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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棚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2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

读经
林后五
1-10

3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

4我们在这帐棚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1 10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5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作凭据。

6所以 我们时常坦然无惧 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 便与主相离6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

7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8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我 意 。

9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10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我们原知道
林后五1-10

诸长乐牧师 2017.05.07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常常在追思礼拜读的经文。
你知道你来参加追思礼拜吗？你喜欢参加追思礼拜吗？

我想很多人都喜欢参加婚礼，不喜欢参加追思礼拜，
但我喜欢参加追思礼拜。

因为在追思礼拜的当中，我可以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上帝怎么样地恩待他。
在追思礼拜的当中 我也可以思想生命跟永恒的问题在追思礼拜的当中，我也可以思想生命跟永恒的问题，
也可以提醒我自己如果有一天躺着的是我，

我能够像今天的诗歌所说的—主在那边点名，我一定在其中吗？我能够像今天的诗歌所说的 主在那边点名，我 定在其中吗？
我有预备好迎见神吗？

过去在台湾长大，一直我们都有一种危机意识，因为
中国跟台湾的关系紧张 所以我们一直处在备战的状态中国跟台湾的关系紧张，所以我们 直处在备战的状态。
一年多前来到日本，觉得说终于脱离这一个危机了！

有人算过，如果中国跟台湾要真的打仗的话，有人算过，如果中国跟台湾要真的打仗的话，
台湾有两个多小时可以反应。

可是上个礼拜北朝鲜打飞弹，你知道在日本有多少时间可以反应吗？10分钟。
我说：「主啊！我以为日本比较安全！哪里是安全的？」生命在你的手中吗？

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大卫跟扫罗的儿子约拿单说：
「我离 有 步之远 」什么叫做 步 你站起来走 步就是这样「我离死只有一步之远！」什么叫做一步？你站起来走一步就是这样！

需要有多少时间呢？！其实不是只有大卫，离死祗有一步！
我们每 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这段圣经说：「我们原知道」。
在使徒保罗的心中 有一个确据跟把握 或是说有一个盼望在使徒保罗的心中，有 个确据跟把握，或是说有 个盼望，

这样的事情应该每一个基督徒都清清楚楚的，但是有很多人却好像不知道！



来九27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人人都应该知道！
有 首诗歌很有名 就叫做「人人都应该知道」有一首诗歌很有名，就叫做「人人都应该知道」。

如果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求神让你在今天早上以后开始，你确实地知道。

第二个方面我们原知道 为什么我们变成糊涂了呢？第二个方面我们原知道，为什么我们变成糊涂了呢？
因为我们的生活太舒适安逸，我们忘记了！

教会应该是一个救生站，将那些原来要死在罪恶的深海当中的人救出来。教会应该是 个救生站，将那些原来要死在罪恶的深海当中的人救出来。
但是我们在这里久了、舒服了，我们把他变成一个俱乐部了。

我们在这边享受、享受、批评一下设备不够好、批评一下一些事情！
我们忘记了上帝拯救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我们忘记了审判是从上帝的家开始的、
我们忘记了当我们知道有永生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来面对永生、如何面对死亡。

面对 亡 有永生一个人唯有知道他要面对死亡、有永生的时候，他才能够知道
在今生好好地过日子，他才会珍惜上帝所给他各样的恩赐、资源和生命。

一、地上与天上的差别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地上的身体好像帐篷一样 是上帝透过父母亲所给我们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地上的身体好像帐篷 样，是上帝透过父母亲所给我们的。

保罗的本业是支搭帐篷的，所以他真正知道帐篷是怎么回事！
帐篷是脆弱的、是短暂的、是旅行用的，我们在这世上就像客旅一样，帐篷是脆弱的、是短暂的、是旅行用的，我们在这 就像客旅 样，

帐篷的使用是非常有限制的，你、我的帐篷也许有一点价格不同…
但是无论如何，它就是一个帐篷，它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
地上的帐篷是神透过父母亲给我们的，但是那个永恒的身体

却是神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的 是天上永存的房屋却是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是天上永存的房屋。
它不是暂时的，它是坚固的，它是可以存到永远的。

我们在地 身体是必朽 身体是 朽林前十五我们在地上的身体是必朽坏的，而天上的身体是不朽坏的；

地上的身体是羞辱的，天上的身体是荣耀的；

地上的身体是软弱的 天上的身体是强壮的；地上的身体是软弱的，天上的身体是强壮的；

地上的身体是血气的、有属土的形状，天上的身体是灵性的、有属天的形状。

当我想到属土的形状的时候，我终于懂得为什么我是土里土气的，
你们不要笑！不是我土里土气而已 你们每一个人都土里土气！你们不要笑！不是我土里土气而已，你们每 个人都土里土气！

我们就是土里土气。因着土里土气，所以是有限制的；
因着土里土气，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因着土里土气，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有盼望，
我们将来有一个属天的身体是荣耀的、

它是一个荣美的，
比我们在世上最好的时候，还要荣美千百万倍。

基督徒要有一个确据跟把握，使徒保罗说：
「当我们地上的帐篷拆毁了，我们必能得到那天上永存的房屋。」
定能够得到 这是神在我们每 个人身上的应许跟盼望一定能够得到！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应许跟盼望。
不要花太多的功夫在你这土里土气的身体上面！

好好来经营上帝要给你那永恒的祝福好好来经营上帝要给你那永恒的祝福。
这边讲得这么有把握—「一定能够得到」。

我们今天读的使徒信经，我希望再次提醒你—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这不是只是念念而已！而是在你心里面的一个确据跟把握。

另外一个方面我要提醒各位更严肃的一件事情另外 个方面我要提醒各位更严肃的 件事情，
基督徒形容死亡像睡觉一样！
但是 林前十五51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帖前四也是讲到如此。

弟兄姊妹你最大的盼望是什么？不是死后得永生而已！
你有没有盼望在一霎时、眨眼之间，上帝把你提到空中与主相遇？

这是在圣经当中，讲的一个被提的真理。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但是我们都要改变。你说这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

圣经上说在一霎时之间，在眨眼的时候。
你进来到现在眨眼了多少次？你进来到现在眨眼了多少次？

你每一次的眨眼都有可能发生！你预备好没有？



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要来的时候，
说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说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我每天早上起来，我第一个先看看师母在不在！

各位不要笑！你预备好了吗？你在被提的当中有分吗？各位不要笑！你预备好了吗？你在被提的当中有分吗？
也就是说，你有没有随时准备好？

还是你觉得这事情离你还很遥远，根本不必去想。

圣经上有很多被提的例子，
旧约以诺与神同行，神就将他取去了；
使八39传福音的腓力，当他去旷野传完福音以后，上帝就把他提走了；
林后十二2使徒保罗也有被提到三层天的经历！

弟兄姊妹你渴望被提吗？求主恩待我们东京国际基督教会的
每一个人，没有人说：「我不知道这个真理！」
唯有这样 个真理深深在你的心里 你才会好好地预备唯有这样一个真理深深在你的心里，你才会好好地预备。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

我曾经在想说「复活」，
不是很多人我们等他复活等到现在不是很多人我们等他复活等到现在，

等了几千年还没有复活。
但是这边又说—我们在离开世界以后，但是这边又说 我们在离开世界以后，

立刻就可以得到上帝所赐荣美的身体！
我怎么调和这当中的解释？

当我迫切祷告的时候，神开启我的眼睛—
进入永恒以后，是不受时间限制的。

只有我们这些人觉得一年、两年好长，
一千年、两千年好长喔！

但是你进入永恒以后，是穿越时间的。
也许在这边你觉得好长！

但是在永恒的当中 你觉得说就是 霎时 转眼之间但是在永恒的当中，你觉得说就是一霎时、一转眼之间。
上帝的真理是彼此在主的里面，让我们清清楚楚的。

二、「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基督徒知道死亡不是结束 是一种得胜基督徒知道死亡不是结束，是 种得胜，

是这个必死的身体，被一个永恒的生命吞灭了。
林后五2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我们在 篷里 息，

深深地想要得到那天上来的房屋。

腓一21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你活就是基督，死了才有益处喔！
你活着不像基督徒，你死了一点益处都没有。

腓一22我活着，我可以为主做工。

这个对弟兄姊妹很重要！我活着对建立教会、对宣教很重要！
腓 23但是我知道 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腓一23但是我知道，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是与基督同在、好得无比！

你说：「多好？」好得没办法比！你说：「多好？」好得没办法比！
这是使徒保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

同时他讲到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好像穿上衣服 就不是那赤身了我们好像穿上衣服，就不是那赤身了—

是光溜溜的、是羞耻的！

圣经第 次出现赤身 是在哪里？圣经第一次出现赤身，是在哪里？
是在 创三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犯罪了 就好像神的荣耀离开他了犯罪了、就好像神的荣耀离开他了，

所以他就像没有穿衣服一样，他会害怕，
他想要用树叶来遮盖自己的羞耻。

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当我们穿上衣服，
当我们与主遇见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赤身的。
当我们信主以后，神让我们穿上新人！

但是我们不只是要穿上救恩的新人而巳，
神要我们在主的里面好好地过日子。



启三上帝责备老底嘉教会 — 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说：
「你要买白衣 过圣洁 公义的生活 」「你要买白衣，过圣洁、公义的生活。」

启十六主耶稣说：「看哪！我来了要像贼一样！

那警醒看守衣服的 那个人是有福的 」那警醒看守衣服的，那个人是有福的。」

不仅仅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所行的公义的生活，
启十九8我们有那光明洁白的衣服，是信徒所行的义。启十九8我们有那光明洁白的衣服，是信徒所行的义。

我们很强调「因信称义」，但是真正的信心，一定会产生行为的改变，
没有行为改变的那个信心是假的。

你穿上了神给你的新人以后，你一定会有新的行为、行事为人的准则。
如果你说你穿上了没有任何的改变，你就好像那国王的新衣一样，自欺欺人！

你知不知道你生活的每一天在编织上帝给你的荣耀、洁白的衣裳？
还是你还在罪恶当中打滚、你不在乎！我们每一个人，

主要好好地在生活当中编织上帝要我们编织的洁白衣服，可以坦然见主。

基督徒一点都不消极，我们不是很消极地说：
「既然地上身体那么不好 我干脆脱下算了！」「既然地上身体那么不好，我干脆脱下算了！」

乃是我们有一个更深的渴慕要穿上那个，
因为我们知道当穿上那个的时候，是死亡被吞灭了！因为我们知道当穿上那个的时候，是死亡被吞灭了！

人最大的仇敌，就是死亡。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对 说，
那样的一个过程，却是一个得胜的过程。

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在神那里有一本生命册，
而那本生命册很宝贵，是上帝救恩的祝福在我们身上。

但是上帝却提醒我们说，
你要知道你的名字有没有在那生命册上你要知道你的名字有没有在那生命册上？

我们去应征工作、我们考试，我们都希望金榜题名，
但是在永恒的生命册上面 你有没有名字？但是在永恒的生命册上面，你有没有名字？

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说—
在那边点名的时候 我 定会在其中！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一定会在其中！
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却告诉我们，我们要非常地谨慎，

免得我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了！免得我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了！
我觉得我考取了、我一定可以上，

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说：上帝拯救你，但是你要谨守；；

免得你的名字会从生命册上涂抹了。

你不要跟我说：「牧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我想一点都不冲突，

我还是回到那一点，你真正的得救吗？
你会按照那个新生命的样式来生活的。

如果你没有改变，你只是自以为自己得救了，
你可以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但是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三、我们凭着信心可以坦然无惧
神为着永恒而造我们 救赎我们 栽培我们 我们知道住在身体里是受限制的神为着永恒而造我们、救赎我们、栽培我们，我们知道住在身体里是受限制的，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死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救。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知道我们离开了身体，是与主同在。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知道我们离开了身体，是与主同在。

你说：「牧师啊！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死过，那边我们都没去过！」
但是这边却告诉我们，你行事为人是凭着什么？是凭着信心。

你信耶稣为你而死吗？你信2000多年前，在各各他为你而死的
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你一切的罪吗？那时你在各各他吗？但是你相信！

不错！我们还没有去天堂，但是你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你怎么样地信耶稣为你死，你也要怎么样相信永恒。

神最喜欢我们就是对他有信心 使徒信经神最喜欢我们就是对他有信心，使徒信经 — 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神非常看重我们对于永生、对于身体复活的信心，

过于你的身体疾病得医治 过于你的困难得到解决过于你的身体疾病得医治、过于你的困难得到解决。
使徒保罗说：若是没有身体复活，我们信的都是枉然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死亡是「必死的被吞灭了」，
我们因着这样的信心 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我们因着这样的信心，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面对每一个日子、每一个环境。

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是凭着信心：我凭着信心而奉献 我凭着信心而传福音我们每做 件事情都是凭着信心：我凭着信心而奉献、我凭着信心而传福音、
我凭着信心做主的工、我凭着信心为人圣洁，因为我是活在主的面前，

别人怎么看不重要，别人看不见也不重要！但是你知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不重要，别人看不见也不重要！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是活在主的面前，主看见、主都知道。

你相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你的行事为人就是如何。你相信的是怎么样的 位上帝，你的行事为人就是如何。
有的人拜偶像，又去做坏事，就把偶像的眼睛拿一块布蒙着！

你是蒙偶像？还是蒙你自己？我们的上帝是鉴察全地的，你蒙不了他的眼睛。
你活在上帝的面前，你会怎样活？

你知道你服事在上帝的面前，你会怎么样地服事？
因此最后 个使徒保罗说 「我立了志向 要讨主喜悦 」因此最后一个使徒保罗说：「我立了志向，要讨主喜悦。」

他知道死亡以后要交账，他懂得来珍惜他的生命、来过在世的日子。
因此他立了一个志向 要讨主喜悦 我们都说：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因此他立了 个志向，要讨主喜悦。我们都说：神爱我们每 个人，

我也相信神爱我，但是神不一定喜欢我。连主耶稣做很多的事情，不论是天上、
不论是他自己讲的说：「我常常做主喜悦的事情！」你有做上帝喜悦的事吗？不论是他自 讲的说 「我常常做主喜悦的事情 」你有做上帝喜悦的事吗

这是你的志向吗？所以使徒保罗劝勉那些明白救恩的人，罗十二1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我们如此事奉上帝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不这样活，才奇怪！我们要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的。以诺一生365岁，
一年365天，是不是上帝提醒我们，每天都要为主而活。

基督徒做每一件事情要察验，察验我的动机是不是讨主喜悦？
察验这件事情是不是讨主喜悦？因为这是在神的面前非常重要的！
要用虔诚敬畏 心来事奉 帝 这是 帝 喜 圣经告诉我们来十二28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事奉上帝，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圣经告诉我们—

做各样的善事、和爱护需要的人，也是神所喜悦的，所有这些事情在神的面前
被永恒地纪念 爱神 爱人 爱教会 弟兄姊妹！爱神 爱人 爱教会！被永恒地纪念。爱神、爱人、爱教会，弟兄姊妹！爱神、爱人、爱教会！

愿上帝的爱让我们癫狂，愿上帝的爱激励我们！

在我们当中若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今天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圣经上说：「人非有信 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圣经上说：「人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悦！」
现在就是寻求他的时候、

现在就是抓住上帝给你机会的时候，帝给你机 ，
你信靠他就把自己摆在一个蒙神喜悦的位置和路上，

你的人生会不一样！
你不再活在咒诅的下面，而是活在上帝的祝福里。

你知道生命不在你的手中吗？如果你我今天离开世界，
我们有这个把握和确据—是到主那里去、与主同在吗？

我们见主的时候，可以向主交账吗？
当你去探望那些病重 甚至面临死亡的基督徒当你去探望那些病重，甚至面临死亡的基督徒，

你知道要用这一段话来跟他彼此地勉励吗？
还是我们只能够像世人一样说：「你一定会好起来！」还是我们只能够像世人 样说：「你 定会好起来！」
你可不可以抓住机会说：「人不是只有今生，人有永恒！」

已经信主的，坚固他的信心。还没有信主的，赶快跟他传福音。
你要如何渡你剩下余生的日子呢?你要如何渡你剩下余生的日子呢?

有一些长辈我常常跟他们讲，他们就自夸说：
「我已经大半生都在土里了！」「我已经大半生都在土里了！」

对不起！我没有对长辈不恭敬！
其实，每一个人你到底有多少在土里面，你也不知道。

你不要说：「我还年轻！我大半部都在上面！」
中国人说：「黄泉路上无老少！」

我主持过生下来 天过世的人我主持过生下来三天过世的人、
我也主持过超过百岁的人的追思礼拜，

重点是当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重点是当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立志向要讨主的喜悦？

你在哪些方面做，可以讨上帝的喜悦？你在哪些方面做，可以讨上帝的喜悦？
慕道的朋友，你今天愿意抓住机会，来归向神吗？



天父，我们原该知道！若是我们忽略了，天父，我们原该知道！若是我们忽略了，
求你圣灵今天深深地提醒我们，

我们不再害怕面对死亡我们不再害怕面对死亡，
让我们有复活、永生的盼望，

主的同在更让我们羡慕主的同在，
也让我们有一个志向要讨主的喜悦。

主，你也恩待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
趁着你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你趁着你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你、

相近的时候来求告你。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