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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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 我们 要

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11 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 神面前是显明的，

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

林后五
9-19

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
12 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

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
13 我们若果颠狂，是为 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
14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
15 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并且他 死，是叫那 着 自己 ， 他们死 复 。
16 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
17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18 一切都是出于 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19 这就是 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

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新造的人
林后五9 19林后五9-19

诸长乐牧师 2019.08.05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今天下午有洗礼，也有圣餐。
主耶稣在教会设立了圣礼 是要让神的恩典 用我们看得见 摸得到主耶稣在教会设立了圣礼，是要让神的恩典，用我们看得见、摸得到、

甚至尝得到的方式来呈现。所以每一个圣礼，在神的面前都非常地重要。
甚至在圣餐的时候提醒我们说，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我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此我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好好省察我们跟神、跟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圣礼就是表明神的恩典，他的救赎工作，和他的同在。

不仅仅如此 每次当我们参加婚礼 丧礼 对我们都有教导和提醒的作用不仅仅如此，每次当我们参加婚礼、丧礼，对我们都有教导和提醒的作用。
我主持过许许多多的婚礼，虽然我常常讲的一句笑话就是：

「我们辛苦一下，新人辛苦一辈子。」但是事实上我年纪愈大主持婚礼的时候，「我们辛苦 下，新人辛苦 辈子。」但是事实上我年纪愈大主持婚礼的时候，
我都会自己省察，当我结婚了30多年，快进入40年的时候，

我有没有好好的经营我的婚姻？我有没有好好履行我在婚礼中的誓言？

我也有很多机会主持丧礼，每当主持丧礼的时候总会思想，如果今天躺在那里、
离开世界的是我 我能坦然见主吗？我有留了哪些品德和作为是值得人来纪念的？离开世界的是我，我能坦然见主吗？我有留了哪些品德和作为是值得人来纪念的？
原谅我说真的有些丧礼非常难主持，实在不晓得要怎么讲这个人！

所以好不好为着你以后的丧礼我容易主持一点，请你做好一点。
其实丧礼是表明一个人虽然死了，因着信仍旧说话，

见证他怎么活出上帝的真理。因此圣礼是有教导的作用。

今天我们要参加 些弟兄姊妹的洗礼 除了让我们看见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恩典今天我们要参加一些弟兄姊妹的洗礼， 除了让我们看见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恩典，
我们也要好好省察，我信主了这么多年，我的灵命是否有成长？信主了这么多年，

我有没有把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圣经上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白白的领受我有没有把 个人带到主的面前？圣经上说，我们没有 个人可以白白的领受
神的恩典！我们应当感恩，也应当报恩，否则我们就是一个忘恩的人。

诗篇103篇「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

我们今天有洗礼，圣经上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因此我们要再 次来思想 个信耶稣的人 是在哪些方面变成新的？因此我们要再一次来思想：一个信耶稣的人，是在哪些方面变成新的？
哪些事情是在我们信耶稣以前所在我们身上做的，我们要让它放下。



一、新造的人是一个「交账的人生」。圣经里说：
上帝为永恒而培植我们 人是为永恒而被造 因此上帝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上帝为永恒而培植我们，人是为永恒而被造，因此上帝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你我的生命不是只有聚焦在短短的这世上几十年，都是为永恒而被创造。
林后四-五8 保罗教导基督徒如何面对死亡：我们的外体会一天一天地毁坏，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保养品、化妆品，都会毁坏！只是看起来好一点而已，
没有人可以抵抗生命的律。妆得愈厉害的，当妆卸下来以后愈可怕。

但是基督徒除了外体会毁坏 我们内心可以 天新似 天但是基督徒除了外体会毁坏，我们内心可以一天新似一天。
基督徒知道死亡不是结束，而是被复活的生命所吞灭。

我们脱下这个必朽坏的身体 穿上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我们脱下这个必朽坏的身体，穿上 个新的复活的身体。
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很穷，所以都去找 便宜的西装，夏天太热、冬天不够暖。
但是我来到日本以后，有人跟我说：「牧师有一种西装夏天穿了也不会热！」

我就去做了一套！请问我穿过了这套穿上也不会热的西装以后，
我还会去穿以前的那种西装吗？

弟兄姊妹 当有一天我们穿上复活的身体弟兄姊妹，当有一天我们穿上复活的身体，
就晓得这个臭皮囊实在是…赶快丢掉吧！

我有许多好朋友年纪差不多的，现在我们都在比病历谁的比较厚！
因此难怪使徒保罗说 他情愿离世与主同在 是好的无比因此难怪使徒保罗说：他情愿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
也因着我们身体会败坏，圣经上提醒我们说，要更加地顾念那个看不见的；

而不要把我们的眼光太多聚焦在那个看得见的、会过去的事情。
如果你信主了，圣灵会在你的里面不断地提醒你，

只是你要不要回应圣灵对你的提醒。

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神学家 Jill Parker，他两年前因为眼睛的
黄斑病变而瞎了，他不得不停止他的写作工作。但是他却说：

虽然我的眼睛瞎了 但是我的内心却看耶稣看得更清楚虽然我的眼睛瞎了，但是我的内心却看耶稣看得更清楚。
不仅仅如此，我们也知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是要向那个拯救我们、爱我们的神来交账：
他赐给我们几十年的生命气息，
并且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买赎我们。
我们没有 个人是百货公司 l 的产品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百货公司on sale的产品，

圣经上说我们都是重价所买赎回来的，因此我们都需要向神来交账。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我们死后是要在基督的台前来交账，
按着我们本身所行的 或善 或恶受报按着我们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我们至少要在三方面来交账：
1. 我们有没有好好运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1. 我们有没有好好运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

来服事人、来爱人。
当我在思想的时候，我求神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一种祷告：

「神啊！求你给我更多的恩赐，我可以服事人、可以爱人。」
原谅我说：我很少听过这样的祷告！

我常常邀请人服事的时候 那个人说「我没有恩赐 牧师！」我常常邀请人服事的时候，那个人说「我没有恩赐，牧师！」
没有恩赐就可以不服事了，对不对。

我就问他，你没有钱的时候怎么办？他说「向神求！」
没钱，向神求！没有恩赐，不向神求！

你觉得神比较喜欢你求恩赐？还是求钱？
上帝有给每 个人恩赐 你我都要拿出来使用上帝有给每一个人恩赐，你我都要拿出来使用。

2. 除了恩赐之外，我们在金钱上面也要向神交账。
如果你有机会赚很多的钱 我恭喜你！如果你有机会赚很多的钱，我恭喜你！

但是我更要告诉你，这些钱不是你的，
你我都是上帝所托付金钱的管家你我都是上帝所托付金钱的管家。

「管家」管很多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权力
私自运用任何东西，都要照主人的意思来用。私自运用 ， 人

因此我们在金钱上面，除了照顾自己生活的需要之外，
神喜欢我们用在宣教和教会的圣工上面，
神也喜欢我们用在照顾贫穷和慈惠的事工上面。

我们要省察一下在上帝所给我们的钱当中，
我们在这几方面的比例到底是如何？

我们拿到钱的时候是先献给上帝，
把初熟的果子献给上帝把初熟的果子献给上帝；

还是我们吃剩下的，才给上帝。



3. 我们也要在领人归主，带领人归向神─结果子的事情上，来向神交账。
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忠心地活出上帝所喜悦的生活，就会得奖赏；
但是如果我们不忠心，我们就会受苦。但是如果我们不忠心，我们就会受苦。

因此保罗有这样的认识之后，他说：「我立了一个志向」，
这应当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志向─ 「无论是生是死，
无论是世界上大事小事，我都要讨主的喜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有一位神学家潘霍华，
他因为反对希特勒的政权，而被关在监牢里面。
欧战结束前的三个礼拜希特勒用绞刑，他为主殉道。在死以前他讲出这样的话，

「基督徒的信仰是在结局之处 在结局的地方寻找新的开始 」「基督徒的信仰是在结局之处，在结局的地方寻找新的开始。」
因此我们所追求的是开始，而不是结束。

如果我们存着这样的心 我们的生活会不 样！如果我们存着这样的心，我们的生活会不一样！
「交账的人生」─就是追求永恒开始的人生。

二、新造的人是「常常被主的爱所激励」。
要交账 所以上帝是可畏的 但是这不够积极要交账，所以上帝是可畏的，但是这不够积极，

就好像一个孩子知道分数拿过来不好看会挨打的，所以他就很用功‐还不错啦！
如果这个孩子是出于爱爸爸的心说：「爸爸这么年轻头发都秃了，如果这个孩子是出于爱爸爸的心说 「爸爸这么年轻头发都秃了，

…我不能辜负你的爱！我要用功读书。」这就是被主的爱所激励！
一个新造的人，是常常心中充满主的爱。圣经上说主爱的激励，是一个

继续不断地动作，不是只有在受洗的时候好感动，慢慢就没有感动了。
一个常思想「上帝的爱」的人，使徒保罗说我们想「上帝的爱」激励我们。

上帝的爱是在我还是 个不配的罪人时 为我付上极大的代价上帝的爱是在我还是一个不配的罪人时，为我付上极大的代价，
甚至牺牲他的独生爱子，让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
因此我们不再为自己死 也不再为自己活 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因此我们不再为自己死，也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他为我死，我为他活；为主而活，就是要为信仰付上代价，
必要的时候，甚至要为主受苦。而不是像现在的成功神学讲的，必要的时候，甚至要为主受苦。而不是像现在的成功神学讲的，

只要上帝祝福却不要受苦，那是一个廉价的恩典。

过去我们生活在罪中，我们是罪的奴仆，
被别人的期待 被自己的期望所辖制被别人的期待、被自己的期望所辖制。
我们比别人好的时候就骄傲，看不起别人；
我们比别人差的时候就自卑，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跟别人的竞争。我们比别人差的时候就自卑，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跟别人的竞争。
但是当我们能够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是自由的！

所以圣经约翰福音说：
「神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的自由了！」

因为世界上的人在乎我们的成败，神却在乎我们和他的关系。
他爱我们 也希望我们不断地继续爱他他爱我们，也希望我们不断地继续爱他。

今天彼得如果在我们这个教会的话，
他再也别想站在这个台上做牧师他再也别想站在这个台上做牧师─

「你三次不认主，你出去！我不要听你讲道。」
但是主耶稣却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牧养我的羊！」但是主耶稣却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牧养我的羊！」

一个爱上帝的人，上帝会为他开前所未有的道路。

圣经上说我们爱不爱上帝，神比我们都清楚！
一个爱神的人 就会爱弟兄 也爱教会 更爱那些失丧的灵魂个爱神的人，就会爱弟兄、也爱教会，更爱那些失丧的灵魂。
如果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就算有再大的恩赐，做了再多的工作，神也仍然伤心。

1989年二月的傍晚，有一位22岁东德的青年叫做克里斯，1989年二月的傍晚，有 位22岁东德的青年叫做克里斯，
他翻越了当时还存在的柏林围墙，他想要逃往西德争取自由，

结果被东德守卫的兵丁─英格，把他射杀了。那一年年底，柏林围墙就倒塌了。， ，
这位青年克里斯，就成为倒塌前 后一个死亡的人。在1992年二月，

射杀他的士兵在法庭上受审，他被判了三年六个月的徒刑，不得假释。
这个士兵的律师就为他辩护，他说这个士兵是在执行命令，他别无选择！

但是法官却告诉他说，这个世界上除了法律和命令之外，还有良心。
当法律和良心冲突的时候 良心才是 高的原则 法律要你杀人当法律和良心冲突的时候，良心才是 高的原则。法律要你杀人，

但是你明知道逃亡者是无辜的时候，你杀他，你就有罪。身为警卫，
不执行上级的命令 是有罪的 但是枪打不准 是无罪的 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不执行上级的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枪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 个心智健全的人，

你可以有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选择。这是你需要承担的、良心的义务。



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新造的人，
基督徒可以有比这世界上的人更抬高1厘米的权力基督徒可以有比这世界上的人更抬高1厘米的权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不可爱，我们仍然可以去爱他，

可以为他更多付一点代价，多走一里路。可以为他更多付 点代价，多走 里路。
因为这个是上帝的爱激励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爱，

这是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都能够经历的。

三、新造的人「领受福音的托付」 。
任何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

对人生、对世界都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这样的看法让他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 这个新造的人 是跟神有和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个新造的人，是跟神有和好的关系：
从与神断绝关系，到能够与神沟通；
从一种惹神愤怒的关系 到变成一种蒙福 蒙恩的关系；从 种惹神愤怒的关系，到变成 种蒙福、蒙恩的关系；
从一种看到上帝、想到上帝就害怕，变成一种可以坦然地面对上帝。

圣经上说到「和好」这个字的时候，都是上帝采取主动。
神借着耶稣基督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 克服了人犯罪使神愤怒的障碍神借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克服了人犯罪使神愤怒的障碍，

不将人犯罪应该得到的惩罚，归在他们的身上，这就是恩典；
神使没有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这就是与神和好的基础。神使没有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这就是与神和好的基础。

与神和好是要花很大的代价！
我们看到：

两个国家打仗，战败国想要和好，那需要花很大的代价—割地、赔款；
与神和好要花更大的代价，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可以付得起，

但是上帝使没有罪的耶稣基督 替我们成为罪 使我们不再与神隔离但是上帝使没有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使我们不再与神隔离。

各位不要小看与神隔离这件事！我这边有一个麦克风，麦克风上面有个小海绵，
不要轻看这个小海绵 有没有小海绵 音质会差得非常多不要轻看这个小海绵，有没有小海绵，音质会差得非常多！
因为我曾经在台北的时候，把这个海绵搞丢了！

你会发现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就让你的人生完全走调你会发现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就让你的人生完全走调。
上帝愿意我们跟他恢复和好的关系，这是福音。

神不仅仅将我们与他、他与我们和好的恩典给我们，
神更把「让别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和真理托付我们神更把「让别人与他和好」的职分和真理托付我们。
因此神不要我们做一个自私的人，

扣留上帝的恩典而不和别人分享，扣留上帝的恩典 不和别人分享，
因此我们应当在宣教、植堂，甚至8月12号的布道会，竭力地摆上。

神把他 宝贵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托付给我们，神看重我们。耶 救 ， ，
你我不会轻易的把一个非常贵重的东西，随便托付给一个人，

我一定托付给一个靠得住的人。
全世界 宝贵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神看重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
要我们与别人分享这宝贵的福音要我们与别人分享这宝贵的福音。

甚至韩国有些教会说，如果你不带一个人信主的话，
我就不为你施洗！我就不为你施洗！

一个新造的人，一定是有新生命的影响力。

弟兄姊妹，你信主 我信主 有多久了？弟兄姊妹，你信主、我信主、有多久了？
我们在主里有成长吗？
今天如果我们离开世界，我们可以坦然见主吗？
我见主的时候，我有什么可以献在主的面前？
你有常常被上帝的爱所激励吗？
你的生命是为主而活的生命？还是自我中心的生命？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我愿意跟你们分享—
你可以有一个更高、更自由的生命的律，

不必一直活在跟别人比较和他们的期待下面，
有 位上帝爱你 他要赐给你丰盛的生命有一位上帝爱你，他要赐给你丰盛的生命。

你愿意接受与神和好的恩典吗？
并且把这样的恩典和那些人来分享并且把这样的恩典和那些人来分享。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是怎么样的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是怎么样的人，
但是却蒙你的恩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再 次提醒我们

我们要向主交账。

如 我们的心 经冰凉 很久如果我们的心已经冰凉了很久，
求你用你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

也求你让我们常常举起救恩的杯，
与别人一起分享福音的祝福和好处。与别人 起分享福音的祝福和好处。

纪念每一个听道又愿意行道的弟兄姊妹。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