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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

（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读经
西三

（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6因这些事， 神的忿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7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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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你们在这 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

8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忿怒、恶毒、

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

9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

10 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11 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

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

惟有基督是包括 切 又住在各人之内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

12 所以，你们既是 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

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读经
西三

13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

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14 在这 切之外 要存着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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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

你们也为此蒙召 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 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16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 神。

17 无论做甚么，或说话或行事，

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 神。

「用心」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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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长乐牧师 2017.03.12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有一句中国的俗语—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个世界非常看重你是不是用心！
老师看学生是不是用心听课、读书；
夫妻之间的感情跟关系，也是看我们有没有用心去经营；
如果年轻人还没有结婚 有 天你要求婚的时候 你要好好地用心如果年轻人还没有结婚，有一天你要求婚的时候，你要好好地用心。

我们送礼物给别人也要用心，
我在台湾的教会有一个医师 他送给他的主任一份礼物我在台湾的教会有一个医师，他送给他的主任一份礼物，

他是一个只在专业上很努力，但是在其他事情上，他却是很低能的一个人，
他送给主任什么礼物吗？他送了一个「钟」！还好他的主任很了解他。他送给主任什么礼物吗？他送了 个「钟」！还好他的主任很了解他。

我也很喜欢去一个餐厅用餐，除了东西好吃之外，他们的服务非常地用心！



一、同样地，教会需要用心，才能够真的感动人，然后领人归主。
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作见证，说他们所以会信主，是因为看到弟兄姊妹们的爱心。有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作见证，说他们所以会信主，是因为看到弟兄姊妹们的爱心。

也许他们对教义还没有完全地了解，但是因为弟兄姊妹的爱心，就感动了他们。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求主帮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用心」的教会。
教会是由一群得救的基督徒所组成的，「得救」祗不过是

一个起点而已，重点是我们的生命要持续不断地改变。
弗四 个信耶稣的人要把心志改换 新！弗四一个信耶稣的人要把心志改换一新！

信主以后，在里面会有一种挣扎，一方面是那个让我们继续堕落、犯罪的老我；
一方面又是带领我们渴望过圣洁生活 荣耀神的那个新生命，方面又是带领我们渴望过圣洁生活、荣耀神的那个新生命，

我们要让这个新生命一天、一天地，来胜过那个会犯罪的、被私欲牵引的老我。
圣经有一个形容词—好像穿上了新人，好像我今天穿一件新的衣服一样。

如果有一天有人送你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但是告诉你是从殡仪馆的停尸间
里面拿出来的，这是一件名牌、很贵的衣服，请问你要不要穿？

我想大家都不要穿的！活人不穿死人的衣服我想大家都不要穿的！活人不穿死人的衣服。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常常提醒，我们要穿上那个新的、救恩的衣服。

有一个飞行员，他有这样的经历，他在沙漠的机场停了一段时间，
然后他又再一次的起飞 可是他起飞的时候 他就听到机尾有一个很奇怪的声音！然后他又再 次的起飞，可是他起飞的时候，他就听到机尾有 个很奇怪的声音！

他就知道糟糕了，因为沙漠有一种特别的鼬鼠在那个地方，
如果容许这个鼬鼠把这些重要的电线咬断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危险。如果容许这个鼬鼠把这些重要的电线咬断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危险。

所以他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让他的飞机快速地爬升，
当他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声音就不见了！然后他就恢复到应该正常的高度来飞。
当他安全降落之后，他检查飞机，他果真发现在机尾有一只沙漠的鼬鼠，

但是因为他的爬升到一个高度以后，那只鼬鼠受不了就死了！
西三当你明白救恩以后，你就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情。

让你的思想、让你心智的高度不断地爬升！
我们制死地上犯罪的肢体 不是像我们去玩小朋友玩的那种我们制死地上犯罪的肢体，不是像我们去玩小朋友玩的那种

头伸出来就打的游戏，你发现你打得越快，他爬的越快！你永远都打输他。
但是你真的如同那架飞机一样 不断地往上提升 不断地思想神的事情的时候但是你真的如同那架飞机一样，不断地往上提升、不断地思想神的事情的时候，

神就恩待你、将治死你地上的肢体；而且让你的生命一天一天地更新。

摩西朝见神以后，他的脸就发光。
当我们多次 多方地来敬拜神 朝见神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改变当我们多次、多方地来敬拜神、朝见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改变，

神就会把得救后的那个改变的新装来赐给我们！
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不管你是不是像犹太人一样受过割礼、不管你是哪 个种族的人、不管你是不是像犹太人 样受过割礼、

不管你有没有读过书、不管你社会地位如何，
上帝是不偏待人的，每一个信主的人的生命都会改变！

西三12如果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圣洁蒙爱的人，

就要穿上以下的这几种心志：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和忍耐。

今天有几样我要和各位分享：太五7怜恤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要求神把一个怜悯人的心，摆在我们的里面。
永远要记得上帝的法则—我们给人，上帝就给我们。
刚才我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的时候，圣灵提醒我说：

你要跟弟兄姊妹作见证分享 其实在我生命当中 明显经历神的时候你要跟弟兄姊妹作见证分享。其实在我生命当中 明显经历神的时候，
都是我愿意去帮助人的时候，甚至是超过自己的力量要去帮助人的时候！

神让我来经历他的奇迹、经历他的丰盛。
如果我是一直都只想到自己的人 我没有办法经历上帝的奇迹！如果我是 直都只想到自己的人，我没有办法经历上帝的奇迹！

个人如此，教会也是如此。
当我们愿意给出去的时候，上帝就更加倍地来恩待我们。当我们愿意给出去的时候，上帝就更加倍地来恩待我们。
好不好每一次来教会的时候，就向神祷告说：

「主啊！今天求你让我能够帮助一个人！
让我知道他的需要、让我可以成为他的祝福。」

二、温柔
温柔，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一个好像没有脾气的人！

「啊！这个人好温柔啊！」
我常常问 些弟兄说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姊妹呀 」我常常问一些弟兄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姊妹呀？」

十个有九个都说：「她好温柔！」
然后娶回去以后说：「一点也不温柔！」然后娶回去以后说：「一点也不温柔！」

对不起，如果得罪姐妹们，其实人跟人的互动是不容易的。



真正的温柔是一种对神顺服的心，对神有一种非常坚定的信念跟态度，
就算在困难的环境的当中 仍然不改变！就算在困难的环境的当中，仍然不改变！

让他自己的情绪可以在圣灵的掌管之下。

我想到一件事情 徒一 当犹大丢弃了他使徒的职分我想到 件事情，徒 当犹大丢弃了他使徒的职分，
他们觉得应该选出一个人来代替犹大，我始终觉得他们的方法不太属灵！

如果我们今天选团契主席，我们用抽签！我觉得怪怪的。今 契 席，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就是用抽签，当然他们不是随便抽签，他们好好地

选了两个人，我相信这两个人都是非常爱主的人，也都有好的见证！
但是名额有限，不论如何就只能选一个。

要是我们长执会就可以选两个！就选出了马提亚来。
我就在想 如果我是那个没有选上的人 我的心情是什么样我就在想，如果我是那个没有选上的人，我的心情是什么样？

选上的都很高兴，对不对？没有选上，才真正是属灵的考验！
我没有被选上 我仍然忠心爱主；我没有被选上，我仍然忠心爱主；
我没有被选上，我仍然顺服神的带领，那叫做温柔。

三、忍耐。忍耐是面对一些不公义或是恶劣的环境，
没有苦毒 跟报复的念头 而且基督徒的忍耐的当中 可以仍然有盼望！没有苦毒、跟报复的念头。而且基督徒的忍耐的当中，可以仍然有盼望！

在前一个礼拜，我有机会可以跟一个姊妹一起祷告，她在出乎自己意外的情况下
怀孕了！她很高兴！几个礼拜前，她欢欢喜喜地跟我分享这样的好消息。怀孕了！她很高兴！几个礼拜前，她欢欢喜喜地跟我分享这样的好消息。

上个礼拜我看她在哭泣，我就陪她一起祷告！她跟我分享—医生说孩子没有心跳。
她心里非常、非常地难过。当我在跟她分享的时候，她一直说：
「上帝为什么跟我开这个玩笑？我又没有跟你要！你给我，我也感谢你了！

为什么你又让他失去了？」其实当我跟他分享的时候，
我是提心吊胆 生命是 个奥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提心吊胆，生命是一个奥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你跟我相处够久，你就晓得我从来不代替上帝说什么，
有太多奥秘的事情是属于上帝的 我也承认我没有答案 我们就 起祷告有太多奥秘的事情是属于上帝的，我也承认我没有答案！我们就一起祷告。

我很怕她失去信心，但是感谢主！过两天她跟我联络，她告诉我说：
「牧师！感谢神！我心里有平安！虽然我不明白 我也有一点失落！「牧师！感谢神！我心里有平安！虽然我不明白，我也有 点失落！

但是我仍然可感恩。」这是神要我们穿上的新衣！

不仅我们个人要穿上这样五种品格的新衣，
神也要我们整个教会一起穿上新衣神也要我们整个教会 起穿上新衣。
有时我们之间难免会有一些误会跟冲突，

所以这里说—倘若这人和那人有嫌隙(V13)。所以这里说 倘若这人和那人有嫌隙( )。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来教会一定没有问题！

但是，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的误会跟冲突，
我们要学习彼此包容、彼此饶恕。

我们有饶恕的恩典，是因为我们先经历了主的饶恕。
而且不管是我们个人的品格 或者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且不管是我们个人的品格，或者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都是我们本着一个爱神、爱人的心，来去连结。
圣经上说—爱神的 也当爱弟兄！你不可能说 你爱神而不爱弟兄圣经上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你不可能说，你爱神而不爱弟兄。

当我们用爱心来穿上神给我们的品格，用爱心来联络彼此的关系的时候，
这是一个用心的教会。而且这样的教会，神会赐下一个特别的礼物—这是 个用心的教会。而且这样的教会，神会赐下 个特别的礼物

就是基督的平安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充满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

很多的慕道友来见证，
他们到达教会以后除了感受爱心之外他们到达教会以后除了感受爱心之外，
另外一个让他们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平安。

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给门徒们的祝福也是—愿你们平安。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给门徒们的祝福也是 愿你们平安。

这个平安能够胜过苦难、胜过死亡、也胜过这世上一切的诱惑。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将我们的心志改换一新！
我们用爱心来经营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们要是一个「用心」的教会。
跟你旁边的人说：「要将你的心志改换一新！」不能还是老样子！

我们常常彼此问候的时候说：
「 近怎么样啊？」「老样子！」
你我都是要不断更新的样子，外表是老样子，

而且是越来越老的样子！而且是越来越老的样子！
外体本来是一天比一天朽坏的；但是内心可以一天新似一天。



四、一个用心的教会，也是一个充满了感恩、赞美神的教会。
诗一百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神称颂他的名。诗 百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神称颂他的名。

当你进教会的时候，你要称谢、赞美神。教会是要充满了称谢、跟感恩的，
不是只是一群在这里有各样的困难、苦苦哀求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新朋友来到教会，每一个人一进来就说：「我腰痛！」
「哎呀！我这里不舒服！」「我家生意不好！」你有什么感觉？

当你进到这个教会每个人见面的时候就说 「感谢主！」「赞美神！」当你进到这个教会每个人见面的时候就说：「感谢主！」「赞美神！」，
你有什么感觉？这是一群经历上帝大能的人，他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

我从来没有叫大家不要去正视我们所遇见的困难跟苦难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我从来没有叫大家不要去正视我们所遇见的困难跟苦难，但是我们要有 个信心，
我们是属于主的人。凡是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经过上帝的许可的。

约伯当他失去了财产、失去了他的亲人之后，他说：
「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我的爷爷是牧师，我的母亲跟我做见证，她说当我爷爷遇到各样困难的时候，
他就到楼上去祷告 他 定祷告到 个地步 他 后要唱那首「数主恩惠」他就到楼上去祷告，他一定祷告到一个地步，他 后要唱那首「数主恩惠」，

然后他就快快乐乐地数着上帝的恩惠，然后下楼。

基督徒不管说话、行事，都要存着一颗感恩的心，
圣经上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心被恩感地歌颂神(v16)圣经上也提醒我们 我们要心被恩感地歌颂神(v16)。

如果你用一点心，你会发现我们每一次的主日崇拜的两首诗歌里面，
第一首歌一定是称颂神、赞美神，要把我们生命的焦点第 首歌 定是称颂神、赞美神，要把我们 命的焦点

从我们的问题、困难、生活的琐事当中，来转向神！
让神在我们的心中，再一次地伟大起来。当你唱：「你真伟大！」的时候，

你是真的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问题都变好小！
也许你来以前你觉得你的问题大的不得了！连神都解决不了。

但是当你宣读使徒信经说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的时候 当你从心里面但是当你宣读使徒信经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的时候，当你从心里面
口唱心和地唱「你真伟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问题根本算不得什么！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让我们的教会 是一个充满了感谢 赞美的教会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了感谢、赞美的教会。
神是用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神，不是你唱「主在圣殿中」，主就要在圣殿中。

是当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来赞美神的时候，神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是当我们真的从心里面来赞美神的时候，神设立他的宝座在我们当中，
从他的宝座流出恩典、从他的宝座流出能力。

所以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以后进来就说：「感谢主！」「赞美神！」
圣殿充满赞美 我的心就充满了平安圣殿充满赞美，我的心就充满了平安。

不论你是要心志改换一新，不论你是要充满了感恩和赞美，
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你的心里要将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你的心里(v16)。有 件事情非常的 要，你的心 要将神的话丰丰富富 存在你的心 ( )。
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
我们听道，把神的话听进去；我们读经、灵修，把神的话读进去；
我们背圣经、我们默想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上成人主日学的时候，把神的话学习在我们的里面；
当我们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见证上帝的话语当我们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见证上帝的话语，
不仅是我们自己得着，而且我们也彼此劝诫！

你我要相信出于上帝的话 是大有能力的你我要相信出于上帝的话，是大有能力的。

我每次要去探访、要去关怀、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一定求神给我他的话。
因为我知道我的话 一点用处都没有！一点力量都没有因为我知道我的话， 点用处都没有！ 点力量都没有。

但是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当你遇到有些弟兄姊妹，伤心难过的时候，你跟他说：「不要难过了！」
他失恋了 你跟他说：「不要难过了！」他失恋了，你跟他说：「不要难过了！」
你觉得，他会因为你说不难过，就不难过吗？

他会说：「你又不是我！」他会说 「你又不是我！」

但是你有上帝的话的时候，你就说：「你看雅各也被骗！」、
「腓利门书说，你暂时失去他，或者可以永远得着他！」， ，

他说：「喔！这是神说的喔！」他会认真地来看待！
有的弟兄姊妹财产遭到损失，你带他看神的话：你看约伯，后来神给他的加倍；

有的人生病了，你带他看神的话，神怎么样医治人！
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要有信心。

求神祝福我们，是一个「用心」的教会，每一个人进来都是把心志改换一新。
你每次要来教会之前，你要问问自己：「 神啊！我在过去这个礼拜，
我的心智有没有更新 点？神啊！求你祝福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我的心智有没有更新一点？神啊！求你祝福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

是不断地更新，从冷漠到热情，充满了怜悯和祝福！」



每个人都是当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
每个人也丰丰富富地把神的话存在心里每个人也丰丰富富地把神的话存在心里，

教会丰富的见证之一是上帝的话语丰富！不只是讲台丰富而已！
惟有弟兄姊妹心里面丰丰富富地有神的话的时候，惟有弟兄姊妹心里面丰丰富富地有神的话的时候，

那个教会才是一个丰富的教会！
而这样的丰富，你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求神帮助每一个进到我们教会的人说：「这是一个用心的教会！」
我们是一个用心的教会！

今天台湾 大的基督教报纸—论坛报上面，有我们教会的报导！
从此各位更有名了，我希望我们是名不虚传！

每 京 觉得说 实在 这 教 精彩极了每一个来到东京的人，觉得说报导的实在是不够，这个教会精彩极了！
就好像那个南方的女王去看所罗门王，

她说 「我看到的跟我听到的 真天差地别！」她说：「我看到的跟我听到的，真天差地别！」
让我们一起见证上帝的丰富和荣美。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一开始就唱：
在淤泥中你拯救我们 在 暗中你拯救我们在淤泥中你拯救我们、在黑暗中你拯救我们，

你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你要我们穿上品格的新衣，

你要不断更新我们教会彼此之间的关系，要 更新我 教会彼此之间 关 ，
你要你的平安充满在教会里面。

主耶稣我也仰望你真的是恩待我们主耶稣我也仰望你真的是恩待我们，
不仅听你的话、而且遵行你的话，
将你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将你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共同来见证神的恩典和荣美。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