁的！你說你是活的卻是死的！

但是感謝上帝，第四節有個「轉機」，那個轉機是上帝發動的…

貳、「然而」我們得救是本乎恩（弗二4-7）有四件事情發生

1. 上帝有豐富的憐憫。我們的上帝不是一個審判的上帝而已，

他是一個有憐憫的上帝。

衪不願意我們一直活在那個可憐的光景裡面，衪憐憫我們；衪不願意我們一直活在那個可憐的光景裡面，衪憐憫我們；

衪還有愛我們的大愛，不是一點點，是大愛！

並且衪的恩典不是一點點，是極豐富的恩典，

那個恩典就像你遇見你的那個救命恩人的那個恩典；那個恩典就像你遇見你的那個救命恩人的那個恩典；

跟你借我一點錢請我吃頓飯的恩典是不一樣的，那是救命的恩典！

而且不僅僅衪有恩典，在基督耶穌裡面，衪向我們施恩慈。

救恩是上帝主動的，你我所相信的是一位勝過死亡的英雄，

衪不僅僅將復活的能力給我們，在我們所讀的經文說：

他更提升尊崇我們 邀請我們跟他 起坐在天上他更提升尊崇我們，邀請我們跟他一起坐在天上。

我常常想，像我這樣的人到天上能夠做做看門的，做做總機，我就很滿足了，

衪不但救我，還邀請我坐在衪的旁邊。衪不但救我 還邀請我坐在衪的旁邊

今天所讀的〈使徒信經〉，再去思想：

耶穌基督復活以後，現在坐在父神的右邊，那是因為何等尊貴的位置！

也是神為我們所預備的—但是這一切都是因為衪付上代價的愛：

耶穌基督為我們受死，不僅為我們的罪而死，更是跟我們交換位置

十字架上的刑罰本來是我們該受的 但是他卻代替我們十字架上的刑罰本來是我們該受的，但是他卻代替我們，

讓我們卻能夠坐在榮耀的位置上



「我們得救是本乎恩」在這段經文裡出現了兩次，

 惟有這樣白白的恩典才可以使我們的生命煥然 新。 惟有這樣白白的恩典才可以使我們的生命煥然一新。

 不僅煥然一新還不敢自誇，只誇耶穌基督。

在我們裡面有一個非常惡劣的本性：在我們裡面有 個非常惡劣的本性：

 我們有一點做不好就覺得自己一無是處，見不得人；

 我們有一點點好我們就跩得以為全世界我最厲害！

但是你真正認識耶穌基督的救恩的時候，你會只誇耶穌基督。

這樣的恩典不是可有可無的，是每一個人都需要的！

因為我們都死在罪惡過犯中。

而且這樣的恩典是昂貴的，

耶穌基督用衪的生命所傾倒的！耶穌基督用衪的生命所傾倒的！

我們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接受上帝這樣寶貝的恩典。就是接受上帝這樣寶貝的恩典

參、我們得救後應該要有的生命。

聖經上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神手中的工作」，聖經上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神手中的工作」，

或者可以翻譯「上帝的傑作」；

上帝永遠不會失敗，衪從來不會造一個瑕疵品或者廉價品。

「工作」這一個字的希臘文是像一首詩歌一樣，

衪把我們每個人的一生都在救恩裡面成為一篇極美的詩篇—

你人生 切的遭遇不論好壞都成為神手中的工作，你人生一切的遭遇不論好壞都成為神手中的工作，

那怕是我們過去的失敗，神也賦予新的意義，

我們可以從神的眼光來看自己、接納自己。

舊約裡的約瑟被哥哥賣到了埃及13年的受苦，人絕對吞不下這口氣，

但是他從神的眼光來看是：神的意思是好的。

保羅有非常不堪的過去，他是一個殘忍的殺人犯，

但是信了耶穌以後，

他很熱意跟人分享他過去做的這些失敗的經歷。他很熱意跟人分享他過去做的這些失敗的經歷。

信耶穌以後你的人生會成為一個非常美麗的詩篇。

這上面有兩個特殊的表現，第一個：不自誇，很謙卑的。

信心不是只有理智上的認同，更是一種安息，信心不是只有理智上的認同，更是一種安息，

知道我今天成了何等人都是蒙上帝的恩典才成的，我沒有任何功勞，免得自誇

在這裡我特別要提醒信主已經久的弟兄姊妹，在這 我特別要提 信主已經久的弟 姊妹

我們常常信主久了就會覺得自己比別人高明：

你看我不做這些壞事，我奉獻，我作主的工，

我每個禮拜都來聚會 我還去愛 些 你們這些我每個禮拜都來聚會，我還去愛一些人，你們這些人…。

小心，你一下子就從恩典掉到了律法主義裡面！

律法主義是什麼，不要上帝的恩典、要立自己的義，律法主義是什麼 不要上帝的恩典 要立自己的義

就是猶太人他們棄絕救恩：

「喔！你看我們遵行上帝的律法，你都做不到，

而我信耶穌了我都做到了，你做不到，你有問題喲！」

一個真正蒙恩的人不會自誇，

也不會只看見別人眼中的刺沒有想到自己眼中的樑木也不會只看見別人眼中的刺沒有想到自己眼中的樑木

聖經上說每一個信耶穌的人，誇口只指著耶穌基督誇口

我們的自信不是建立在那些好行為上面，

是建立在福音和恩典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福音和恩典的基礎上面，

如果你真正的接受了耶穌基督，

你相信一切都是恩典，你相信 切都是恩典

可以幫助你除去很多不必要的東西。

上帝的救恩會救你脫離憤怒和自卑；

上帝的救恩可以救你脫離驕傲和嫉妒；

上帝的救恩可以救你脫離爭競跟冷酷；

上帝的救恩可以救你脫離批評和不饒恕；上帝的救恩可以救你脫離批評和不饒恕；

如果你沒有這些，你不可能有安息。

要你不批評教會，要你不批評教會，

唯一的就是你真正的知道你是個蒙恩的人；

當你覺得自己有一點好的時候，我保證你批評別人。

願上帝憐憫我們！



第二個：除了不自誇，我們可以喜樂行善。

你說：「我以前也行善哪」，但是我們以前行善的動機不太單純。你說： 我以前也行善哪」，但是我們以前行善的動機不太單純

有的時候要證明我是有用的人；有的時候我要掌控別人：

「太太我對你那麼好，你一定要對我好」、

「孩子我對你那麼好，你一定要聽我的一定要孝順我」；

有的時候可以看不起別人：「我都做那麼多善事」；

有時候我們想要知道人的稱讚，想要得到別人的報答。有時候我們想要知道人的稱讚，想要得到別人的報答。

但是一個真正蒙恩的人的行善是不一樣的！他永遠都是滿足的，是喜樂的！

基督徒應該都是蘋果臉，不是苦瓜臉；基督徒應該都是蘋果臉 不是苦瓜臉；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出去都是蘋果臉，會帶領外面的許多苦瓜進入教會；

如果你是苦瓜臉，人家覺得你的信仰也沒什麼好羨慕的。

傳道書三章12節 上帝造人最寶貝的就是要人「終生喜樂行善」。

我們信主以後被神恢復了，所以我們也可以喜樂行善。

自由的跟別人分享，不是我們剩的，是我們有的自由的跟別人分享，不是我們剩的，是我們有的

分享以後是開心的，別人不記得了我也不會不爽，因為上帝記得

最後用白雪公主童話故事來跟各位作結束：

白雪公主吃了那個惡皇后的毒蘋果死了白雪公主吃了那個惡皇后的毒蘋果死了，

但是因為有一位真愛她的白馬王子出現了，

給了她一個愛的親吻，她活過來了。給了她 個愛的親吻 她活過來了

每一個接受耶穌基督的人，都是被耶穌的愛所親吻的。

被耶穌的愛親吻，接受耶穌的愛，耶穌的愛 吻 接受耶穌 愛

將要使你得到嶄新的生命。

昨天晚上我寫完講章已經很晚了，被神的愛和恩典浸泡透了，章

我就跑到師母旁邊，抱起她來，狠狠的 Holy Kiss一下，啵！

師母說：「發生什麼事了？！」

我說 「 個真被愛和恩典得著的人我說：「一個真被愛和恩典得著的人，

怎麼可能不去親吻上帝要你愛的人？

我被上帝的愛親吻了，你也可以得著。」我被上帝的愛親吻了 你也可以得著 」

天父我們謝謝你！你的恩典大到我們無法形容，

我們過去被捆綁，我們自以為義，

但是感謝主，恩著你的大愛和憐憫，讓我們又活過來，

你還給我們尊崇的地位，將我們的生命成為一個美好的詩篇，你還給我們尊崇的地位，將我們的生命成為一個美好的詩篇，

讓我們能夠不自誇又終生喜樂行善。

謝謝你，當我們還死在罪惡過犯當中，你用十字架的愛來親吻我謝謝 當我們還 在罪惡過 當中 字架 愛來 吻我

們。

求你保守我們當中慕道的朋友，快快地接受你的救恩。

我們信主己經很久的，

求你保守我們常常活在恩典中謙卑自己，

不要讓我們又落入了那個律法主義自以為義的當中。不要讓我們又落入了那個律法主義自以為義的當中。

祝福你的教會，讓弟兄姐妹愛教會，

更多人起來為教會屬靈爭戰 。更多 起來為教會屬靈爭戰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