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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1 信心軟弱的 你們要接納 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

2 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軟弱的，只吃蔬菜。

3 吃的人不可輕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論斷吃的人；

讀經
羅十四
1-15

因為 神已經收納他了。

4 你是誰，竟論斷別人的僕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

1 15

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

5 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樣。只是各人心裡要意見堅定。

6 守日的人是為主守的。吃的人是為主吃的，因他感謝 神；

不吃的人是為主不吃的，也感謝 神。

7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

8 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8 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

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

9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人並活人的主。

10 你這個人，為甚麼論斷弟兄呢？又為甚麼輕看弟兄呢？

因我們都要站在 神的臺前。

11 經上寫著：主說：我憑著我的永生起誓：

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口必向我承認。

12 這樣看來 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 神面前說明12 這樣看來，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 神面前說明。

17 因為 神的國不在乎吃喝，
讀經

17 因為 神的國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18 在這幾樣上服事基督的，

就為 喜 為

讀經
羅十四
17-19

就為 神所喜悅，又為人所稱許。

19 所以，我們務要追求和睦的事與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追求和睦彼此建立
羅十四1-15、17-19

諸長樂牧師 2018.07.22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今年教會的主題是「心意更新，宣教植堂」，

我 幾 個人 我 今 來 想教會我們講過了幾次個人的更新，我們今天要一起來思想教會的更新。

主耶穌講過一個比喻—新酒和新皮袋，教會需要有聖靈的工作使生命更新，

但是如果教會在體制、傳統與弟兄姊妹的關係上，我們也需要更新，但是如果教會在體制 傳統與弟兄姊妹的關係上，我們也需要更新，

否則我們就沒有辦法承載聖靈的祝福。神會把很多得救的人加給我們，

但是我們都留不住，就像有很多人形容教會前門開得很大，後門開得更大。

今天的經文就是教導我們，怎麼樣在一個不同背景、文化下

信主的人，共同組成一個愛的教會。

不隨便去批評、論斷我們跟別人的不同，能夠互相體恤別人的軟弱，不隨便去批評、論斷我們跟別人的不同，能夠互相體恤別人的軟弱，

建立一個充滿愛的信仰共同體，能夠為神做美好的見證。



一、建立於價值的尊重、建立在價值上面的尊重：

初代教會是由兩批人組成的，一批是原來就已經信猶太教的猶太人，初代教會是由兩批人組成的，一批是原來就已經信猶太教的猶太人，

他們明白耶穌是彌賽亞，所以他們就信了耶穌；還有一批是非猶太人。

猶太人的基督徒他們非常熟悉舊約的律法，他們信主以後仍然遵守

舊約的飲食、日子，這些條例跟禮儀；但是外邦的基督徒比較不受約束！

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一開始就講到，有一些人是信心軟弱的人。

教會裡面會有一些是信心軟弱的人！

這些人有可能是猶太人，也有可能是非猶太人。

但是這裡指的軟弱，並不是指著品格上的軟弱，或是得救信心的軟弱，但是這裡指的軟弱，並不是指著品格上的軟弱，或是得救信心的軟弱，

而是指著對某一件事情、或某一時刻和環境下，他非常的優柔寡斷！

甚至是懷疑自己或者懷疑別人的信仰。

其實在我們當中我只要舉一個小小的例子，你就可以曉得…

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如果我們要舉手表決的話，教會就分裂了。

吃 的 坐 邊 吃 的 坐 邊吃血的，坐一邊；不吃血的，坐一邊。

我們家也分裂了，我從小就不吃血，師母很喜歡吃一種東西，我不告訴你。

在這裡特別講到兩件事情，一個講到吃肉，一個講到一些節日。

保守的猶太人祗吃按著律法的方法宰殺的肉，叫做 Kosher。

他們不穿兩樣混紡的東西，這也叫做 Kosher。

我 我 多 麼但是我想對我們很多人來說，沒有什麼特別的。

在這裡我們就講到，兩種傳統或者是對一些事情看法不同的人，

怎麼生活在 起怎麼生活在一起呢？

良好關係的基礎是尊重，不僅教會、家裡、各方面都是如此。

你要跟人建立良好的關係，就要先彼此有尊重。你要跟人建立良好的關係，就要先彼此有尊重。

我再一次說：良好關係的基礎是尊重。

我們必須要從聖經的真理、角度，來認識人的價值，我們必須要從聖經的真理、角度，來認識人的價值，

我們不是一個沒有理由的尊重，

正因為我們認識真理，所以我們更需要對人尊重。因為我們認識真理 所 我們更需要對 尊重

人的價值有兩方面來定義：

1 建立在「神的創造上面 ：每 個人都是按著神的形象和樣式造的1.建立在「神的創造上面」：每一個人都是按著神的形象和樣式造的，

人本身就是按著神的形象和樣式造的，神賦給他價值。

但是今天我們常常會從一些附加的東西，來看這個人的價值：常常會 東 來

這個人的膚色是什麼？職業是什麼？學位是什麼？再俗氣一點，

這個人到底有沒有錢？他有幾個房子？幾部車子？但這都是附加價值！

我們每 個人都是光溜溜地來到這個世界上 誰帶著這些東西來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光溜溜地來到這個世界上，誰帶著這些東西來？

我有一個好朋友是教會的長老，他是病理科的醫生，後來他們移民到美國，

有一次他們有一個會友在開刀，長老娘就坐在外面陪伴家屬…有一次他們有一個會友在開刀，長老娘就坐在外面陪伴家屬…

一個白人說：「我覺得白人最優秀，你看所有的領導都是白人，白人有教養。」

坐他旁邊的黑人不服氣說：「你去看看那些運動員，要是沒有黑人，

美國可以得幾塊牌子？真正打起球來，你們白人都怕我們黑人！」

我們這位長老娘就說：「到底白人優秀？黑人優秀？還是黃人優秀？我不知道！

但是我先生是病理科的主治醫師 他告訴我說管他哪 種膚色的人但是我先生是病理科的主治醫師，他告訴我說管他哪一種膚色的人，

切開來通通一樣！」

我們為什麼要關懷弱勢？我們為什麼要去愛那些身心不健全的人？

如果照進化論的理論來說，我們根本不要關懷他們。

進化論說「優勝劣敗」、「適者生存」，這些人早就該淘汰了。

但是我們愛他們 是基於他們是神的創造 跟你 我 樣的尊貴。但是我們愛他們，是基於他們是神的創造，跟你、我一樣的尊貴。

我有幾次去北京跟上海旅遊，我們在餐廳吃飯的時候，

看到隔壁一桌都是西方人，每一家都帶著一個中國孩子，看到隔壁一桌都是西方人，每一家都帶著一個中國孩子，

更了不起的都是有殘疾的孩子！

我知道他們去認養這些孩子準備帶回美國，我的心受感動。我知道他們去認養這些孩子準備帶回美國 我的心受感動

各位你家沒有孩子有話，你會去認養一個怎樣的孩子？

我們一定會去找一個健康的、俊美的，我們 定會去找 個健康的 俊美的

誰會去找一個有殘疾的？

但是當你真的從心裡面去從神的眼光來看人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得到。



人的價值有兩方面來定義：

「上帝的救贖2.「上帝的救贖」：

這世界上我們常常被別人評論，你值多少錢？

但是聖經上卻告訴我們，每一個信靠耶穌基督的人，但是聖經上卻告訴我們，每一個信靠耶穌基督的人，

都是神用耶穌基督的寶血所買贖回來的。

有哪一位老闆願意為你死？你為老闆死是正常的，有哪 位老闆願意為你死？你為老闆死是正常的

就好像狗咬人是正常的，人咬狗不正常，人為神死，正常。

但是我們的信仰卻告訴我們，是我 信仰 訴我

這位上帝差派祂的獨生愛子為我們這些不配的人死，這是福音。

特別我們當中慕道的朋友，或被別人欺負的朋友，你要知道上帝愛你，

你在神的眼中是有價值的，祂願意用祂兒子的寶血來救贖你。

因此我們不可以隨便去批判一個、論斷一個神所重價買贖回來的弟兄姊妹，

我們反 要建立 種接納的關係 為神 經接納他們 愛他們我們反而要建立一種接納的關係，因為神已經接納他們、愛他們。

聖經更告訴我們說，你要看清楚你到底在批評誰？你到底在論斷誰？

這邊說我們的弟兄姊妹都是主耶穌的僕人，不是一個平常外面雇來的人，這邊說我們的弟兄姊妹都是主耶穌的僕人，不是一個平常外面雇來的人，

而是祂的家僕，如同祂的家人一樣。中國人有一句話很好—

「打狗要看主人面」，我看到一條狗很討厭，牠老對我吼，我真想打牠！打狗要看主 面」 我看到 條狗很討厭 牠老對我吼 我真想打牠！

旁邊有人告訴我，這是千惠的狗，我想到等一下要請她幫我翻譯，

那我就鼻子摸摸算了，人不跟狗鬥！

當我們罵一個孩子沒有教養的時候，其實你不是在罵這個孩子，

你在罵他的爸爸、媽媽。我們覺得他會跌倒，

其實主能夠使他站住。他一定能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

你守日子，你吃一些東西是為主吃的，你感謝上帝！

你 忘 不吃 感 帝但是你不要忘記，他不吃，他也感謝上帝！

我們信靠的、敬拜的是同一位上帝，

就好像 弗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 ，就好像 弗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

良好關係的根基就是從聖經去看人的價值。

二、看清楚生命的意義：

什麼是生命當中最重要的事？這是7 12節告訴我們的，基督徒的什麼是生命當中最重要的事？這是7-12節告訴我們的，基督徒的

生命價值觀是不再為自己活，也不為自己死，乃是為主而活、為主而死。

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不論生或死都讓耶穌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我們或活 或死 總是主的人 不論生或死都讓耶穌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更為我們復活，所以祂才是主。

我們連自己都不是自己生命的主宰，更何況我們怎麼可以去批判別人？

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話—「大丈夫能屈能伸」，

我可以為主而活，我也可以為主而死。我可以為主吃，也可以為主不吃。

我已經跟各位做過見證，我們教會的楊長老平常是不吃飯的，

可是當我們去緬甸宣教的時候，那些人每餐都請我們吃飯，

我就 戰 你吃 吃 「宣教的飯 吃我就挑戰他說：你吃不吃？他說：「宣教的飯，哪能不吃！」

一次有人給了一大碗飯，我跟他說：「你吃完，我就叫你大哥。」

結果就是 我叫他大哥。結果就是—我叫他大哥。

他回日本以後，又不吃飯了！你會發現這就叫做為主而活，也為主而死。

生和死就是人生的總和！

90%以上的墓碑，只有你的名字，還有你的生日跟你死的日子。90%以上的墓碑，只有你的名字，還有你的生日跟你死的日子。

在這當中我們要決定，什麼是對我們生命最重要的事，

不要只盲目地遵循一些傳統或者是社會的價值、自己的意見。不要 盲目 遵循 些傳統或者是社會的價值 自己的意見

有人常常來找我說「我失戀了！」「我沒工作！」

我第一個問說：「這會死人嗎？不會死人的都是小事！」第 會死人嗎 會 都 事 」

我看到一個女孩子，明明那個男孩子很不稱頭，她硬要愛他！

我問她：「你非他不嫁嗎？不嫁會死嗎？」

她如果說：「會！」我就說：「那你就嫁！」

她如果說：「不會！」那我說：「你再考慮、考慮！」

你會發現在我們一生當中，家人是最重要的，

我陪過很多臨終的人，最想看的都是家人。

每次我講道都提醒各位 我們是主裡面的家人每次我講道都提醒各位，我們是主裡面的家人，

我們的爸爸不喜歡看我們彼此批評、論斷。



我在台灣事奉的時候有一段很艱苦的時間，有一位一起創堂的長老跟我意見不合，

教會逐漸長大了，但是他還想要用家庭式的管理。有 次就非常生氣地跟我說：教會逐漸長大了，但是他還想要用家庭式的管理。有一次就非常生氣地跟我說：

「我以後再也不要見到你！」柿子挑軟的吃，他不會跟長執會講，他跟我講。

我就跟他說：「弟兄啊，對不起！現在不見，將來天家還得見！」我就跟他說 弟兄啊 對不起！現在不見 將來天家還得見！」

我們都會為我們講過的話羞愧得無地自容！

同時在這段聖經也提醒我們，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站在神的審判台前。同時在這段聖經也提醒我們 我們每 個 都要站在神的審判台前

我們都不是審判官，只有上帝才是審判官，你我都是等待被審判的人。

審判的時候不是告狀的時候；是我們個人要將自己的事情向上帝說明。

各位弟兄姊妹相信我，你見到神的時候，你再也沒有任何的興趣去控告弟兄姊妹，

自己在神的面前虧欠都覺得來不及了！我也提醒一些人，

奉 悔如果有許多人使你軟弱、使你跌倒、使你不再事奉，你也要快快悔改。

將來你在神面前，你沒有理由去控告說：「我討厭諸牧師，所以我不服事！」

神會告訴你：「你討厭諸牧師，還有 ！神會告訴你：「你討厭諸牧師，還有…！」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在神的面前陳明自己的事情，讓我們看清楚生命的價值。

三、要「關心上帝所在乎的」

保羅常常提醒傳道人、提醒弟兄姊妹，要遠避不必要的辯論、虛談。保羅常常提醒傳道人、提醒弟兄姊妹，要遠避不必要的辯論、虛談。

神最在乎兩件事：

1.「愛心」：今天詩班的獻詩，真是有聖靈的帶領。1. 愛心」 今天詩班的獻詩 真是有聖靈的帶領

你做一堆的事情，你沒有愛心，你就白做。

要記得所有的事情要本著最高的原則，就是愛人的道理；

你怎麼做人都有人講的。我和師母跟夏令會的同工說：

「你們排床位的時候，可以隨便排我們！

把我們安排一間也好，把我們分散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也好！」

我們很喜歡趁這個機會跟弟兄姊妹在一起，

特別是慕道的 友 我們覺得是 難得的機會特別是慕道的朋友，我們覺得是很難得的機會。

但是同工們也提醒我們說，這樣也有副作用！

有人說：「是不是牧師、師母不好，所以不要排同一間。 」有人說：「是不是牧師、師母不好，所以不要排同一間。 」

所以我說：「同工你們怎麼樣的安排，我都順服。」

2.上帝的國最在乎的是「公義、和平、和聖靈中的喜樂」

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多多地談我們怎麼樣地蒙神保守；

怎麼樣地與神、與人和好，在主裡面的喜樂是造就人的。

我們要盡一切所能地去追求建立德行，跟彼此建立的事情。我們要盡一切所能地去追求建立德行，跟彼此建立的事情。

有一隻兔子去釣魚，釣了兩天都沒釣到，很沮喪。

他第三天又去釣魚，結果湖裡面就跳起來一隻大魚，就指著兔子說：第 天 去釣魚 果湖裡面就跳起來 隻大魚 就指著兔子

「我告訴你，下次你再拿胡蘿蔔給我吃，我就對你不客氣！」

兔子覺得胡蘿蔔好吃，

覺 所有人都應該覺 胡蘿蔔 吃所以他覺得所有人都應該覺得胡蘿蔔好吃，

其實不是這樣，對不對？

不要拿我們自以為對、或好的事情來批評論斷我們的弟兄姊妹。不要拿我們自以為對、或好的事情來批評論斷我們的弟兄姊妹。

我們來自不同的地方，我們信主的年日也不一樣，

求神幫助我們成為一個可以互相接納而且寬廣的基督徒。

弟兄姊妹，教會不僅僅要講真理，更是要顯明基督的愛。

沒有愛的真理是冰涼的，

沒有任何的影響力 也不會有人受感動沒有任何的影響力，也不會有人受感動。

我們絕大多數的人進入教會，都是因為教會有愛，

在愛的氛圍裡面我們一天、一天地明白真理。在愛的氛圍裡面我們 天 天地明白真理

求主幫助我們的教會不僅有真理，更有基督的愛和寬廣。

我也願意跟慕道的朋友講幾句話，我也願意跟慕道的朋友講幾句話，

上帝完全地愛你、接納你，不管人怎麼看你，

你在神的面前是有價值的。你在神的面前是有價值的

祂愛你，用祂兒子耶穌的寶血買贖你。

趁著有今天，快快地接受耶穌基督作你的救主。



天父我們感謝你，天父我們感謝你

你是何等地寬廣，你愛世人。

主耶穌我們也求你恩待我們，主耶穌我們也求你恩待我們，

常常浸泡在你的愛裏面，

能夠愛你所愛的弟兄姊妹能夠愛你所愛的弟兄姊妹。

赦免我們過去批評、論斷的罪，

讓我們從你的眼光來看我們的弟兄姊妺；

也求你恩待慕道的朋友

能夠快快地來接受你。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奉耶穌的名禱告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