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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所以你们应当记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
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读经
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

12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弗二
11-22

在所 是局外 ，并 在 没 ，没 。
13你们从前远离 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14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15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16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 神和好了，16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 体，与 神和好了，
17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18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19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 神家里的人了；
20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21各房靠他联络得合式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21各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22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 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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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日本是一个四季分明的地方日本是 个四季分明的地方，
虽然最近春天让许许多多人的花粉症非常难过，

但是花粉的来到也表明春天的来到。

我们教会旁边就是一个公园，每到冬天的时候，
叶子掉的一片都不剩，好像这几棵树都已经死透了。

但是上帝就借着季节的变化但是上帝就借着季节的变化，
使它到了春天又绿意盎然，
我们的神是一位生命的主，我们的神是 位生命的主，

春天也是我们纪念主复活的日子。

在 以弗所书第二章，前面我们曾经讲到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我们接受耶稣以后就有新生命我们接受耶稣以后就有新生命，

虽然过去过的再好，我们也必须承认过去没有上帝的那种可怜光景，
同时我们相信，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个恩典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会死亡，
惟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新的生命。

恩典也是昂贵的 个母亲要产生 个新生命的时候非常痛苦的恩典也是昂贵的，一个母亲要产生一个新生命的时候非常痛苦的，
但是，上帝把这个恩典给了姐妹们，她们能够忍受这个痛苦，

有人说如果要男人生产的话，这世界上早就绝种了。有人说如果要男人生产的话，这世界上早就绝种了。
恩典是昂贵的，是用生命来换取生命，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在他里面得到新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以后也应该有几个新生命的表现，
第一个就是我们应该不自夸，应该很谦卑；

因为知道我们能够得救就都是神做的因为知道我们能够得救就都是神做的，
你的好行为跟德行在得救的事情上没有一点的功用。



第二个方面，就算我们过去有很多的软弱和失败，我们得救以后
仍然可以接纳自己成为一个上帝手中的杰作；仍然可以接纳自己成为 个上帝手中的杰作；

上帝可以用我们生命当中好的、坏的素材，来谱成一篇
极美的诗篇，这篇诗篇是属于你的，是独特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会喜乐，而且行善。
我曾经鼓励弟兄姐妹说：我们东京国际基督教会的人聚完会出去都要什么脸啊？

要苹果脸 不要什么脸 不要苦瓜脸要苹果脸！不要什么脸？不要苦瓜脸。
我建议教会在门口摆一面镜子，看到苹果脸的才能出去。

而且信主以后你的价值观有很大的改变，你变得非常的有怜悯心，而且信主以后你的价值观有很大的改变，你变得非常的有怜悯心，
就好像得救的撒该一样，他没有得救以前他的人生目标就是累积财富，

他把他的安全感建立在累积的财富上；但是当他信主以后，这些已经不是
守他安全感寄托的所在。你可以想象一个守财奴说：我把我一半的都赒济穷人？

守财奴的特征是一毛不拔。他不但给人而且一半都赒济穷人，
他过去得的不义之财他都愿意加倍的奉还！他过去得的不义之财他都愿意加倍的奉还！
一个人心开了口袋也开了，这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

教会历史中有许许多多整个族群来归主的，是上帝在历史当中非常奇妙的做为。
在这样的情境下信主的人有很多的优点，也就是说，当这个人信主以后，在这样的情境下信主的人有很多的优点，也就是说，当这个人信主以后，

他就在一个非常美好的属灵团体当中来成长，孕育他属灵的新生命，
建立一套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信主的也有一些缺点，就是第二代以后的基督徒，
他们的信仰需要更新，需要跟神有第一手的经验，

否则时间久了以后 信仰就会变成一种传统否则时间久了以后，信仰就会变成 种传统。

在1960年代个人主义抬头之后，教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更新，就是由族群的信仰，
变成帮助每一个基督徒要清清楚楚的来跟神建立起救恩的关系，变成帮助每 个基督徒要清清楚楚的来跟神建立起救恩的关系，

那时候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

其实这样的工作我们现在仍然在做：
我们仍然在帮助一些从小在家乡跟着父母亲上教会的弟兄姊妹，
但是在他们还不够明白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而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对神要有一个而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对神要有一个
新的经验跟认识，这也是我们现在教会的使命之一。

而这种非常强调「救恩是个人与神关系」的情况，
也有 些的负面性也有一些的负面性：

太强调个人性，而忽略掉了信仰的群体性
这样的情况下，会造成一群这样的情况下，会造成 群

没有正确教会观的基督徒，
虽然相信接受了，但不能够领受神更丰盛的恩典

这也不是圣经所启示那信仰的全貌这也不是圣经所启示那信仰的全貌

信仰有他的个别性也有群体性信仰有他的个别性也有群体性，
两个同样重要而且需要平衡，

这是上帝的心意，也是今天神所给我们的信息。这是 帝的心意，也是今天神所给我们的信息。

我今天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
「在基督里的新群体」的信息。

第一、他是「与神和好」而且「与人和睦」的群体。
保罗首先解决的问题是犹太人和这些非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保罗首先解决的问题是犹太人和这些非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犹太人自己觉得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每天早上起来赞美神，
说： 「哈利路亚！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不是外邦人。」说： 「哈利路亚！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不是外邦人。」
可是当犹太人逐渐的离弃了神以后，上帝的救恩就临到了非犹太人；

这些非犹太人所建立的就是现在所谓的教会，但是教会又会有意无意的
瞧不起这些弃绝信仰的犹太人 说 「就是你们悖逆瞧不起这些弃绝信仰的犹太人，说：「就是你们悖逆，

所以上帝不要你们了，上帝今天拣选我们成为一个新的群体。」
所以在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当中就有一些很严重的对立，甚至到现在，所以在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当中就有 些很严重的对立，甚至到现在，

你去耶路撒冷，在犹太人敬拜的所在跟外邦人的外院当中还有一道墙。

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非犹太人，其实我们都需要神的救恩，
都需要靠耶稣的宝血才能得救，
而且神盼望在救恩当中犹太人跟非犹太人能够合而为一，

不再彼此互相仇视 而能够造成 个新人不再彼此互相仇视，而能够造成一个新人
成就和睦，一同与神和好。



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之间的仇恨是怎么造成的呢？
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些神所赐给犹太人的律法的规条、割礼、诫命，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有 些神所赐给犹太人的律法的规条、割礼、诫命，

这些原来都是好的，是要来建立上帝的百姓，活出合神心意的生活，
但是犹太人却把它成为一种骄傲的工具。

人 生当中都要面对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双胞胎人一生当中都要面对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双胞胎，
一个问题是骄傲：「我有，你没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自卑：「你有，我没有」。

我的大孙女6岁，孙子4岁，有一天我孙女拉肚子拉的厉害，妈妈就跟她说：我的大孙女6岁，孙子4岁，有 天我孙女拉肚子拉的厉害，妈妈就跟她说：
「你现在拉肚子，你要吃清淡一点，有很多东西不能吃。」

这个弟弟就拿了一片吐司，涂了厚厚的牛油，走到姐姐面前说：
「你生病 你不能吃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包 」「你生病，你不能吃；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面包！」

过一会儿，妈妈就把我们从日本带去的小儿肠胃药给姊姊吃了，
日本肠胃药满好吃，姐姐就走到弟弟面前说：日本肠胃药满好吃，姐姐就走到弟弟面前说：
「这种药，5岁以上才能吃，你还没有5岁，你不能吃。」

弟弟刚才吃那个牛油面包的乐趣全没了你知道吗？
这就是一种「我有！你没有。」、或者说「你有，我没有！」

这是我们一生中一直都要面对的挑战。

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挑战：
我有好的学校你没有好的学校；我有好的工作你没有好的工作；我有好的学校你没有好的学校；我有好的工作你没有好的工作；
我有女朋友你没有女朋友；我有儿子你没有儿子；
我有孙子你没有孙子；最后比较说：；
我有这个病你没有这个病，而且我的病比你还严重！

哎呀！这就是我们人的可怜光景。

全世界都有一个倾向：不断地扩大我们自己的优点和强项，
甚至成为一个绝对性的标准，可以用来操控别人，
甚至去批判别人 去轻视别人跟自己的不同甚至去批判别人，去轻视别人跟自己的不同。

法利赛人有很好的信仰，但是他不用上帝给他的丰富的信仰知识来敬拜神，
他用来比较，他到圣殿里的祷告「上帝啊，我不像别人」，他用来比较，他到圣殿里的祷告「上帝啊，我不像别人」，
更进一步的说「上帝啊，我不像这个税吏」。

其实这样的倾向就造成了我们的不能相合而且彼此轻视的实际状况，
这样的倾向，不是教育、文化或者道德可以帮助我们改变的。

前阵子我邀请社青团契都去看一部电影《幸福绿皮书》，就是在六零年代
讲到美国黑白种族之间的一个张力 白人他们有信仰讲到美国黑白种族之间的 个张力，白人他们有信仰，
但是他们自己觉得高人一等，连黑人跟他一起上厕所都不行。

这样的一个想法会发现：是我们自己很难去克服跟改变的！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在十字架前面才有绝对的公平，

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救恩，信主以后得到的丰富是一样的。
除非我们接纳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除非我们接纳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

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的接纳自己，也接纳我们周围的人。

一个人能够谦卑的接纳别人，就像保罗说：个人能够谦卑的接纳别人，就像保罗说：
你们要纪念你们从前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
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提醒我自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上帝的恩典 别 可夸的除了上帝的恩典，我别无可夸的。我一生都要提醒自己，特别是：
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灵性不错的时候；我比别人属灵的时候；
我的行为比别人好时；我信主比别人久时；这些都是上帝给的恩典我的行为比别人好时；我信主比别人久时；这些都是上帝给的恩典，

但是如果什么时候这些成为让我们轻视别人的根据的时候，我们就要悔改。

要记得你心目中永远都有两个教会、有两类的基督徒。
个是理想中的教会和理想的基督徒一个是理想中的教会和理想的基督徒，

是：Holy of holies，头上有光，
教会碰到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谦卑有礼，教会碰到每 个人都是非常谦卑有礼，

这样的教会我到现在我也在找。

另外一间是我们实际参加的教会，实际所碰到的基督徒，
其实他们都继续不断的在改变中。

老实告诉你们，我是一个牧师，
我心中也有两个教会，

一间是我很想去牧养的教会，
一间是我现在在牧养的教会间是我现在在牧养的教会，

两个差距还蛮大的，但是呢，我必须接受。

神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来操练我们，不要忘记神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来操练我们，不要忘记
教会是一群与神和好而且与人和睦的群体。



第二、教会也是传福音给远处和近处的群体。
林后五17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 神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他和好林后五17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神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他和好。

但是不要忘记，神也把使人与他和好的职份托付给我们这些人，
因此教会需要尽量的外展、植堂、宣教，甚至去服事一些特殊的族群，

就像上个礼拜我们介绍王永为弟兄，神呼召他去服事日本的高中生一样。

保罗讲的远处和近处指的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对我们来说就是日本人、华人，

还有从各地来的上帝让我们接触到的族群
一个被神所用的群体是看到上帝所给的每一个机会 个被神所用的群体是看到上帝所给的每 个机会，

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重担

黄金周的时候有十位弟兄姐妹要去缅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候 ，
用祷告、用奉献来托住他们，因为我们知道，惟有福音能够让人真正的明白，

不管他自己以为是好人和坏人，他都要接受上帝的救恩；
而且惟有福音能够把人心中那种不健康的阶级制度消除掉而且惟有福音能够把人心中那种不健康的阶级制度消除掉，

重新的对自己有一个很准确的认识。

什么叫「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过去我对自己的认识，常常在别人怎么说我：…
其实当你真正的信主以后，你会发现在耶稣基督里面看你自己是一个其实当你真正的信主以后，你会发现在耶稣基督里面看你自己是 个

崭新的自己，别人对我们的认定只是些相对跟外表的，这些都会过去的。
今天他说你很漂亮，几十年以后他说：这是你吗？这些都是会改变的。

如果我们只建立在别人怎么说我 那是 种捆绑如果我们只建立在别人怎么说我，那是一种捆绑，
当我们能从上帝的眼光看自己的时候，那是一种自由跟释放

我们也愿意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愿意开放自己去了解不同的文化，我们也愿意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愿意开放自己去了解不同的文化，
同时也让别人来了解我们

最近教会在祷告2020东京奥运，我们教会能够做什么？求神让我们每一个人
这 放在心 机 和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所有的机会和资源永远都是给那些
祷告和迎接挑战、有异象、预备好的人和教会；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我有一个梦：奥运期间我们教会要不要24小时开放？有人来祷告，我有 个梦：奥运期间我们教会要不要24小时开放？有人来祷告，
有人可以陪伴他们、预备各样的福音单张、预备一些简单的茶点…

我们看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但是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做得，
求神把这样的感动放在更多人的心中，

用各样的智慧能够把福音跟各族各民的人来分享。

第三、我们是同被建造、满有圣灵的群体。
基督徒得救以后要清楚自己的身份 圣经上说：基督徒得救以后要清楚自己的身份，圣经上说：

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而是与圣徒同国的人
这是货真价实的国民，不是永住而已；而且我们是神家里的人

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有一句话一直出来，我说我不明白，
那句话应该在婚礼的时候才讲的，那句话说「那人独居不好」，
可是 我在准备的时候圣灵 再提醒我说 那人独居不好可是，我在准备的时候圣灵一再提醒我说：那人独居不好。

弟兄姐妹，上帝从来没有教你做一个孤独的基督徒，你信主以后你就是神家里的人。
来这个教会做礼拜并不表示你是这家里的人 你只不过进了一个建筑物而已；来这个教会做礼拜并不表示你是这家里的人，你只不过进了一个建筑物而已；

除非你跟这里的弟兄姊妹建立起肢体关系，那才是真正的家人。
要和家人一起被建造，渐渐的成为上帝的圣殿，圣殿是上帝和他的百姓相会之处，

我们一起建造的就是能够使人遇见上帝的一个神圣的所在。
建造的根基是在神话语和真理上面，这边说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使徒是新约的代表 先知是旧约的代表使徒是新约的代表，先知是旧约的代表，
所以我们建立的关系和教会，不是建立在我们自以为是的文化和传统上面。

我刚来的时候有很多人说：你不懂日本，
我说我本来就不懂日本 你们知道我不懂日本请我来的我说我本来就不懂日本；你们知道我不懂日本请我来的，
但是我懂圣经。我们不管日本人，不管华人，

不管你从哪里来，我们都要按照圣经建造教会。， 按照圣经建造教会

最近我听说，凡是要归化日本籍的都要有一个相当的日文程度，
你不可能说做了日本人连一点日文都不会！

这样的话没有办法活出一个日本人的样式，
而且这个国家有许许多多的美好福利你也享受不到。

同样的 要成为神家中的人 我们也要熟悉同样的，要成为神家中的人，我们也要熟悉
上帝的话语。建造是要花时间和代价的，

但是感谢上帝，我们是在爱中来建造自己。但是感谢上帝，我们是在爱中来建造自己。
神不仅要我们个人与他建立关系，
神更盼望我们能够进入一个群体，

然后我们在群体当中 逐渐脱离那种自我中心的态度和生命然后我们在群体当中，逐渐脱离那种自我中心的态度和生命。



在基督耶稣里的新生命，应该胜过你对自己的
种族 教育 文化 事业 家庭的认同种族、教育、文化、事业、家庭的认同。

当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向别人介绍你自己的时候，
第一个要介绍「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位跟随耶稣的人」，

然后再来介绍你的工作，你的家庭，这是我们一个人都要操练的。

耶稣比我们每一个人有更优良的传统跟血统，他比我们有更崇高的地位和尊荣，
但是他谦卑自己 他没有任何的优越感 他凡事跟我们认同但是他谦卑自己，他没有任何的优越感，他凡事跟我们认同

甚至在希伯来书说他与我们称兄道弟，不会觉得羞耻

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很过分的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很过分的基督徒，
他说他是基督徒的时候我赶快闪开
但是耶稣却说他不以跟我们称为弟兄为耻，，

求神也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耶稣谦卑的接纳
在我们周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那些还不够成熟的弟兄姊妹

我衷心的希望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是 个谦卑效法基督的群体我衷心的希望东京国际基督教会，是一个谦卑效法基督的群体，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不但用重价买赎我们，并且把我们摆在一个属灵的家，

赦免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承认看到家里有些不好的状况，我们不喜欢，
有的时候我们信主久了我们会骄傲，我们会觉得我们高人一等，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世界的价值观带到教会来，

觉得我不如这些人有学问，不如这些人有修养。

求你拆穿这些谎言，
让我们在爱的里面彼此接纳，因为这是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惟有当我们更加的合而为 的时候惟有当我们更加的合而为一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更多的被你所用。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