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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
罗十二
1‐21‐2

1 所以，弟兄们，我以 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 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察验何为 神的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叫你们察验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心意更新
罗十二1-2

诸长乐牧师 2019.01.06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
谢谢主 今天是今年的第 个主日 我们把今年的第 个主日奉献给神谢谢主，今天是今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把今年的第一个主日奉献给神。

好像一年的一个初熟果子来献给神，相信神一定悦纳。
常常面对新的一年，我们对自己有一些新的盼望，常常面对新的 年，我们对自己有 些新的盼望，

我们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开始，能够除旧布新。

我一直很喜欢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一段经文，
耶利米哀歌讲到以色列人在灵性 黑暗、 悲惨的时期，

有许多的懊悔、许多的无奈。但在那样的情况下，
先知仍能够从神的眼光对百姓说出盼望的信息先知仍能够从神的眼光对百姓说出盼望的信息。

也就是说，就算过去我们过得再怎么不好，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有指望。

今天神存留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有指望。
你想想看在过去 年当中 全世界发生多少可怕的灾难！有各样的天灾你想想看在过去一年当中，全世界发生多少可怕的灾难！有各样的天灾，
包括冰雪、火灾，也有许多地方有可怕的地震，许多人因此失去他们的生命。

所以在圣经上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神诸般的慈爱」所以在圣经上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神诸般的慈爱」。

我们一点都没有比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要高明，
今天你我能够在这里是因为神诸般的慈爱，今天你我能够在这里是因为神诸般的慈爱，

而且他的怜悯绝对不会断绝。
「每个早晨都是新的！」

除非你知道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哪里有这样的勇气来做这样的宣告！
圣经上说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凡等候他、寻求他的人，神都要施恩给他。（哀3:25）

所以不管你现在的情况如何，
不管你对自己 对环境有多么地失望不管你对自己、对环境有多么地失望，

抬起头仰望神，耶和华要施恩给你。



一个信主的人，不仅在教义上认同真理，他也要逐渐地脱去行为上的旧人，
将他的心志改换一新 穿上新人 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盼望我们能够更新将他的心志改换 新，穿上新人。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盼望我们能够更新。
有时候我们穿一件新衣服或是买一件新的东西，我到现在都还有这个习惯—

不管新历年、旧历年，我一定给自己一个新的东西，提醒自己要更新。不管新历年、旧历年，我 定给自己 个新的东西，提醒自己要更新。
但是我真的知道，除非从心里面更新，所有外表的更新都是有限的！

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心意更新、宣教植堂」，心意更新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更新，题 心意更新 宣教植堂」， 内在 命 ，
是一个人 核心的部分，箴言告诉我们—你的一生如何是由你的心来决定。

你希望你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那先要看你的内心世界，
是一个怎么样的内心世界。内心决定一切！不仅个人如此，教会也是如此。

如果教会没有圣灵不断更新的工作，我们只能够
选择保守 或者照传统来做事情选择保守，或者照传统来做事情。

因此我们不仅仅要注重我们心意的更新，
教会在许多圣工上 福音的活力上也要更新教会在许多圣工上、福音的活力上也要更新。

教会要在近处和远处传扬福音，在国内和国外参与宣教的事工。

我们今年希望能够在西船桥植堂，
我们在西葛西已经有一年的查经班 有很多弟兄姊妹参与我们在西葛西已经有 年的查经班，有很多弟兄姊妹参与。

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走出墙外的教会，我们把人带来教会，很不错！
但是主耶稣更希望我们「去」，使万民作他的门徒，但是主耶稣更希望我们「去」，使万民作他的门徒，

所以我们正在寻求合适的地点，也请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
我下个礼拜要特别讲「宣教植堂」的信息，

今天我跟大家先来思想「心意更新」这个主题。
罗一-十一讲到我们的信仰与福音，

以后就 诉我们在 活 中 如何将领受的福音实现出来十二以后就是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将领受的福音实现出来，
能够将真理活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所以你会发现 十二以后告诉我们，

怎样运用我们的恩赐；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我们跟国家的关系要如何；怎样运用我们的恩赐；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如何；我们跟国家的关系要如何；
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生活；在和别人有不同看法的时候，

什么是准确的态度。因此今天我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准确的态度。因此今天我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唯有当我们心意更新之后，后面这些才可能实践。

一、「理所当然的事奉」(罗十二1)

当我们想到「理所当然」的时候 觉得这是应该的 合乎逻辑的当我们想到「理所当然」的时候，觉得这是应该的、合乎逻辑的。
譬如说一个父母亲爱孩子，是理所当然的；
孩子孝敬父母亲，也是理所当然的；孩子孝敬父母亲，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在工作的场合认真努力，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不要小看这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连理所当然的事情都做不到。

我们常常觉得别人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做，
我们把「理所 然」 作 把尺去要求别人 但是却没有要求自己我们把「理所当然」当作一把尺去要求别人，但是却没有要求自己。

我曾经遇过一个孩子，他不是很听话，我问他：
「你为什么不听你爸爸 妈妈的话 你爸爸 妈妈这么爱你 」「你为什么不听你爸爸、妈妈的话？你爸爸、妈妈这么爱你！」
他回答：「他们爱我，是理所当然的！谁叫他们要生我！」

不错！爸爸妈妈爱你 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当你领受了爱以后不错！爸爸妈妈爱你，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你领受了爱以后，
你难道不能够用一个好的态度来对待父母亲吗？

「理所当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种行为。
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理所当然地活出「活祭的人生」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理所当然地活出「活祭的人生」，
因为这样的人生是上帝所喜悦的，

也是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活出的属灵生活也是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活出的属灵生活，
这段圣经用两个字开始—「所以」。

为什么要活一个「活祭的人生」呢？为什么要活 个「活祭的人生」呢？
因为，在一个人明白神的救恩时，知道神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

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价买赎回来的。

弟兄姊妹，不管这个世界怎么看你，但是你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
你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是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

我们也许用很多的钱去买一个我们觉得宝贵的东西，
但是我们几乎很少会用我们的生命去换取这样东西，

特别这样东西人家都觉得不值得。



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世界不会喜欢、我们自己也不喜欢，
但是神却看我们为宝贵 让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这样的罪人而死但是神却看我们为宝贵，让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这样的罪人而死，

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并且有一个新的身分，
就是他儿子的身分，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轻看自己。就是他儿子的身分，所以我们没有 个人可以轻看自己。

世界给你的标价，都是暂时的；神在你身上的标价，才是永恒的。
我希望每一个人，走出教会时都是抬头挺胸的。我希望每 个人，走出教会时都是抬头挺胸的。
你要知道，神看你为宝贵，保护你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

若没有上帝的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你的身上。

前阵子我看到一则新闻，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辆值一忆的跑车，
所有开车的人都说：「离它远一点，碰到它我的人生就完了！」

你有没有想过，你比那一亿的跑车还要宝贵！
上帝眷顾你、上帝在乎你！并且他赐给我们圣灵，

让我们能够过 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同时让我们有圣灵的帮助，可以让我们效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活祭的人生」，
是一个为上帝而活 不为自己活的人生是 个为上帝而活、不为自己活的人生。

所有的献祭，都有一个特别的目的。
一般的祭物，献上了就死了！般的祭物，献 了就死了！
但是当我们献上自己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向自己的旧人死了！

但是向神，却是活着！这叫做「活祭」。一般的祭物是死了，
但是我们把自己献上时，反而活了！我们所以献这样的祭，是因为感谢。

我们不像以前以色列人一样，不断地把祭物献上，而是献上自己的生命，
基督徒活出这样的生活、敬拜，是上帝所期待的。

有很多人说：「我不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我不知道上帝要我怎么做！」
今天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将你的身体献上 将你的生活献上今天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将你的身体献上、将你的生活献上，

脱去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不是只有在礼拜堂敬拜神，
而是在工作 家庭 每一个生活的层面上 来为上帝而活而是在工作、家庭、每 个生活的层面上，来为上帝而活。

我们制死身体的恶行，积极地献给上帝，为神而活，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这「理所当然」有另外一种翻译，
就是任何一个「讲理的人」，都会这样做。
弟兄姊妹，你讲理吗？我讲理吗？

如果我们是一个讲理的人，
知道上帝这样在乎我们，把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

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来献给神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生命当作活祭来献给神。

问你旁边的人：「你是个讲理的人吗？」
「你要做一个讲理的人！我也要做一个讲理的人！」
希望我们教会所有的人都是讲理的人，

教会少 点不讲理的人教会少一点不讲理的人。
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生命献上、当作活祭，

那一个何等不一样的教会。那 个何等不 样的教会。

二、「心意更新的操练 罗十二2 」有两个方面，
1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约翰一书「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1.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约翰一书「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主要的就是当你爱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爱上帝的心就不见了！
爱是非常专一的，而世界是讲到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爱是非常专 的， 世界是讲到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这些东西有它的吸引力，要不然你就不会去爱哦！
以前我老是觉得男生爱漂亮的女生，后来我发现女生也爱英俊的男生！

有没有人不爱英俊的男生？我们都是「外貌协会」！为什么不要爱？
因为这些事情都会过去，它影响你爱上帝的心。

人生很短 你再怎么美丽 再怎么漂亮 很快就过去了人生很短，你再怎么美丽、再怎么漂亮，很快就过去了！

到我这个年龄时，我们常常开小学、中学、大学同学会，常常见面的时候问：
「您哪 位 怎么头发也没了 肚子也大大的 都变样了 」「您哪一位？怎么头发也没了？肚子也大大的！都变样了！」
我们印象当中好像还是那个英俊潇洒、或是美丽的样子，

我们还记得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很多好玩的事情我们还记得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很多好玩的事情。
怎么一转眼，同学会的时候，都不见了！？这些事情都要过去。



这边进一步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也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不要追随一般人以为好的一些看法也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要追随 般人以为好的一些看法。

比如说这个世界常常高举金钱万能，认为有钱了，所有人生的事情都可以解决。
因此牺牲了自己的健康、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因此牺牲了自己的健康、牺牲了自己的家庭、

牺牲了 应该建立亲密的关系，拼命去追求钱。圣经上却说—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太十六26）

在这边我要岔出去讲一点，牧师也不完全，有时候牧师也会软弱。
所以有的人他要做不好的事情时，他说「连牧师也这样做！」

告诉你，如果牧师这样做不是按照真理，你就不要效法牧师！
有好多教会有一些错误的投资行为，

因为贪心的缘故 参与了那样的投资行为因为贪心的缘故，参与了那样的投资行为。
有很多人要引诱你的时候，说「连牧师也这样做！」

第一 你要去求证；第 ，你要去求证；
第二，你要好好地来神的面前祷告、寻求—神啊！我要不要这样做？

另外我也要替牧师申冤，牧师做很多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这样做？
曾经有一个别的教会的弟兄来找我说：「我们教会的长老 执事 弟兄姊妹曾经有 个别的教会的弟兄来找我说：「我们教会的长老、执事、弟兄姊妹

都不奉献！」我说：「你奉献了吗？」他说：「我奉献了！」
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三十几岁就退休，就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有钱 人， 几岁就退休，就 无 无虑 子，

我好羡慕他财力雄厚。所以他抱怨了半天之后，我向他提出来一个要求，我说：
「弟兄，我管不了别人，这样好吗？去年我奉献多少，你也奉献多少好吗？」

他说：「牧师，这个就不必了！」奇怪了！你说别人不奉献，当牧师要求你
「我奉献多少，你奉献多少，好不好？」他说：「不必、不必。」

弟兄姊妹，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人常常有模仿的天性，
不要效法就是不要让世界成为塑造我们生命的模子，

要让神在你里面来塑造要让神在你里面来塑造。
在旧约的时候，神一再地对以色列人说—不要效法埃及人

和迦南人 不要追随流行 而且要有不断保守的态度和迦南人。不要追随流行，而且要有不断保守的态度。
这「不要效法」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

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也是世上的光，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有时候我们因为要活出真理甚至被这个世界所恨恶 这叫做为主背十字架有时候我们因为要活出真理甚至被这个世界所恨恶，这叫做为主背十字架。

有一位中南美洲的宣教士，他曾经说过：「放弃你所不能拥有的东西，
放弃这些转眼就会过去的事情，这样的人并不是傻瓜！放弃这些转眼就会过去的事情，这样的人并不是傻瓜！

得到那个不能够失去的，得到那存到永恒的，那才是真正的聪明。」
你是聪明的人？还是傻瓜？我是聪明的人？还是傻瓜？

你觉得钱浪费在自己虚浮的追随上是聪明？
还是在上帝的国度里有分才是聪明？

不仅不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 察验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不仅不效法这个世界，而且我们要察验什么是上帝的旨意（罗十二2）。
察验，是一个继续不断地动作，在每一件事情上好好地察验。

在冬令会时何玉峰长老特别教导年轻人 不要因为 个公司出的在冬令会时何玉峰长老特别教导年轻人，不要因为一个公司出的
薪水比你现在的公司稍微高一点，你就觉得这是上帝的旨意！
你要好好地寻求 这是不是上帝在你身上的带领 一个愿意为上帝而活的人你要好好地寻求，这是不是上帝在你身上的带领。 个愿意为上帝而活的人，

才可能有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才能够真正的辨别什么是上帝的心意。

三、四年前，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因为那时我负责一个非洲宣教的机构，
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是我负责 我也不知道他如何取得我的电话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是我负责，我也不知道他如何取得我的电话，
他一打来就说：「诸牧师！感谢主让我找到你，真是有主的美意！

我堂哥在肯亚有一笔两亿美金的财产，可是他死了，我是唯一的继承人。我堂哥在肯亚有 笔两亿美金的财产，可是他死了，我是唯 的继承人。
法院的证明很繁复，我知道你有宣教士在肯亚，

所以如果你可以帮我做一些这样的事情，我就可以拿到这一笔遗产。」

你知道我听到第一个想到什么？你拿两亿，我拿多少？
少也要四分之一给我！宣教的工作这么需要钱！…
心动啊！回去好好祷告，不平安！再也不接触！

感谢主，后来就发现可是一个超级大骗子！
察 帝 心意弟兄姊妹，你在主面前要好好地察验上帝的心意。

当你在主的里面，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的时候，
你就能够分辨 要活在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里面你就能够分辨，要活在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里面。



三、「从神慈悲的劝勉」（罗12:1a）

「劝」 不是一个命令「劝」，不是 个命令，
但却是一个有爱心的人、长辈对你的请求。
他凭着什么来请求？他凭着什么来请求？

他凭着上帝的慈悲来祈求。在这边提醒我们，
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是蒙上帝的恩典才成的。（林前十五10）

我们不可能只要上帝的恩典，却不愿意听上帝的呼召。
上帝的慈悲，是他千千万万恩典当中的累积；

福音，是上帝所有恩典的最高峰。
告诉我们 你凭什么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罗马书九、十告诉我们，你凭什么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不是你优秀、也不是你长得帅！乃是因为神的怜悯。
不是在乎定意的 也不在乎奔跑的 在乎发怜悯的上帝不是在乎定意的、也不在乎奔跑的，在乎发怜悯的上帝。

过一个圣洁生活 有利的动机是—反省上帝在我身上的慈悲。

后，我要用一个宣教士的见证来彼此激励…
19世纪内地会有一位宣教士威廉波顿（William Whiting Borden）19世纪内地会有 位宣教士威廉波顿（William Whiting Borden），

他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有美好的前程，
但是他为了要传福音，放弃了财产的继承权，立志要向中国的回民传福音，但是他为了要传福音，放弃了财产的继承权，立志要向中国的回民传福音，

因此，他第一站就到埃及去学阿拉伯文，
但是在埃及的时候，他得到了脑膜炎就死了，25岁！他的生命有浪费吗？

有人在他所留下来的圣经首页，看到三句话—
我的生命是毫无保留（No Reserve）、

永不退缩（ ）永不退缩（No Retreat）、
无怨无悔（No Regret）。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 个活祭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活祭的人生，
他将自己的生命与生活献上，当作活祭，

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
在他里面产生不断地变化，好像整个生命发光一样。

心意「更新而变化」，与耶稣在变像山上的「变像」是同一个字。
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发光的人生，我们不仅仅可以发光，而且可以荣上加荣。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发光的人生，我们不仅仅可以发光，而且可以荣上加荣。

神在我们身上盼望的改变，是性格和行为的改变，从世界的标准转成基督的形象。
神的旨意和世界的标准，是不相容的两个系统。新年的开始，你要做一个选择，
凡事起头难 火箭升空的时候 它 的能 在脱去它第 节的结构凡事起头难！当火箭升空的时候，它90%的能量要用在脱去它第一节的结构。

当它脱去以后，进入轨道就非常地容易。建立一个好的习惯不容易，
但是只要有一点坚持，上帝会恩待你越来越容易但是只要有 点坚持，上帝会恩待你越来越容易。

你今年有什么属灵心愿？好好地参加崇拜、参加团契、读上帝的话、读属灵的书籍。
我对自己也有特别的期许，把你的期许告诉一、两个好朋友，见了面就问你！， ，
比如说，我盼望今年把圣经读一遍，我就告诉杨长老，

所以杨长老每次看到我就说：「圣经读到哪里了？」
如果到三月还出不了埃及 那严重了！如果半年还在民数记 那就死在旷野了！如果到三月还出不了埃及，那严重了！如果半年还在民数记，那就死在旷野了！

他就会敦促我说：「追上进度啊！」人有时候爱面子，这种爱面子是好的。
这种爱面子，到后来里子都有了！我 喜欢大家告诉我—今年你要奉献多少，这种爱面子，到后来里子都有了！我 喜欢大家告诉我 今年你要奉献多少，

不是给我，积财宝在天，在永恒的建造当中有分。

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年给我们的呼召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更新而变化」，

让我们宣扬主你的作为。
求主把这样的呼召既然摆在我们里面求主把这样的呼召既然摆在我们里面，

我们深信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工的
定会成全这工一定会成全这工，

因为你的怜悯不至于断绝。
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