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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講台信息 

「新生的樣式」 

／謝榮生牧師 

 

經文：羅馬書第六章 1-14 節 

「這樣，怎麼說呢？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嗎？斷乎不可！我們

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

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

樣。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

僕； 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裡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是向

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著。 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

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裡，卻當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

的身上作王，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

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裡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

給神。 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弟兄姊妹早安！ 

我取這個名字以後，我就跟新生牧師說，我用了你的名字作為我的題目，因為我

不好意思用「榮生的樣式」，不過「榮生的樣式」，聖經裏面沒這句話，新生的樣

式聖經裏有，今天是復活節快樂嗎？感謝主。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為世人的罪，

釘死在十字架上，並且在第三天從死裡復活，保羅也說：如果基督沒有復活，我

們所傳的便是枉然，我們所信的也是枉然，因為基督若沒有復活，我們就仍在罪

裏，如果沒有這個復活的真理，沒有這個復活的事實，其實我們沒有盼望、沒有

神、沒有救恩、沒有平安、沒有喜樂、只有現在、沒有永遠，我們就吃、喝、快

樂等死。 

 

洗禮與聖餐 

感謝神，今天有 30 位弟兄姊妹他們要受洗，為他們感恩。我想每一個靈魂被上

帝得著，都是神用極大的代價所買贖的，不要小看每一個人的靈魂，在上帝的恩

典當中，被拯救、被買贖。洗禮是宣告我們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的見證。

教會每個月一次的聖餐，其實也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祂來。在聖餐裡面不只表



明他的死，也表明耶穌基督的復活、表明耶穌的昇天，表明我們在這裡等候，等

候基督的再來，教會的聖禮，完全都建立在耶穌基督和祂的十字架與復活的真理

上。今天我們所讀的羅馬書第六章 1-14 節這段經文，耶穌基督祂的復活，賜給

我們生命新的樣式，我想從這段聖經有三個思想來跟弟兄姊妹分享。 

 

相信福音和真理 

第一個是：你要完全相信福音和真理，這個提醒，或許弟兄姊妹你會說，這個提

醒還需要嗎？我們不是那麼多年認識信靠耶穌基督的人嗎？可是我今天在復活

節的主日，我還是第一個要提醒我自己，也提醒弟兄姊妹，我們要完全的相信福

音和真理。因為在教會的歷史當中，有太多不相信耶穌基督復活的論點，不管有

人說耶穌的屍體被偷了、耶穌的屍體被藏了、或者有人說耶穌根本沒死，因為他

受了極重的刑法以後他昏厥了，他們以為祂死了，把祂放在墳墓，墳墓裡面很涼

爽，然後耶穌就慢慢甦醒，最後祂自己離開了墳墓。 

 

這一切的論點，其實都是抵擋真理，都是不信耶穌復活的真理、聖經的啟示。耶

穌從死裡復活是真實的，這個真實，他在 40 天裡面，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

點，向不同的人，有 10 次的顯現。最多一次，向 500 個人顯現，他真實的復活，

而這些人都是復活的見證。相信耶穌接受洗禮，我想我們都願意，進入在那與主

同死、同埋葬、同復活的真理和恩典當中。我們成為基督徒，我們相信要在耶穌

基督的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我們更相信，我們生命因著信心，要在耶穌基督復

活的形狀上與祂聯合。我們也知道耶穌基督的愛，這個愛，不斷不斷的藉著十字

架來激勵我們，使我們不再沉溺在罪中，使我們知道我們是已經在罪上死的人。

罪不能夠再挾制我們，所以我們不能夠再活在罪惡的生活當中。 

 

弟兄姊妹，除非你完全的接受福音、除非你完全的相信耶穌基督十字架的真理，

否則從今天的經文裡面，我們真的很難在我們的生活上去見證一個復活新生命的

樣式，如果你不讓耶穌基督的死在你身上，讓你與祂同死、如果你不讓耶穌基督

復活的生命在你的身上，使你顯出一個靠主復活的樣式，我想新生的樣式，那只

是一個理想、那只是一個期待，新生的樣式在這裡不是一個道德勸說、不是一個

行為的鼓勵，新生的樣式是在信心、在真理和在聖靈裡面，上帝可以真實賜給你，

你可以靠著聖靈，在基督裏，全然活出的一種生命樣式。可以，因為耶穌基督已

經從死裡復活，他把那復活新生的樣式全然賞賜給你。新生的樣式就是復活耶穌

基督的樣式，新生的樣式是擺脫那舊人的習慣、價值和態度，舊人的一切都已經

與耶穌基督同死、同埋葬，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們裏面活著。 

 

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們今天靠著主復活，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好叫那恩典顯多嗎？

保羅說：當然不可以，斷乎不可，因為我們是在罪上死的人，怎麼能夠繼續活在

罪中呢？弟兄姊妹，若我們完全相信福音、相信真理、相信耶穌基督、相信十字

架，如果我們不完全相信，百分之百的相信，我們如何領受耶穌基督死裡復活的

生命？新人如何在我們生命當中展現這是我？，求聖靈幫助我們每一位弟兄姊



妹，每一天我們都要求告，完全相信耶穌基督、完全相信聖經啟示的真理。 

看自己是活的 

第二個，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在基督裏，要看自己是活的，在基督裏，要

看自己是活的。我讀 NRSB 英文版聖經的時候，發現在這 14 節的聖經裏面，有

三處他用了”No long””不再”，他用這句話來形容基督，可以與祂一同復活的

人。 

或許我們也看和合本的聖經，我們回到今天的經文，我要請弟兄姊妹第一個看是

在第 9 節，第 9 節說「死也不再做祂的主，因為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了」，耶穌

基督已經敗壞那掌主權的黑暗勢力，所以死不再作耶穌的主，死也不再作你我的

主，因為我們已經和主同復活了。 

第二個地方我要請弟兄姊妹看第 6 節，這裏說與主同活的人是不再作罪的奴僕。

我們要作義的奴僕，耶穌敗壞那掌死權的，靠著耶穌基督得勝，我們已經從罪裏

被釋放出來，罪被耶穌基督敗壞了，罪不再作我們的主。 

第三個地方是在第 13 節，與主同活的人是不再將你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

具。這三個"不再”告訴我們，與主同復活的人，是已經脫離了罪與死亡的挾制，

而且也不再願意把自己的身體獻給罪來做武器，抵擋上帝。 

聖經告訴我們，我們是已經脫離了罪的挾制，罪已經不是我們的主，所以你的生

活的點點滴滴，每一件事情你都要認知，也要有哪個確切的意志，罪不是我們的

主，我們已經脫離了罪的挾制，我們的身體的四肢五官，以及上帝賜我們的智慧、

能力、恩賜，我們是用來榮耀上帝，不是縛在罪的箝制底下。 

弟兄姊妹，在我們的生活裏面，我們需要有這樣屬靈的眼光，你怎麼樣看你自己，

你怎麼樣衡量你，我們很不自覺得、很容易的，就用這世界的眼光、用別人的眼

光、用這世界的價值、用這世界的潮流來看我們自己、衡量我們自己。但是在

11 節這裏說，我們看 11 節的經文，11 節說「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神

在耶穌基督裏，卻當看自己是活的」。弟兄姊妹，聖經這裡告訴我們，你看自己

是根據福音所啟示的救恩來看自己，你看自己、是用福音對你的恩典來看自己、

是用上帝的愛來看你自己，當你能夠用神的救恩、用十字架、用上帝的愛來看你

自己，你就不會落入用世俗的眼光、用世界的眼光，來衡量你自己、來看你自己，

福音怎麼樣看，今天你也應當用一樣的眼光來看你自己。 

當基督徒容不容易，弟兄姊妹，當基督徒容不容易…大家都在笑，面對這個不信

的世代，活在這不信上帝的人群當中，很想為上帝有所堅持，但是，你又不想跟

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在信仰上有很大的衝突和張力。所以我想，你也會常常處在

兩難當中。 

你如何衡量你的人生 

最近，我看一本書，這本書書名叫「你如何衡量你的人生」，我覺得這是一本不



錯的書，但是很可惜，這位作者叫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他是一位摩門教徒。

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管理學學者，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他 2010 年，在哈佛大學

管理學院，在畢業典禮上，他對這些管理學院學生所說的話。其實這本書是從管

理學的角度來看人生，也從信仰的角度切入，怎麼樣看我們自己。在這本書裏面，

他向哈佛大學的畢業生提出三個問題，我覺得這三個問題今天也一樣可以跟我們

每一個基督徒提出這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他說"如何可以知道我的工作生涯可以成功、可以快樂"，當然這本書

是寫給一般讀者看的，他很容易可以用成功快樂來形容我們在工作上的意義。 

第二個問題他說"如何我可以知道，我與配偶兒女還有朋友的關係，可以成為快

樂的泉源”。在這個世代，我想一般人越來越不看重婚姻、越來越不看重親子關

係，更可能把所有的時間投入工作裏面，以致他們也不看重朋友的關係，這是他

提出來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他說"如何知道我這一生會堅守原則，以免牢獄之災”。這個作者的

同學，他們當年都是哈佛大學畢業的，都是社會頂尖，非常聰明的人，這些人在

社會工作二三十年以後，他們有非常好的工作，非常好的成就，不管自己創業或

者在這些顧問管理公司，他們都是非常高階的這些領導人，他們有非常高的收入

所得，但是在畢業幾十年後，他發現他的這些同班同學，很多人已經不再喜歡他

的工作，很多人離婚，婚姻破裂，跟家人的關係破裂，很多人沒有朋友，只有商

場上的戰友。更嚴重的是，他還有同學鋃鐺入獄，他的同班同學就是當年美國安

隆公司的執行長 Jeff Skilling，這是他的同班同學，他在這本書裏特別寫到這個同

學，他這個同學在安隆公司服務的時候，年薪 1 億美金，這麼高所得的人，難道

會在他的知識、在他的行為上，因著越來越與這個世界妥協，而最終放棄他的堅

持。安隆公司可以說是美國最大的一個金融醜聞，這件事情幾乎也掀起了美國官

商勾結的內幕，動搖了整個布希政府的政權，需要危機處理，因為這個金融風坡，

金融弊案，對美國影響實在太大。作者的同學 Skilling 因為詐欺貸款，公司作假

帳，製造很美的財務報表，證劵詐欺，最後被定罪。 

百分之百的為上帝堅持 

為什麼畢業於這麼優秀的學校，這麼聰明，資質這麼高的人，最後會捲入在金融

的舞弊案當中？我想很多這樣的事情會在提醒我們，一個基督徒，向罪死，向神

活，是一種信心和生活的堅持，我們需要在生活、在信心當中，百分之百，很堅

持。因為你想一想，百分之百的為上帝堅持，比你百分之九十五，比你百分之九

十為上帝堅持，哪一個容易？百分之百堅持還是百分之九十堅持來得容易？我們

常會以為百分之百為上帝堅持，哪是不可能的，以至於我們費盡心思去衡量、去

尋找，那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平衡到底在哪裡？哪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平

衡，到底要怎麼去處理？ 

弟兄姊妹，我們沒有這個智慧，我們沒有這個智慧，當你為百分之一的事情，不

為上帝堅持，當你為哪百分之一的事情，對自己說，就這一次吧！下不為例，百

分之一的這一次下不為例，你會發現到最後，每一次的百分之一，到最後會成為

我們生命的黑洞，因為你永遠在那百分之一的事情上面，向這個世界妥協。 



求聖靈光照我們，向罪死，向神活，求聖靈幫助我們，不要半死不活、不要不死

不活、不要想死又想活，太辛苦了，弟兄姊妹這樣的基督徒生活太辛苦了。你願

意為主，百分之百的堅持，不管在信仰上、在倫理上、在道德上，你願意為主百

分之百的堅持，這是一個向罪死，向神活的見證。 

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 

第三，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要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第 13 節的經文，

再一次的提醒我們，不要把你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裏復活

的人，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弟兄姊妹，復活的人是要將

身體獻給神，作義的器具，來做對的事情、做正直的事情，用神所賜的恩典、能

力、恩賜來服事神。上帝給我們的四肢五官，甚至恩賜、能力不是用來抵擋神，

而是用來服事神、榮耀神。這裏說的器具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武器！弟兄姊妹，

上帝賜給你的智慧、能力、才幹、恩典，可以成為你的武器。你要用這個武器，

作為順服不義的工具呢？還是要用這武器成為一個順服上帝、服事上帝、榮耀上

帝的一個器皿。這節聖經給我們很深的提醒，把自己獻給神，把自己的肢體當作

器具獻給神，那是一個在愛裏，全然被耶穌和祂的十字架所激勵，一種委身的、

積極的行動。因為神已經把恩典賜給我們了，我們今天不再縛在罪的權勢，而是

全然在恩典當中，這個愛上帝能夠不斷的驅策你，讓你不斷的願意把自己獻給

神，作為義的器具，而哪個催逼，愛的力量，讓你不得不把自己獻給神，為上帝

作見證。 

赦免和饒恕恩典的見證 

3 月 22 號，我看到了神的愛，看到了赦免和饒恕恩典。為這一天我們擺上很多

的禱告，這一天，我陪一個弟兄去彰化，到安養中心去看他 45 年沒有見到的父

親。在探望他父親回來以後，這位弟兄寫了一篇見證的感恩文章。這篇文章裏面

有一句話，他說：45 年來的恨，像個毒藥滲透進全身的每一個角落，不僅阻礙

了許多感官，更令自己用批判的眼光面對這世界、面對大部分的人，更是這樣的

面對自己。 

80 歲的一個老人，一個滄桑的老人，坐在他的床邊，等候著他 45 年未見的兒子，

45 年前，這個老人拋家棄子，他的兒子才 5 歲，從小成長的過程裏面，他的媽

媽不斷的灌輸他的兄弟姊妹，要懂的恨你的父親，因為這個父親是個忘恩負義的

人。45 年過去了，恨在這個家庭當中，像一顆大樹，這棵大樹的根，深植在每

一個人的生命當中，45 年來，這家人不斷的被恨所啃食，他們的心裏非常困苦。 

四十多年父親的音訊全無，當有機會跟這為弟兄談起他父親的時候，他都用生父

來說他的父親，生父對他來說，只是一個代名詞，因為在過去這四十多年當中，

在他的生命裏面，沒有父親、沒有這個角色、沒有這個父親的形象，他不懂得甚

麼叫父親，他也不想再見到這父親。 

兩年前彰化縣政府，透過台北市社會局找到我們的弟兄，告訴我們弟兄說，你的

父親現在還在，身體軟弱，住在彰化二林的一間安養中心裏面。我想這對我們弟

兄來說，是心靈上非常大的衝擊，他寧可不知道他的父親任何的消息，免得他心



裏對父親的恨，不斷不斷的被挑起。可是今天上帝突然告訴他，他父親的下落和

消息，要去看嗎？不、不、不，我心裏對他只有恨，我為甚麼要去看他？ 

45 年前，他拋棄我們整個家庭，我的母親辛辛苦苦的把我們幾個兄弟撫養長大，

我不要去看我的父親，要去看嗎？應該要去看，因為我信主了、因為上帝的愛在

我裏面、因為我是基督徒，要去看嗎？好難，這個決定好難。45 年的恨要如何

得化解？ 

3 月 22 號，我們陪著他跟他的妻子，我們一起到二林，我們見到了弟兄的父親，

我不知道我們弟兄面對父親，心裏的那個恨要如何化解？我也不知道哪個父親要

如何面對那 45 年前他曾經拋棄的兒子？他要如何的面對他？心裏面只有默默的

為他們禱告。 

剛開始父子的對話，實在讓我有點緊張，你們一定可以想像這種場面，我不住得

心中為他們默禱，求神開恩，弟兄姊妹，誰能原諒誰？誰能夠饒恕誰？如果今天

的探望只是要把那 45 年，許許多多心裏的仇恨，要傾洩的表達出來，我想哪天

的探望會讓我們每一個人更受傷，會讓我們每一個人落在更深的仇恨的牢籠裏

面。我們的弟兄去年受洗，在這九個月的日子當中，我實在看到我的弟兄，非常

努力，非常辛苦，但是也非常感恩，全然信靠上帝的，與主一同埋葬、一同復活。

這些日子，我看到一個新生的樣式，在我弟兄的生命當中，來漸漸得彰顯。 

就是像我們剛剛所讀的聖經裏說，一舉一動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

樣，那是一種生命漸漸的更新和改變。我的弟兄在去年 6 月受洗，他全然領受了

基督的愛和十字架完全的赦免，耶穌基督復活的生命，在我的弟兄身上慢慢的彰

顯出來，要面對這 45 年來，帶著仇恨的心要面對他的父親，我想這是聖靈的光

照和神的恩典全然的釋放。心裏的愛恨情仇，只有透過繼續仰望耶穌基督還有他

的十字架。 

我坐在弟兄的後面，我輕輕的跟我的弟兄說：向父親傳福音吧！向父親傳福音

吧！甚麼能夠真正化解，他跟他父親之間的這種怨仇？我不會用台語說福音，這

是我常常非常懊惱的一件事情，我請我弟兄向他的父親傳福音吧！其他人也用台

語盡可能的向老先生來說明福音的內容。我盼望，當沒有人再愛這個老人家的時

候，老人家還知道，耶穌愛他。我盼望，在他們父子這種情仇關係裏面，基督可

以轉化成愛的禮物。 

這位弟兄開始向父親作見證說：如果不是上帝，如果不是耶穌，我不會來看你，

這是耶穌給你，也是給我的機會，因為耶穌愛你，讓你有機會在耶穌的面前，向

他認罪、向他懺悔，你願意和我們一樣來相信耶穌，你願意和我們來接受耶穌嗎？ 

老人家靜靜的坐在床邊，聽我們把耶穌、把福音介紹給他，沒想到最後老人家他

點頭，他說：他願意接受耶穌成為他的救主。弟兄姊妹，我們不敢相信，我們真

的不敢相信，這是一趟甚麼樣的旅程？上帝藉著這次的探望，怎麼樣修復了他們

45 年，父子之間的仇恨。安養中心的社工也是基督徒，他馬上去幫我們預備水，

我們就在那個老人家所住的病房裏面，為老人家施洗、為他祝福、為他感恩、為

他禱告。 



因為我們知道耶穌愛他，因為我們知道，只有耶穌基督和祂的十字架能夠全然的

赦免他，這 45 年對家人所帶來的傷害，我們也知道只有耶穌和他的十字架能夠

全然釋放我們的弟兄和他所有的家人。這 45 年，他們活在仇恨當中，沒有赦免、

沒有饒恕，只有恨，但是復活的主全然臨到他們。弟兄姊妹，你可以想像嗎？45

年的仇恨，傾刻之間，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當中，全然被化解。老人家沒有神、

沒有指望，但是卻在 3 月 22 號哪天，他受洗，歸入耶穌基督的門下，在十字架

前，父子兩個人和好，每個人都卸下了心中的枷鎖。 

感謝神，45 年，多漫長的歲月，多麼煎熬的折磨，卻在傾刻之間，被上帝的愛，

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全然修復了。甚麼東西可以滅掉冤仇，只有耶穌基督的十字

架！甚麼東西可以使我們和好，使我們合一？只有耶穌基督的十字架！甚麼東西

可以使我們活出，向罪死，向神活，好叫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肢體當作義的器具，

獻給神？只有耶穌！因他的十字架！ 

我們歡喜快樂的離開了安養中心，心中有很多的感動和驚奇，老人家坐著輪椅，

社工把他推到門口，在門口，我觀察老人家的眼神，哪個眼神似乎在向他的兒子、

向我們訴說著，再來看我，再來看我吧！ 

復活和新生的樣式，到底是甚麼樣呢？ 

弟兄姊妹，復活和新生的樣式，到底是甚麼樣呢？我想常常無法說得具體，但是

這句話，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卻是我們可以在裏面細細的琢磨，我想，

在我們生活當中的每一件小事情，當你要決定、當你要說、當你要表達的時候，

你都可以成為義的器具，獻給神。都可以。 

復活的樣式就是在我們每一天的細小的事件當中，可以張顯，表達出向罪死，向

神活的恩典。他們父子二人在上帝的愛裏，都把自己獻給神，作義的器具，他們

把真理和愛，分別作在對方的身上。在基督裏，神化解了他們 45 年的怨仇，把

一切的榮耀歸給神，求主幫助我們弟兄姊妹，在復活主的生命當中，為主堅持每

件事情，在復活主的生命裏面，向罪死，向神活；在復活主的生命裏面，把你的

身體，把上帝賜給你的一切聰慧才幹，用來榮耀神，服事神，不要把它作為罪的

器具抵擋神。在復活節的主日，願上帝把那新生樣式的生命，再一次的豐豐富富

的加給每一位。我們一起禱告。 

感謝上帝的愛，感謝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赦免贖罪的恩典。我們這一群活在罪

惡和軟弱，甚至是仇恨當中的人，要藉著十字架，完全得破碎。主幫助我們經歷，

每天經歷，那與你，同死、同埋葬、同復活的恩典。讓我們隨時活出向罪死、向

神活的生命，也讓我們願意委身奉獻給你，好教我們的身體當作義的器具，榮耀、

服事你。謝謝我們的主，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紀南惠姊妹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