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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 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8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

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9 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

讀經
羅十三
8 14 9 像那不可姦淫 不可殺人 不可偷盜 不可貪婪

或有別的誡命，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10 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

8-14

11 再者，你們曉得，現今就是該趁早睡醒的時候；

因為我們得救，現今比初信的時候更近了。

12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13 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

不可荒宴醉酒 不可好色邪蕩 不可爭競嫉妒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

14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

心繫永恆
羅十三8-14

諸長樂牧師 2018.05.06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各位在主裡的家人：大家平安！

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帶兩副眼鏡在身上：

 一副是放大鏡，放大鏡是用來照自己，常常求主鑒察我們的內心，

篇 篇 常常 察 會好像詩篇139篇所說的，一個常常鑑察的人，才會好好地走永生的道路。

 另一副眼鏡就是屬靈的望遠鏡，

有很多時候我們會被 些世俗的事情所纏擾，有很多時候我們會被一些世俗的事情所纏擾，

而忘記了我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忘記了我們有一個永恆的目標—

這是我們今天一起要來思想的主題：心繫永恆。這是我們今天 起要來思想的主題 心繫永恆

基督徒信仰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對末世的看法。

很多人說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都一樣，很多人說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都 樣

但是如果講到對末世的看法的時候，你就會發現有很大的區別。

對末世的看法，不僅僅指引我們生活的方式，

更讓我們決定了生命的價值觀和優先順序。

聖經當中所講的「末世」，並不只是最後的時間而已！

當主耶穌道成了肉身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末世已經開始了，當主耶穌道成了肉身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末世已經開始了，

而這樣的末世是一直延續到主耶穌的再來，

神學上說這是一個「已經來到、 尚未實現」的一段時間。

祂巳經來到，但是還沒有完全實現—

這是一個恩典的時代，也是一個聖靈工作的時代。

創一1 起初，神創造天地。

2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啟廿二20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 我必快來！ 阿們！主耶穌啊 我願你來！啟廿二20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21 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



創一1 起初，神創造天地。

2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創世紀告訴我們這世界的來源，啟示錄告訴我們世界的終了。

2 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啟廿二20 證明這事的說：「是了，我必快來！」阿們！

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惠常

啟示錄的最後兩節，使徒約翰寫完啟示錄之後，他說：「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21 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眾聖徒同在。阿們！

前面主耶穌啟示完這一切之後，祂說：「阿們 （是了），我必快來。」

我們是不是每一個人可以像使徒約翰那樣回應耶穌的話，說：主啊，我願你來？

這應該是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的期盼，當我們有這樣期盼的時候，

就會重視上帝要我們重視的事情，也帶給我們一個追求天上永恆事物的動力，

拯救我們脫離愛世界的心以及肉體的情慾拯救我們脫離愛世界的心以及肉體的情慾，

能夠活出聖潔，彰顯上帝的榮美。

我今天願意從三個方面來跟大家分享…

一、「要常以為虧欠」：一、「要常以為虧欠」：

我們都知道欠債是不好的！人一生當中最好就不要欠債！

我的女婿在很小的時候，他的母親就教導他一件事：我的女婿在很小的時候 他的母親就教導他 件事

當你領到錢的時候，第一個要付的就是把信用卡的錢付掉，

這是一個正確的生活態度。

但是當你成為基督徒之後，你就註定要欠三種債；

「債」有好的，有壞的，基督徒的債都是好的債！

1.就是我們欠「福音的債」。

使徒保羅說不管是猶太人、非猶太人，他都欠他們福音的債，

他 意盡他所有的力量來還福音的債他願意盡他所有的力量來還福音的債。

在這裡的基督徒也都應該有一個心胸：

不論是華人、日本人、其它國家的人，我們都欠他們福音的債！不論是華人、日本人、其它國家的人，我們都欠他們福音的債！

這樣的欠債感，讓我們有願意傳福音給別人的動力。

2.基督徒會欠「聖靈的債」。

當我們得救以後，我們要做一個選擇：我們是願意順從肉體？還是順從聖靈？當我們得救以後，我們要做一個選擇：我們是願意順從肉體？還是順從聖靈？

羅馬書 說我們不是欠肉體的債，仍然去放縱私慾！

我們乃是欠聖靈的債，以至於我們可以過聖潔的生活。

3.基督徒會欠「愛人的債」。

這個債永遠還不完，因此我們常以為虧欠。

林前十 講愛 其中有 件事情提 我們 再好的恩賜有 都會停止林前十三 講愛，其中有一件事情提醒我們：再好的恩賜有一天都會停止，

只有愛是永不止息的。對一個傳道人來說，我深深地了解這件事…

講道的恩賜對建造教會非常重要，但是當我們回到主的面前、講道的恩賜對建造教會非常重要 但是當我們回到主的面前

主再來的時候，誰還要聽哪個牧師講道？與主面對面一切都清楚了！

要聽講道也不聽某某牧師講道，聽耶穌講道多好！但是愛卻是永不止息的！

十三 也說「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愛有一種非常奇妙的 Magic Power！愛能夠創造神蹟。

而且你越付出愛，你就擁有越多的愛！而且你越付出愛，你就擁有越多的愛！

你越付出愛，就覺得自己付出的不夠！這個是跟世界上的法則不一樣的！

世界上：我的資源是有限的！我給別人以後，我自己就沒有了！

但是愛卻不是如此！越付出愛，就是有越多的愛！但是愛卻不是如此！越付出愛，就是有越多的愛！

一個真正愛的人，他永遠不會說他愛夠了！

當我成為父親以後，有一段時間因為小孩要用尿布，當我成為父親 用尿布

 我一直在算她什麼時候開始不用尿布？我覺得尿布很貴，如果不用尿布，

從此以後我就可以比較寬裕一點。結果不用尿布以後，上幼稚園更貴！

所 我就算什麼時候幼稚園讀完 我就便宜所以我就算什麼時候幼稚園讀完，我就便宜了！

 等到她讀公立小學，學費是便宜，但是她學才藝！就越付越多，越付越多！

 等到她出國留學，我連第一筆退休金都給她用上了，我說這下我可付夠了！等到她出國留學 我連第 筆退休金都給她用上了 我說這下我可付夠了！

 結果她嫁給了美國人。美國人跟中國人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中國人說「結婚是我家娶媳婦，所以是男方出錢」，

美國人說「結婚是女方付尾款，所以是你們出錢」，

所以我又付了一大筆她結婚的錢，我就說終於付完尾款了！

 結果她連續生了三個小孩。我現在不僅付孩子的還要付孫子的！ 結果她連續生了三個小孩。我現在不僅付孩子的還要付孫子的！

愛是一個繼續不斷地付出的甜蜜的負擔，你越付出就會覺得自己付得不夠。



這段聖經也說「愛完全了律法」，愛跟律法並不衝突—

律法給予愛心正確的方向， 愛心也活化了的律法的功能。律法給予愛心正確的方向， 愛心也活化了的律法的功能。

神特別要我們用愛來見證：我們是他的門徒。

世界在尋求一批能幹的人，但是主耶穌卻要我們用「彼此相愛」來見證世界在尋求 批能幹的 但是主耶穌卻要我們用 彼此相愛」來見證

我們是主的門徒。另外一個方面，我們必須承認「愛是要付代價的」。

CS路易斯曾經講過一段話：如果你要找一個讓你感覺舒適的宗教，易斯曾 講過 段 果你要找 讓你感覺舒適的宗教

我絕對不會推薦你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所強調的絕對不是舒適，

而是過著一個跟隨基督、委身愛人的生活。

因此他要我們每一個人好好思想幾個問題：

我每次去教會為的是什麼？要聽到好聽的講道？要聽到好聽的詩班？

我 常常 到家 「今 都 什麼收穫 牧師 曉 在講什麼我們常常回到家說：「今天都沒什麼收穫，牧師不曉得在講什麼。」

不錯的基督徒都只在乎自己主日得到什麼！在乎我自己的滿足！

我們要想想在我們週圍的、坐在我旁邊的、還沒有信主的慕道友，我們要想想在我們週圍的、坐在我旁邊的、還沒有信主的慕道友，

還有有需要的人，我們是否有關心他？

一個追求舒適的基督徒，也許是一個在道德上不錯的基督徒，

他們 會去做 些 認為 好的事情 他們 喝酒 賭博 說髒話他們不會去做一些人認為不好的事情，他們不喝酒、不賭博、不說髒話；

但是不要忘記：這只是公義的一部分而已，它不是完整的福音真理！

聖經當中所強調的公義，是要我們去愛鄰舍、愛窮人、愛有需要的人！聖經當中所強調的公義，是要我們去愛鄰舍、愛窮人、愛有需要的人！

有的時候我們不喜歡做這些事，因為做這些事的時候會要我們付出代價，

要求我們跳脫我們的舒適圈！我們在這裡必須捫心自問：「我是一個要求我們跳脫我們的舒適圈！我們在這裡 須捫 自問 我是 個

追求舒適的基督徒嗎？還是我是一個跟隨主、願意花代價來愛人的基督徒呢？

我有什麼地方要悔改的呢？」弟兄姊妹，不要只做一個不做壞事的基督徒，

更要做一個愛人、願意餵飽飢餓貧窮者、去陪伴孤單傷心的人的那個基督徒，

因為這個在神的面前才有永恆的價值！要記得在我們與神面對面的時候，

我 交 我 麼 情 交 我不僅我們要交代我們沒有做什麼事情，更要交代的是我們

為祂做了什麼事情！太廿五 綿羊、山羊的比喻，就是講到這個。

個屬靈的嬰孩，他只會在乎自己的需要，一個屬靈的嬰孩，他只會在乎自己的需要，

一個長大成熟的人，才能看見別人的需要，並且願意去服事、去祝福別人。

保羅用了十誡的後六誡，更進一步地講明愛的真諦：

愛是不隨便地去奪取別人的生命、家庭與名譽，都包括在愛人如己之內了。愛是不隨便地去奪取別人的生命、家庭與名譽，都包括在愛人如己之內了。

愛的精義是為他人的利益著想，而且願意為別人來服事。

愛的債我們雖然永遠還不清，但是卻能夠成全了律法。愛的債我們雖然永遠還不清 但是卻能夠成全了律法

最近我連續聽到兩個見證，都是趕鬼的見證。

我們常常覺得說趕鬼需要有能力，但是他們…共同的見證是：我 常常覺得 需要有 是 同 是

他們能夠把那個很難纏的鬼趕出去的原因，乃是上帝那時將「祂的憐憫」

充滿在他們心裡面—衪看到這樣被鬼附的人是何等的可憐！

當憐憫充滿的時候，就是愛充滿的時候！當愛充滿的時候，

就是能力充滿的時候！他們為那有需要的人禱告，鬼就出去了！

你希望成為一個有能力的基督徒嗎？求上帝的愛充滿你，也充滿我！

什麼時候你覺得「這個人有需要、那個人也需要、我忙不過來」的時候，

就是你在成長的時候 就是你在經歷上帝能力的時候就是你在成長的時候、就是你在經歷上帝能力的時候。

如果從來沒有人來找過你，那是你需要認罪悔改的時候！愛是常以為虧欠。

二、「要把握現今」。

羅十三11 12 對聖奧古斯丁的 生有很大的影響羅十三11-12 對聖奧古斯丁的一生有很大的影響。

在公元386年的夏天，他有一天在朋友的花園裡面，

雖然他已經是大學的教授，仍然渴望脫離他生命當中的敗壞和情慾。雖然他已經是大學的教授，仍然渴望脫離他生命當中的敗壞和情慾。

花園隔壁有一些小孩子在玩捉迷藏的遊戲，這個遊戲裡面要唱一首歌，

唱的是「拿起來讀！拿起來讀！」這時聖靈感動他拿起在旁邊的羅馬書，唱的是 拿起來讀！拿起來讀！」這時聖靈感動 拿起在旁邊的羅馬書

他讀到第11、12節，他說：「我再也沒有讀下去，也沒有必要再讀。」

他看完這節聖經，「有一道明亮的光充滿了我的心，

一切的黑暗頓時從我的心中消失了。」

一個正確的末世的眼光，為基督徒的行為奠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我求主當日怎麼樣的光照亮了聖奧古斯丁，今天也光照我們！

讓我們心意更新而變化，不效法這個世界，

為我們知道每 個 都要向神交帳因為我們知道每一個人都要向神交帳。



在台灣讀書，每一年都要參加聯考，灣讀 每 年都 參 聯考

所以孩子們會在黑板上寫「距離聯考還有多少天」，

一天一天的減少，是提醒我們考試的日子近了要更加用功。

末世不緊緊是主再來的日子，

有時候也提到，是我們個人去見主的日子。

我們現在活在一個科技的時代，每一個人都是時間的奴隸。

基督徒不僅要對現在的時間敏感，更要敏感於上帝的時間，

上帝在這裡提醒我們說 「現今就是了！上帝在這裡提醒我們說：「現今就是了！」

現今就該趁早睡醒，我們得救現今比初信的時候更近了，

所以我們要把握住現今所以我們要把握住現今，

一個真正對末世有準確認識的人，才能夠真正的把握住現今。

在這裡提 我們 件事在這裡提醒我們三件事…

1.該「趁早睡醒」。

帖前五：我們信主以後是光明之子。黑暗之子是睡覺的，帖前五：我們信主以後是光明之子。黑暗之子是睡覺的，

是不警醒、不謹守的人，是一個糊塗人；

光明之子卻是與主同活的人。光明之子卻是與 同

中國人有一個成語非常好，叫做行屍走肉：

看起來他是活著的，但是他的靈魂是死的。

上帝不要我們過一個行屍走肉的生活；要我們做一個警醒為主而活的人，

要讓聖靈光照我們，使耶穌復活的生命從我們來彰顯，而且越早越好。

2.我們得救比初信的時候更近了。

哥林多後書：上帝過去救我們、現在救我們、將來還要救我們。

上帝過去在我們信祂的時候讓我們因信稱義上帝過去在我們信祂的時候讓我們因信稱義，

祂現在救我們是讓我們能夠靠著祂活出聖潔的生活，

其實真正的全然得救是等主耶穌再來的時候，其實真正的全然得救是等主耶穌再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不再受罪和情慾的轄制。

3.「黑夜已深、白晝將近」。

耶穌基督已經快要再來，已經在門口了！如果你讀 馬太福音24章和啟示錄，耶穌基督已經快要再來 已經在門口了！如果你讀 馬太福音24章和啟示錄

都告訴我們主來的日子近了，就好像一個考生面對考試的日子近了—

我們要警醒預備。

三、我們「要行在光明中」：提醒我們兩件事：

(一)「要脫去暗昧的行為」，這邊提到有幾件暗昧的行為：

1 「荒宴醉酒 酒能使人放蕩 不要被酒精充滿 要被聖靈充滿1.「荒宴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不要被酒精充滿，要被聖靈充滿。

酒是給那些沒有盼望的人喝的，是給那些快要死亡的人喝的。

但我們是上帝的兒女，不要再醉酒！我們是上帝的兒女 不要再醉酒

2.不要再「好色、邪蕩」，神要我們過一個遠避淫行的生活，

因為所有的罪裡面，最得罪神的就是淫亂。

神也要我們遠避「爭競 嫉妒 為爭競 嫉妒的3.神也要我們遠避「爭競、嫉妒」，因為爭競、嫉妒的人

就好像一個嬰孩，他拒絕長大。

4.不要我們「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要將肉體的邪情、私慾釘在十字架上，4.不要我們 為肉體安排 去放縱私慾」 要將肉體的邪情 私慾釘在十字架上

雖然肉體跟情慾還在，但是不要去滿足它，更不要為它做任何的安排。

(二)要我們「戴上光明的兵器，行事為人要端正，而且要常常披戴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是我們美麗的衣裳，能夠保護我們。耶穌基督是我們美麗的衣裳，能夠保護我們。

祂也是我們光明的兵器，成為我們的戰袍。

當我們遵守祂的教訓、跟隨祂的腳蹤的時候，那是保護，而不是一種裝飾。

我們不僅要活出基督的樣式，更是要緊緊抓住基督，活在衪的翅膀底下。

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一場夢，而是一個爭戰。

成為 個好的基督徒 能夠愛鄰舍是我們最大的動力成為一個好的基督徒，能夠愛鄰舍是我們最大的動力。

因著主的再來，我們有這樣的動力去愛鄰舍、去愛上帝要我們所愛的人。

讓永恆指導你的現在，讓你的現在來預備永恆。傳道書三章：讓永恆指導你的現在 讓你的現在來預備永恆 傳道書三章

「上帝創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祂又將永生放在人的心裡面。」

上帝要我們追求永恆。這世界上的事有好有壞，如果你只在日光之下看，當然是

有 有壞 日光之上來看 就 「各按 成為美有好有壞；但是你從神的眼光—日光之上來看，就是「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成為基督徒是何等有福氣的事情—因為我們知道人生的每一步路都是美好的！

儘管有的時候我們不見得完全明白，儘管有的時候我們不見得完全明白，

我們仍然可以安息在上帝的引導當中，我們知道上帝是一位美好的神。



所以，在我們當中慕道的朋友，我邀請你傾聽神在你裡面

永恆的呼喚 當你 意把你的 生交在 帝的手中永恆的呼喚，當你願意把你的一生交在上帝的手中，

你會發現上帝所為你安排的人生，是一個美好的人生。

趁著還有今天，好好地把握。趁著還有今天，好好地把握。

馬丁路德講過：「即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今天仍然會種下蘋果樹。」

弟兄姊妹，要做一個種蘋果樹的人，不要只做一個吃蘋果的人。弟兄姊妹，要做一個種蘋果樹的人，不要只做一個吃蘋果的人。

有一部日本電影叫做「感染列島」，

女主角是一個醫生，她為著醫治病人鞠躬盡瘁，女主角是 個醫生，她為著醫治病人鞠躬盡瘁，

最後自己被感染就過世了，她的先生非常難過，非常思念她。

有一天他在野外散步的時候，他遠遠地看到一顆蘋果樹，

他想起妻子跟他分享為什麼要行醫的原因，

他的心就得到安慰，

他說：「她已經種下了她的蘋果樹！」

弟兄姊妹：面對永恆，你有沒有常常覺得愛得不夠？弟兄姊妹：面對永恆，你有沒有常常覺得愛得不夠？

你有沒有把握住現今？你有沒有行在光明中？

有沒有趁著上帝可尋找的時候趕快來尋找祂？有沒有趁著 帝可尋找的時候趕 來尋找

我們為分堂的奉獻—一千五百萬，今天已經快兩千萬，

我不曉得你的感覺是什麼？

「感謝主！已經達到目標！感謝主！我不必再奉獻了！」？

還是有一種遺憾：

「哎呀！我還沒奉獻，怎麼已經達到了！我失去了這個機會！」

我告訴你：來服事主連奉獻都要用搶的，不是用推的！用搶的！

讓我們的教會成為一個愛的教會！

讓許許多多愛的神蹟在我們教會來彰顯！

這是我們紀念 個聖餐最重要的意義！這是我們紀念一個聖餐最重要的意義！

天父，我們感謝你！天父，我們感謝你！

今天早上你帶領我們思想這樣一個重要的信息，

願主對我們每 個人說話願主對我們每一個人說話，

讓你的愛充滿我們的心。

讓我們不再浪費光陰，把握住現今為你而活，

也讓我們行在光明中。

也求你在每一個慕道的朋友心中工作，

他們回應你在他們心中永恆的呼喚，他們回應你在他們 中永恆的呼喚

快快地接受你做他們的救主。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門！奉耶穌的名禱告，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