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日講道撮要 ( 3.5.2020 )
主題：更新變化 – 活出豐盛生命指引
講員／撮要：楊家傑牧師

經文：西 3:15-17

引言：
 「生命指引」有如電器之說明書，指出正確的使用方法；基督徒的
人生，也必須以神的話話作為生命指引。
「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 119:105)
 聖經清楚指引基督所應許的豐盛生命，是真正的能在生活中實踐的！
 我們原落在撒但手下，現在已得著豐盛的生命！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基督)來了，是要叫羊得生
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 10:10)
本論：
(一) 起步之前 - 前路艱難，持定盼望 (西 3:1-4)
「1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裡有
基督坐在神的右邊。2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3
因為你們已經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4 基督
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裡。」
 我們信主後雖然已有了新生命，生活上有時充滿挑戰，也會叫人氣
餒；既有吸引力，也會叫人沮喪；既有價值，確實也很辛勞！跟隨
基督的人，必然面對「心靈的交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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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我是喜歡神的律； 但我覺得肢體中
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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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我真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羅 7:22-4)
 聖經說明基督徒在世的日子有如爭戰 (提後 2:4)、要竭力去跑 (林

前 9:24-27)、要儆醒禱告 (太 26:41)、要治死老我 (西 3:5)；然而，
郤會因遵行主道而經歷與主同行的能力和平安！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
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約 14:21)
 我們蒙召不是為在地上創造天堂，而是等候天堂在地上彰顯；而生
命的原動力和推動力是來自「基督是我們的生命」和「與祂一同顯
現在榮耀裡」(v.4)的盼望(來 1:1-2)！
(二) 要治死 - 必須先死而後生 (西 3:5-7)
「5 所以，要治死你們在地上的肢體，就如淫亂、污穢、邪情、惡
慾，和貪婪。6 因這些事，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7 當你們
在這些事中活著的時候，也曾這樣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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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活出「新生命」，就要治死「舊生命」，
「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
和祂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7 因為已死
的人是脫離了罪。」(羅 6:6-7)
 正如浸禮中要宣認：
「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神將我們從罪
的權勢下釋放；我們要有信心，受浸後要治死「舊人」
，活出「新生
命」！
 保羅列舉舊人的特質，包括：
「淫亂、污穢、邪情、惡慾、貪婪」(v.6)；
神憎惡罪，也必審判罪，
「神的忿怒必臨到那悖逆之子」 (v.6)，所以
我們必需治死神所憎惡的罪！
 相對地，郤要在愛心、知識、見識上認識基督，分辨是非，作誠實無
過，為主結仁義果子而榮耀神 (腓 1:9-11)！然而，我們窮一生也不能
達致完美，唯有靠基督！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神又使祂成為我們的智慧、公
義、聖潔、救贖。」(林前 1:30)
 作主門徒的「起點」是棄絕舊人，向罪死；此外，我們仍要「持續地」
來到主的壇前獻呈活祭 (羅 12:1-2)，靠著基督的十字架，才有新生
命！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
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祂是愛
我，為我捨己。」(加 2:20)
 若我們不願意向罪死、不願意捨棄自我、容讓「舊人」存留、有不願
捨棄的憤怒和憎恨、有不可告人的壞嗜好、隱藏不義的行為，以及不
願經歷向罪「死」的痛苦，就必然不能與基督同行！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
架上了。」(加 5:24)
 要有豐盛和得勝的生命，必須讓「舊人死去」(約 1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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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 因為我
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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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顯明出來。 這樣看來，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
上發動。」(林後 4:10-12)
(三) 要脫去 - 舊人和舊人的行為 (西 3:8-11)
「8 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以及惱恨、忿怒、惡毒、毀謗，
並口中污穢的言語。9 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和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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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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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像。 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
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
在各人之內。」
 「棄絕」(v.8)是指「脫掉」和「放在一旁」
；有如一個衣衫襤褸的人
得到一套新衣服後，便將那骯髒破爛的舊衣服除下並棄掉。
 「新的生命」是從「自我」轉向「建立具神形像的新生命」
，棄絕會
破壞與神、與人關係的舊我；
「淫亂和污穢」會招致神的忿怒 (v.5-6)，
「惱恨、忿怒」會破壞與人的關係 (v.8)！
 神要祂的兒女彼此相愛，像祂愛我們一樣 (約 13:34-35)，竭力保守
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弗 4:3)！在基督裡，希利尼人、化外人、為
奴的等是沒有分別的 (弗 4:18-19)。

(四) 要穿上 - 聯絡全德的愛心 (西 3:12-14)
「12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恩
13
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 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
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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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
 破壞神、人關係的「舊衣服」，就是「罪」和「自我」，必需要與基
督同死；然後穿上「新衣服」，活出「聖潔蒙愛」的新生命(v.12)，
就是能促進合一和平的元素，包括：憐憫、恩慈、忍耐和饒恕等
(v.12, 13)，除去嫌隙，彰顯神愛。
 我們要反思，有沒有只拼命追求美好生活，郤忽略追求與人和睦的
關係。
 信徒藉基督，與神、與人建立和好的關係，得著豐盛生命的喜樂和
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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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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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與父並祂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 我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使
你們的喜樂充足。」(約壹 1:3-4)
 最近香港家新需將荃灣舊址大量物資撤離，感恩獲國際家新辦事處
借出倉庫儲存。邱清泰會長更稱：「我們是一家人」；實在體會主內
和諧的合一。
(五) 要參與 - 基督的道理豐富存在心裏 (西 3:15-16)
「15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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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 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
富富的存在心裡，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
被恩感，歌頌神。」
 「存在」(v.16)：這裡指神的道理存在所有穿上新人後的神的兒女，
他們「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說明：「教導」和
「讚美」是基督徒相交生活的一部份。

正如初期教會「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47
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徒 2:42, 47)
 「新人的生命」
，就是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弟兄姊
妹應診惜教會的栽培和牧養，包括：初信栽培、系統栽培、主日學、
門徒訓練、以至領袖訓練等。然而，我們不要忘記神話語能「存在」
信徒心裡，也要透過真理訓誨師 - 聖靈的工作 (約 14:26; 約 16:13; 提
後 3:16)！
 這豐盛的新生命，必須在生活中表現出來，就是「用各樣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
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v.16)；即從感謝的心裡自然地湧
出對神的讚美。
 教會的「敬拜者生命培育」
，不要單單注意唱詩和領唱技巧，更要培
養「心被恩感而歌頌神」的生命特質。惟有把神的道理豐豐富富地
存在心裡，才能有讚美神的生命。
「耶和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
人的眼目。」(詩 19:8)
 我們必須心中存有神的道，否則會阻礙聖靈在人心裡的工作，也不
能活出神道理的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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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
是有益的，17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 3:1617)
「……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弗 6:17)；
 我們應按神給予的恩賜同心建立基督身體；神透過牧師和教師，把
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存在信徒的心中；倘若我們忽視他們的教導，
也不願同心建立基督身體，便是遺背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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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為
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 4:11-12)

(六) 活出豐盛的生命 - 奉主名，感謝神 (西 3:17)
「無論作甚麼，或說話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穌的名，藉著祂感謝
父神。」
 信徒的「新生命」應在生活的每一層面背負著耶穌的名，包括祂的
樣式、祂的形象、祂的性情、祂的義和祂的愛。
 我們的行事為人要有基督標記，也要以神的「國度觀」來建立無牆
的教會，在任何地方都要活出新生命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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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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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
藏的。」(太 5:13-14)
「15 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成神無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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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腓 2:15-16)
 靈命塑造是幫助我們操練「日常與靈性兼修的生活」(Mixed life)。靈
修不單是關上門，專注讀經禱告親近神；也要打開門走出去，在家
庭、職場、待人處事和人際關係上，活出有基督的標記的「新生命」
；
也要隨時回應神的心意和呼召，時時省察神的臨在，與主結連 (所
召、所是、所作)，榮耀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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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裡禱
告，21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
(猶 20-21)

結語
 心意更新變化，活出豐盛生命指引 (羅 12:2; 西 3:17)
西 3:1-4

與基督同死，分享祂的榮耀

西 3:5-7

把你裏面神所憎惡的東西治死

西 3:8-11

脫去舊人

西 3:12-14

穿上新人

西 3:15-16

進入擁有基督身體的生命，活出彼此
建立、讚美和感恩的相交

西 3:17

使新生命成為你全部的生命

回應詩歌：《我願像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