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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
读经

恩典就更显多了。

5:21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

读经
罗五
20-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6:1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断乎不可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 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六7

6:2 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6:3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6:4 所以 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6:4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6:5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 ；

6:6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

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

6:7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6:8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
读经

6:9 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

读经
罗六
8-14

6:10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 神活着。

6:11 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 神在基督耶稣里 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向 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6:12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6:13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 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 神。并 。

6:14 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在主里的新生命
诸长乐牧师 2017.12.17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近我们在外面看到很多的圣诞装饰，大家也在准备过圣诞节。
主耶稣到底哪一天诞生，并不清楚。基督教在第四世纪以前都是非法的信仰，

基督徒受逼迫 甚至被误解 一直到主后313年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基督徒受逼迫，甚至被误解，一直到主后313年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
才真正开始地面化。然后教会有些人就根据天使向马利亚报告她要怀孕的讯息，

来推算耶稣诞生的日子。庆祝圣诞节也是有它的过程：
罗马天主教是从西元336年开始过圣诞节，小亚西亚的安提阿教会

是从主后375年开始过圣诞节，埃及的亚历山大教会是从主后的430年
才开始正式的庆祝圣诞节 而耶路撒冷教会是 晚开始庆祝圣诞节的才开始正式的庆祝圣诞节，而耶路撒冷教会是 晚开始庆祝圣诞节的。

一般西方教会将圣诞节订在12月25日，东正教订在1月7日。

其实耶稣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圣诞节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其实耶稣的生日到底是哪 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圣诞节所带给我们的信息
告诉我们有一位救主为人类而降生，透过他，人可以得到崭新的生命。



罗马书前五章就是讲到「因信称义」的真理，基督徒可以得救是因着信，
也本乎上帝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 或者是遵行律法也本乎上帝的恩典；不是靠着我们的善行，或者是遵行律法。
律法有它的功用，就是要显明过犯、罪恶，甚至是知道我们是一个该死的人。

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却让我们能够因着信靠，而白白地在神的面前称义；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却让我们能够因着信靠，而白白地在神的面前称义；
而且恩典远远地大过过犯，不管我们的过犯有多大，恩典永远的比你的过犯还大！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希望。就好像我虽然欠了很多债，
但是有一位很富有的，他爱我，他所拥有的资产大过我的负债，

他也愿意为我的债来付出代价，我才有一个新的希望。所以圣经上说—
恩典就大于过犯 并 讲到「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在那里 显多了」恩典就大于过犯，并且讲到「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那里更显多了」！

譬如说千惠是个非常遵守规矩的女士，我是个无恶不作的坏蛋，
今天我们 起站在台上服事 你们觉得谁蒙的恩典比较多啊今天我们一起站在台上服事，你们觉得谁蒙的恩典比较多啊？

你们会觉得千惠服事是应该的！诸牧师还可以服事啊？！
这你就了解 虽然我的过犯很多 但是恩典更多这你就了解，虽然我的过犯很多，但是恩典更多。

我和千惠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够一起服事。

但是这会造成一种误会—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那里更显多，
为了要让恩典更显多 我要继续去犯罪 然后让恩典显多(罗六1)！为了要让恩典更显多，我要继续去犯罪，然后让恩典显多(罗六1)！
这是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对基督徒的挑战—

你们基督徒很好笑，这边认罪、那边犯罪！你们基督徒很好笑，这边认罪、那边犯罪！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
一个信耶稣的人，不可以继续地活在罪恶当中，个信耶稣的人，不可以继续地活在罪恶当中，

不可以把犯罪当做家常便饭。
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了很重的字—「断乎不可」，就是绝对不行(罗六2)，

基督徒应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和生命。

我今天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
第一「洗礼的意义」、
第二「新生的样式」、
第 「新生的操练」第三「新生的操练」。

一、「洗礼的意义」：
洗礼可以说是每 个人信主以后真正的圣诞节洗礼可以说是每一个人信主以后真正的圣诞节。

一个人信主以后就一定会受洗，洗礼是一个蒙恩的圣礼，
加拉太书受洗是披戴耶稣基督 (加三27)加拉太书受洗是披戴耶稣基督 (加三27)，

透过洗礼，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
可以闻到耶稣基督的香气。可以闻到耶稣基督的香气。

就好像今天诗班的每一位，
你现在看得到他里面穿什么吗？现在 里面穿什么
说像这样的外衣，他里面穿什么你看得到吗？

你看不到的！因为他穿了诗袍。
今天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别人也应该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样式。

林前十二13 我们洗礼就加入一个大家庭，我们互相做肢体，
但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告诉我们：但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
「洗礼」是一个人归入基督的死，并且和他一同埋葬(罗六3-4a)；
所以「洗礼」某一个方面来说，是一个葬礼，所以「洗礼」某 个方面来说，是 个葬礼，

一个受洗的人是如同已死的人一样—脱离了罪，对罪失去了知觉。
假设一个人过去很喜欢喝酒或赌博，他死了躺在殡仪馆里面，你跟他说：

「XXX起来喝酒！起来赌博！」他不会起来的！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知觉。
死，也是罪的刑罚。

该 字本来我们犯罪、该死，但是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背负了所有罪的刑罚，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借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 使我们的罪债与罪的刑罚 已经过去了借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使我们的罪债与罪的刑罚，已经过去了。

从前的我，已经随着洗礼与耶稣同钉十字架，
耶稣基督已经替我承担了罪的刑罚 和罪债 (罗六6)耶稣基督已经替我承担了罪的刑罚、和罪债 (罗六6)。
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死了，不仅仅受刑，而且为我们死了。



在美国刑罚史上有一件事情(一个人犯了很严重的罪，就要被判处绞刑—吊死)，
有一个很有钱的人 犯了很严重的罪 他请了 有名 恶毒的律师有 个很有钱的人，犯了很严重的罪，他请了 有名、 恶毒的律师，

说：「你无论如何救我！我所有财产都给你，我就是不要死！」
这个律师老神在在地说：「行！这事包在我身上！」 可是他什么动作都没做。这个律师老神在在地说 「行！这事包在我身 ！」 可是他什么动作都没做。

一天一天时间过了，要执行死刑了，绳子也套上去了，只要下面的版子一打开，
这个人就没了！律师还是坐在下面，这个人失望透顶…

「我受骗了！钱他拿了，但是没做事！」可是当法官宣布开始执行的时候，
律师一个箭步上绞刑台，拿一把很利的手刃把绳子砍断！
那个人在千钧 发之际就没有死 很多人不服气 但是律师说那个人在千钧一发之际就没有死。很多人不服气，但是律师说：

「这个人犯罪，应该接受绞刑；他已经接受过了，他刑罚已经接受过了！
他满足了我们现在法律的要求 」他满足了我们现在法律的要求。」

所以也因为这件事，美国的法律改了，以前的绞刑就是 hang，
后来加两个字— hang to death 死 是何等地真实！后来加两个字 hang to death。死，是何等地真实！

一个人欠了很多的债，他所有的债务，因着他的死，就一笔勾销。

在这里我也解释一下，圣经说 (林后五17)：
「若有人在基督里 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信耶稣了，可是罪的影响、罪的后果，还要我自己承担！
很多人希望：「受洗后」，以前欠的债、以前做的坏事，全部一笔勾销…，很多人希望：「受洗后」，以前欠的债、以前做的坏事，全部 笔勾销 ，

我告诉各位，如果你今天要受洗，你欠了人家很多钱，
洗完以后出去，还是要还钱，不要想占这个便宜。

圣经上说是—你过去对神、对人的「亏欠」，上帝已经为你「洗净」，
让你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习惯，「不再」轻易地犯罪，

好像是一个「停损点」。当你真正地悔改以后，那些债主看到了你的改变，
或许有一些特别的恩典在你身上。

我真的看到很多这样的见证我真的看到很多这样的见证，
这就是上帝的救恩！同时这些罪的后果随着我们，

是让我们谦卑 让我们不要得意忘形 紧紧地来依靠神是让我们谦卑、让我们不要得意忘形，紧紧地来依靠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洗礼是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我那犯罪的身体已经灭绝了！

二、「新生的样式」：
基督徒有盼望！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徒有盼望！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好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洗礼不仅仅是往事的了结，更是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开始。洗礼 往事的了结， 崭新的开始

上帝的大能怎么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透过洗礼，上帝同样的大能
也运行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而且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荣耀的生命。

就算在耶稣基督里面死了，我们仍然在末日有复活的盼望。
罗六4我们受洗的人，行事为人、一举一动，都要有新生的样式。

罗六6 我们信主的时候、受洗的时候，是从前的我与主同钉十字架，
但是罪的律 权势与影响还在我们身上 然而更有圣灵的大能也在我们里面！但是罪的律、权势与影响还在我们身上，然而更有圣灵的大能也在我们里面！

生命、圣灵的律，胜过犯罪、情欲的律！就好像车子，它只有
在地上行驶的力量 它不能够飞；但是飞机有一个胜过地心引力的力量在地上行驶的力量，它不能够飞；但是飞机有 个胜过地心引力的力量，

所以它不仅可以在地上走，它可以离开地面。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如此，
所以虽然我们里面有罪的律跟权势所以虽然我们里面有罪的律跟权势，
但是在我里面更有生命、圣灵的大能！

千万要记得这个真理！千万要记得这个真理！
因此你可以活出、也必须活出新生的样式！

这就是以弗所书讲的 弗四22-24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就 以弗 书讲 弗 新人。

今天我愿意跟各位特别思想两个「新人」 基本应该要有的表现：
第一个是以弗所书所提到的，第二个是歌罗西书所提到的。

弗四25我们要弃绝谎言。

人有一种嗜好—喜欢说谎，也喜欢听谎言。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基督徒得救以后，

大的见证是—有爱心，
其实我告诉各位 基督徒别人 看重的是 你诚不诚实！其实我告诉各位，基督徒别人 看重的是—你诚不诚实！



这世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全世界都可以说谎，基督徒不能说谎。
你有没有发现？当一个基督徒被发现说谎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当 个基督徒被发现说谎的时候，

在报导他的罪行时，会特别加上「他还是基督徒耶！」
你很少看到一个其他宗教的信徒说谎，别人会括弧说「他是XX宗教的信徒！」你很少看到 个其他宗教的信徒说谎，别人会括弧说「他是 宗教的信徒 」

但是世界对我们基督徒就有这样的要求！
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约四24)」。

我们事奉他，也是要用干净的嘴唇来事奉他，以赛亚看见荣耀的君王，他说：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赛六5)」，
上帝先洁净了他的嘴唇，他才能开始服事。
说谎的嘴、造谣的舌头，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箴十二22)。
圣经的 后 都讲到说谎的罪是不能够进神的国圣经的 后，都讲到说谎的罪是不能够进神的国。

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我受洗了！我很安！」
彼前四17审判是从上帝的家起首彼前四17审判是从上帝的家起首。

求主帮助我们信主以后，都能够学习嘴唇的圣洁。

歌罗西书基督徒还要非常小心一件事，就是贪婪和贪心。
你说：「我没有拜偶像，我只是贪心一点！」，

但是圣经上说，贪婪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罪 (西三5)。
永远都不要觉得，你可以平安地逃避贪婪这个罪！除非你真正的学会知足和感恩！

在美国中西部的乡下，有一个人买乐透中了八百万美金，是过着很辛苦日子的人，
他有心脏病，所以当他老婆兑奖中了八百万美金时，心想如果一下告诉他的话，

他有这个命中奖 没有这个命花钱 他们平常上教会 她就想请牧师去告诉他他有这个命中奖，没有这个命花钱。他们平常上教会，她就想请牧师去告诉他。
牧师比他更穷，但是牧师就是有智慧，跟律师一样。牧师说：「Simon弟兄，

如果你中了八万美金，你要怎么用？」他说：「我这辈子从来没开过好车，
我要去买一部好车来开！」牧师说：「如果你中八十万美金，你要做什么？」

他说：「我从来没住过豪宅，我如果中了八十万，我就去买一个豪宅，
好好享受 下！」牧师又说 「如果你中了八百万美金 你要怎么花？」好好享受一下！」牧师又说：「如果你中了八百万美金，你要怎么花？」

他说：「我怎么照镜子都不像中八百万美金的人，牧师，
如果我真的中八百万美金，我分你一半！」牧师说：「此话当真？」， 」 」

他说：「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话！」结果牧师心脏病死掉！

一个信主的人，除了要脱离自私的心，
也要关心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事也要关心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事，

让别人也有机会得到福音和新生命。
所以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所以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

不仅说你的病可以得医治、你的困难可以解决，
主耶稣更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太三2)！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建立教会、宣教、植堂、
甚至一些爱心的事工，
借着奉献、事奉和传扬、教导与爱心的见证，

扩展上帝的国度，
这也是新生命很重要的 部分这也是新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

信耶稣不是只有为你改变而已，
上帝改变你是要使别人也能够蒙福上帝改变你是要使别人也能够蒙福。

三、「新生的操练」：
我们信主的人要有新的看法与态度 向着罪 看自己是死的；我们信主的人要有新的看法与态度。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

向着神、在耶稣基督里，看自己是活的 (罗六11)。
「看」是继续不断地看，每天的提醒！所以为什么每天要灵修，「看」是继续不断地看，每天的提醒！所以为什么每天要灵修，

就像我们每次出门，都要照镜子一样！
不要让罪在你的生命当中做王，

如果你让罪在你生命当中做王，你不仅要付代价，而且 终引向死亡。
但是如果你让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做王，

恩典在你心目当中做王，那个结果就是永生。
我们要有一个动作，

把自己不断地献给上帝 为上帝而活把自己不断地献给上帝 (罗六13)，为上帝而活。

有位牧师面对一群一直活在肉体当中的弟兄姊妹，
教会里面不讲实话 说闲话 分门结党教会里面不讲实话、说闲话、分门结党；

这位牧师讲到口水干了，也没有用！



有一天，他在崇拜前运了一个棺材放在前面，里面放了一个大镜子。
弟兄姊妹迟到的迟到 来教会崇拜 从来不关心教会弟兄姊妹迟到的迟到，来教会崇拜，从来不关心教会！
发现前面怎么有一个棺材？就问牧师：「教会谁死了？」

牧师说：「你自己来看！」牧师说：「你自己来看！」
每一个人到前面来看，看到什么？看到自己—

我该死，我的旧人该死！不要让罪在我身上继续做王(罗六12)，我该死，我的旧人该死！不要让罪在我身上继续做王(罗六12)，
要让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做王，让我能够彰显上帝的荣美。

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求主恩待你，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求主恩待你，
今年的圣诞节是你接受耶稣基督在你心里的一个圣诞节，

下午有洗礼，我邀请你参加。
已经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们，让我们好好地思想—

今天上帝给我们的信息—
活出新生的样式 让你的生命改变 蒙福活出新生的样式，让你的生命改变而蒙福。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为我们这么不配的罪人来到世界上你为我们这么不配的罪人来到世界上，

从降生就非常地卑微。
有的时候我们会抱怨自己出身卑微有的时候我们会抱怨自己出身卑微，

但是有谁比你更卑微？
本 富足谢谢你，你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为了贫穷，

好让我们因着你的贫穷成为富足。
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的旧人死得更透，
圣灵生命的大能，更多地在我们身上彰显。

也祝福每一个寻求你的人，
好像那牧羊人跟那几个博士一样—他们能够找到你。

祝福你的教会！奉耶稣的名，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