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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的新群體
弗二11-22
諸長樂牧師 2019.04.07
2019 04 07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日本是一個四季分明的地方，
雖然最近春天讓許許多多人的花粉症非常難過，
但是花粉的來到也表明春天的來到。
我們教會旁邊就是一個公園，每到冬天的時候，
葉子掉的一片都不剩，好像這幾棵樹都已經死透了。
但是上帝就藉著季節的變化，
上帝 藉著季節 變
使它到了春天又綠意盎然，
我們的神是 位生命的主，
我們的神是一位生命的主，
春天也是我們紀念主復活的日子。

讀經
弗二
11-22

11 所以你們應當記念：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是稱為沒受割禮的；

這名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為受割禮之人所起的
這名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為受割禮之人所起的。
12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

在所應許的諸約 是局外
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
並且活在世 沒有指望 沒有神
13 你們從前遠離 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
14 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15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
自
身體廢掉
就
在律
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16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
體，與 神和好了，
17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
18 因為我們兩下藉著他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
19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 神家裡的人了；
20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己為房角石，
21 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22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 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在 以弗所書第二章，前面我們曾經講到在基督裡的新生命，
我們接受耶穌以後就有新生命，
雖然過去過的再好，我們也必須承認過去沒有上帝的那種可憐光景，
同時我們相信，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這個恩典是每一個人都需要的，因為世人都犯了罪，我們都會死亡，
惟有在耶穌基督裡面才有新的生命。
恩典也是昂貴的，一個母親要產生一個新生命的時候非常痛苦的，
恩典也是昂貴的
個母親要產生 個新生命的時 非常痛苦的
但是，上帝把這個恩典給了姐妹們，她們能夠忍受這個痛苦，
有人說如果要男人生產的話 這世界上早就絕種了
有人說如果要男人生產的話，這世界上早就絕種了。
恩典是昂貴的，是用生命來換取生命，耶穌基督用祂的生命
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讓我們在祂裡面得到新生命。
我們每一個人得救以後也應該有幾個新生命的表現，
第一個就是我們應該不自誇，應該很謙卑；
因為知道我們能夠得救就都是神做的，
因為知道我們能夠得救就都是神做的
你的好行為跟德行在得救的事情上沒有一點的功用。

另外一方面，就算我們過去有很多的軟弱和失敗，我們得救以後
仍然可以接納自己成為一個上帝手中的傑作；
上帝可以用我們生命當中好的、壞的素材，來譜成一篇
極美的詩篇，這篇詩篇是屬於你的，是獨特的。
第三個方面，就是我們信主以後我們會喜樂，而且行善。
我曾經鼓勵弟兄姐妹說：我們東京國際基督教會的人聚完會出去都要什麼臉啊？
要蘋果臉
要蘋果臉！不要什麼臉？不要苦瓜臉。
要什麼臉
要苦瓜臉
我建議教會在門口擺一面鏡子，看到蘋果臉的才能出去。
而且信主以後你的價值觀有很大的改變 你變得非常的有憐憫心
而且信主以後你的價值觀有很大的改變，你變得非常的有憐憫心，
就好像得救的撒該一樣，他沒有得救以前他的人生目標就是累積財富，
他把他的安全感建立在累積的財富上；但是當他信主以後，這些已經不是
他安全感寄託的所在。你可以想像一個守財奴說：我把我一半的都賙濟窮人？
 守財奴的特徵是一毛不拔。他不但給人而且一半都賙濟窮人，
 他過去得的不義之財他都願意加倍的奉還！
一個人心開了口袋也開了，這是在耶穌基督裡的新生命。

而這種非常強調「救恩是個人與神關係」的情況，
也有 些的負面性
也有一些的負面性：
 太強調個人性，而忽略掉了信仰的群體性
 這樣的情況下，會造成一群
這樣的情況下 會造成 群
沒有正確教會觀的基督徒，
雖然相信接受了，但不能夠領受神更豐盛的恩典
 這也不是聖經所啟示那信仰的全貌
這
信仰的全貌
信仰有他的個別性也有群體性
信仰有他的個別性也有群體性，
兩個同樣重要而且需要平衡，
這是 帝的 意 也是今天神所給我們的信息
這是上帝的心意，也是今天神所給我們的信息。
我今天從三個方面跟大家分享：
「在基督裡的新群體」的信息。

教會歷史中有許許多多整個族群來歸主的，是上帝在歷史當中非常奇妙的做為。
在這樣的情境下信主的人有很多的優點 也就是說 當這個人信主以後
在這樣的情境下信主的人有很多的優點，也就是說，當這個人信主以後，
他就在一個非常美好的屬靈團體當中來成長，孕育他屬靈的新生命，
建立一套合乎聖經的價值觀和人生觀。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信主的也有一些缺點，就是第二代以後的基督徒，
他們的信仰需要更新，需要跟神有第一手的經驗，
否則時間久了以後，信仰就會變成一種傳統。
在1960年代個人主義抬頭之後，教會有一個非常好的更新，就是由族群的信仰，
變成幫助每 個基督徒要清清楚楚的來跟神建立起救恩的關係
變成幫助每一個基督徒要清清楚楚的來跟神建立起救恩的關係，
那時候我們最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上帝只有兒子沒有孫子」。
其實這樣的工作我們現在仍然在做：
我們仍然在幫助一些從小在家鄉跟著父母親上教會的弟兄姊妹，
但是在他們還不夠明白的時候他就離開了自己的家鄉，
而他們到了 個新的地方的時候，他們對神要有 個
而他們到了一個新的地方的時候，他們對神要有一個
新的經驗跟認識，這也是我們現在教會的使命之一。

第一、他是「與神和好」而且「與人和睦」的群體。
保羅首先解決的問題是猶太人和這些非猶太人之間的關係。
猶太人自己覺得他們是上帝的選民，他們每天早上起來讚美神，
說： 「哈利路亞！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我不是外邦人。」
說
哈利路亞！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我不是外邦
」
可是當猶太人逐漸的離棄了神以後，上帝的救恩就臨到了非猶太人；
這些非猶太人所建立的就是現在所謂的教會，但是教會又會有意無意的
瞧不起這些棄絕信仰的猶太人，說：「就是你們悖逆，
棄
「
悖
所以上帝不要你們了，上帝今天揀選我們成為一個新的群體。」
所以在猶太人跟非猶太人當中就有 些很嚴重的對立，甚至到現在，
所以在猶太人跟非猶太人當中就有一些很嚴重的對立，甚至到現在，
你去耶路撒冷，在猶太人敬拜的所在跟外邦人的外院當中還有一道牆。
或
實我 都需 神 救恩
不論是猶太人或者是非猶太人，其實我們都需要神的救恩，
都需要靠耶穌的寶血才能得救，
而且神盼望在救恩當中猶太人跟非猶太人能夠合而為一，
不再彼此互相仇視 而能夠造成 個新人
不再彼此互相仇視，而能夠造成一個新人
成就和睦，一同與神和好。

猶太人跟非猶太人之間的仇恨是怎麼造成的呢？
這段聖經告訴我們有一些神所賜給猶太人的律法的規條、割禮、誡命，
這段聖經告訴我們有
些神所賜給猶太人的律法的規條 割禮 誡命
這些原來都是好的，是要來建立上帝的百姓，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
但是猶太人卻把它成為一種驕傲的工具。
人 生當中都要面對 個問題 這 個問題其實是雙胞胎
人一生當中都要面對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其實是雙胞胎，
一個問題是驕傲：「我有，你沒有」；另一個問題就是自卑：「你有，我沒有」。
我的大孫女6歲，孫子4歲，有一天我孫女拉肚子拉的厲害，媽媽就跟她說：
我的大孫女6歲，孫子4歲，有
天我孫女拉肚子拉的厲害，媽媽就跟她說：
「你現在拉肚子，你要吃清淡一點，有很多東西不能吃。」
這個弟弟就拿了一片吐司，塗了厚厚的牛油，走到姐姐面前說：
「
「你生病，你不能吃；我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麵包！」
病
我
有
麼
過一會兒，媽媽就把我們從日本帶去的小兒腸胃藥給姊姊吃了，
日本腸胃藥滿好吃 姐姐就走到弟弟面前說
日本腸胃藥滿好吃，姐姐就走到弟弟面前說：
「這種藥，5歲以上才能吃，你還沒有5歲，你不能吃。」
弟弟剛才吃那個牛油麵包的樂趣全沒了你知道嗎？
這就是一種「我有！你沒有。」、或者說「你有，我沒有！」
這是我們一生中一直都要面對的挑戰。

前陣子我邀請社青團契都去看一部電影《幸福綠皮書》，就是在六零年代
講到美國黑白種族之間的 個張力，白人他們有信仰，
講到美國黑白種族之間的一個張力，白人他們有信仰，
但是他們自己覺得高人一等，連黑人跟他一起上廁所都不行。
這樣的一個想法會發現：是我們自己很難去克服跟改變的！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公平，只有在十字架前面才有絕對的公平，
我們都是罪人、都需要救恩，信主以後得到的豐富是一樣的。
除非我們接納我們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樣式造的，
我們才能夠完完全全的接納自己，也接納我們周圍的人。
個人能夠謙卑的接納別人 就像保羅說
一個人能夠謙卑的接納別人，就像保羅說：
你們要紀念你們從前是一個怎麼樣的光景。
就是說我們要不斷的提醒我自己是一個蒙恩的罪人，
除了上帝的恩典，我別無可誇的。我一生都要提醒自己，特別是：
什麼時候覺得自己靈性不錯的時候；我比別人屬靈的時候；
我的行為比別人好時；我信主比別人久時；這些都是上帝給的恩典，
但是如果什麼時候這些成為讓我們輕視別人的根據的時候，我們就要悔改。

不同的年齡有不同的挑戰：
我有好的學校你沒有好的學校；我有好的工作你沒有好的工作；
我有女朋友你沒有女朋友；我有兒子你沒有兒子；
我有 子
我有孫子你沒有孫子；最後比較說：
有 子 最
我有這個病你沒有這個病，而且我的病比你還嚴重！
哎呀！這就是我們人的可憐光景。
全世界都有一個傾向：不斷地擴大我們自己的優點和強項，
甚至成為一個絕對性的標準，可以用來操控別人，
甚至去批判別人，去輕視別人跟自己的不同。
法利賽人有很好的信仰，但是他不用上帝給他的豐富的信仰知識來敬拜神，
他用來比較 他到聖殿裡的禱告
他用來比較，他到聖殿裡的禱告「上帝啊，我不像別人」，
帝啊 我不像別人」
更進一步的說「上帝啊，我不像這個稅吏」。
其實這樣的傾向就造成了我們的不能相合而且彼此輕視的實際狀況，
這樣的傾向，不是教育、文化或者道德可以幫助我們改變的。

要記得你心目中永遠都有兩個教會、有兩類的基督徒。
一個是理想中的教會和理想的基督徒，
個
想中的教會
想的基督徒
是：Holy of holies，頭上有光，
教會碰到每 個人都是非常謙卑有禮，
教會碰到每一個人都是非常謙卑有禮，
這樣的教會我到現在我也在找。
實際參
教
實 所
另外一間是我們實際參加的教會，實際所碰到的基督徒，
其實他們都繼續不斷的在改變中。
老實告訴你們，我是一個牧師，
我心中也有兩個教會，
一間是我很想去牧養的教會，
一間是我現在在牧養的教會，
兩個差距還蠻大的，但是呢，我必須接受。
神就在這樣的環境當中來操練我們，不要忘記
神就在這樣的環境當中來操練我們
不要忘記
教會是一群與神和好而且與人和睦的群體。

第二、教會也是傳福音給遠處和近處的群體。
林後五17 我們在耶穌基督裡都是新造的人，神使我們藉著耶穌基督與祂和好。
但是不要忘記，神也把使人與祂和好的職份託付給我們這些人，
因此教會需要盡量的外展、植堂、宣教，甚至去服事一些特殊的族群，
就像上個禮拜我們介紹王永為弟兄，神呼召他去服事日本的高中生一樣。
保羅講的遠處和近處指的是猶太人和非猶太人，
 對我們來說就是日本人、華人，
還有從各地來的上帝讓我們接觸到的族群
 一個被神所用的群體是看到上帝所給的每一個機會，
而不是把它當作一種重擔
黃金週的時候有十位弟兄姐妹要去緬甸，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能夠
黃
週的時候有十 弟
妹要去 甸 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能夠
用禱告、用奉獻來托住他們，因為我們知道，惟有福音能夠讓人真正的明白，
不管他自己以為是好人和壞人，他都要接受上帝的救恩；
而且惟有福音能夠把人心中那種不健康的階級制度消除掉，
惟有福音能夠把
中 種 健康的階 制度消除掉
重新的對自己有一個很準確的認識。

什麼叫「對自己有清楚的認識」？過去我對自己的認識，常常在別人怎麼說我：…
其實當你真正的信主以後 你會發現在耶穌基督裡面看你自己是 個
其實當你真正的信主以後，你會發現在耶穌基督裡面看你自己是一個
嶄新的自己，別人對我們的認定只是些相對跟外表的，這些都會過去的。
今天他說你很漂亮，幾十年以後他說：這是你嗎？這些都是會改變的。
 如果我們只建立在別人怎麼說我，那是一種捆綁，
如果我們 建立在別 怎麼說我
是
捆綁
當我們能從上帝的眼光看自己的時候，那是一種自由跟釋放
 我們也願意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願意開放自己去了解不同的文化，
我們也願意幫助那些有需要的
願意開放自己去了解不同的文化
同時也讓別人來了解我們
最近教會在禱告2020東京奧運，我們教會能夠做什麼？求神讓我們每一個人
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所有的機會和資源永遠都是給那些
禱告和迎接挑戰、有異象、預備好的人和教會；沒有異象民就放肆。
我有 個夢：奧運期間我們教會要不要24小時開放？有人來禱告
我有一個夢：奧運期間我們教會要不要24小時開放？有人來禱告，
有人可以陪伴他們、預備各樣的福音單張、預備一些簡單的茶點…
我們看這是一個非常寶貴的機會；但是這樣的事情不是我一個人能夠做得，
求神把這樣的感動放在更多人的心中，
用各樣的智慧能夠把福音跟各族各民的人來分享。

第三、我們是同被建造、滿有聖靈的群體。
基督徒得救以後要清楚自己的身份，聖經上說：
 我們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而是與聖徒同國的人
 這是貨真價實的國民，不是永住而已；而且我們是神家裡的人

我剛來的時候有很多人說：你不懂日本，
我說我本來就不懂日本；你們知道我不懂日本請我來的，
我說我本來就不懂日本；你們知道我不懂日本請我來的
但是我懂聖經。我們不管日本人，不管華人，
管
哪 來 我們都要按照聖經建造教會
不管你從哪裡來，我們都要按照聖經建造教會。

當我在準備這篇信息的時候，有一句話一直出來，我說我不明白，
那句話應該在婚禮的時候才講的，那句話說「那人獨居不好」，
可是，我在準備的時候聖靈一再提醒我說：那人獨居不好。
我
我

最近我聽說，凡是要歸化日本籍的都要有一個相當的日文程度，
你不可能說做了日本人連一點日文都不會！
這樣的話沒有辦法活出一個日本人的樣式，
而且這個國家有許許多多的美好福利你也享受不到。

弟兄姐妹，上帝從來沒有教你做一個孤獨的基督徒，你信主以後你就是神家裡的人。
來這個教會做禮拜並不表示你是這家裡的人，你只不過進了 個建築物而已；
來這個教會做禮拜並不表示你是這家裡的人，你只不過進了一個建築物而已；
除非你跟這裡的弟兄姊妹建立起肢體關係，那才是真正的家人。
要和家人一起被建造，漸漸的成為上帝的聖殿，聖殿是上帝和祂的百姓相會之處，
我們一起建造的就是能夠使人遇見上帝的一個神聖的所在。
建造的根基是在神話語和真理上面，這邊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使徒是新約的代表 先知是舊約的代表
使徒是新約的代表，先知是舊約的代表，
所以我們建立的關係和教會，不是建立在我們自以為是的文化和傳統上面。

同樣的，要成為神家中的人，我們也要熟悉
同樣的
要成為神家中的人 我們也要熟悉
上帝的話語。建造是要花時間和代價的，
但是感謝上帝 我們是在愛中來建造自己
但是感謝上帝，我們是在愛中來建造自己。
神不僅要我們個人與祂建立關係，
神更盼望我們能夠進入一個群體，
然後我們在群體當中，逐漸脫離那種自我中心的態度和生命。
我
當
自我中心的態度和生命

在基督耶穌裡的新生命，應該勝過你對自己的
種族、教育、文化、事業、家庭的認同。
當你成為一個基督徒以後，向別人介紹你自己的時候，
第一個要介紹「我是一個基督徒，我是一位跟隨耶穌的人」，
然後再來介紹你的工作，你的家庭，這是我們一個人都要操練的。
耶穌比我們每一個人有更優良的傳統跟血統，祂比我們有更崇高的地位和尊榮，
 但是祂謙卑自己，祂沒有任何的優越感，祂凡事跟我們認同
謙卑自
 甚至在希伯來書說祂與我們稱兄道弟，不會覺得羞恥
我們有的時候看到一些很過分的基督徒，
我們有的時候看到
些很過分的基督徒
 他說他是基督徒的時候我趕快閃開
 但是耶穌卻說祂不以跟我們稱為弟兄為恥，
耶
我
弟
求神也恩待我們，讓我們能夠學習耶穌謙卑的接納
在我們周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那些還不夠成熟的弟兄姊妹
我衷 的希望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是 個謙卑效法基督的群體
我衷心的希望東京國際基督教會，是一個謙卑效法基督的群體，
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

天父，我們感謝你！
你不但用重價買贖我們，並且把我們擺在一個屬靈的家，
我
多時
赦免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承認看到家裡有些不好的狀況，我們不喜歡，
有的時候我們信主久了我們會驕傲，我們會覺得我們高人一等，
有的時候我們也會把世界的價值觀帶到教會來，
覺得我不如這些人有學問，不如這些人有修養。
求你拆穿這些謊言，
讓我們在愛的裡面彼此接納，因為這是你在我們身上的心意，
惟有當我們更加的合而為 的時候
惟有當我們更加的合而為一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更多的被你所用。
奉耶穌的名禱告 阿們！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