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書

第廿七課…

信徒的彼此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獨善其身作基督徒，
基督徒的生活
不是獨善其身作基督徒
一定是跟別人有交往。
人與人之間應當如何來生活呢？選出其中
彼此相愛、彼此接納、彼此和睦、
彼此擔待 彼此勸戒 把 些要點提出來
彼此擔待、彼此勸戒，把一些要點提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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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要講基督徒彼此的生活，
 羅十二到十六 「彼此」用了十二次，
「彼此 用了十二次
彼此相愛、彼此接納、彼此和睦、
彼此建立、彼此勸戒、彼此擔待…
彼此建立、彼此勸戒、彼此擔待
 在保羅書信中一共用了四十次

音量、全螢幕

十三8-10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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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相愛，中文和合本聖經好像有三句話：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 惟有彼此相愛 要常以為虧欠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
希臘文只有兩句話：我們什麼都不要欠、只有欠愛的債。
對於基督徒而言，對沒有信主的我們也是愛，
對於基督徒而言
對沒有信主的我們也是愛
但是是要把福音傳給他，因為這是上帝最大的愛，
也是我們對人重要的愛 希望他
也是我們對人重要的愛，希望他
靈魂得救、得永生、得榮耀，把福音傳給他的債務。
保羅他有比我們更深刻地瞭解欠債的心
保羅他有比我們更深刻地瞭解欠債的心，
保羅信耶穌以前是殺害基督徒的，
以後信耶穌，一到教會看到基督徒，
就產生虧欠感–我真是欠了他們愛的債。
他說： 凡事都不要虧欠別人 」
他說：「凡事都不要虧欠別人。」
所以基督徒不要欠債、什麼都不要欠，
不過有 個債是 直欠 欠到我們去見主
不過有一個債是一直欠、欠到我們去見主，
那就是「彼此相愛」的這個債務。

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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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是不加害與人的，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

虧欠感帶來什麼樣的心態呢？
 我們若欠一個人很多錢，一定不會對他高傲，
我們若欠 個人很多錢
定不會對他高傲
反而謙卑、客氣地，見面時低聲下氣一點
 欠了別人，心裡面就會想去補足、償還、服事別人
這種心態如果常常存在心裡，
就能夠善待別人，總是覺得是我欠了他
就能夠善待別人，總是覺得是我欠了他。
常常問題總覺得別人欠我的，老覺得別人不夠關心你，
你為什麼不去主動關心別人？
 保羅說：「我們要有虧欠的感覺。」
當你真的感覺欠了別人 就會想辦法去補足虧欠
當你真的感覺欠了別人，就會想辦法去補足虧欠
 真正這種虧欠、愛人的心，
保羅說 我們 會
保羅說：我們就會完全了律法、
了律
就不會加害於人了，
我們還要去成全別人
當滿有愛要去成全別人，你就會對別人很好了。

愛不會加害於人，愛要成全別人，
愛會讓別人的優點更多顯出來 缺點不要去發揚
愛會讓別人的優點更多顯出來、缺點不要去發揚，
這樣的愛，就會讓別人能夠得到建立。
如果我們彼此常存愛的心、虧欠別人的心、
要成全別人的心，就真正成全了律法，
 像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
像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
根本不會去行了
 反而去把正面的、把好的、去表現出來
反而去把正面的 把好的 去表現出來
所以基督徒彼此的關係，是愛中來彼此的對待。
有人問耶穌：「律法誡命裡，哪一條最重要？」
有人問耶穌
律法誡命裡 哪 條最重要？」
耶穌馬上回答：「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
其
其次也相倣，就是愛人如己。」
相
是愛人如己 」
真正能夠把愛活出來，
是基督徒美好的表現，也是基督教的精髓，
但願每一位基督徒能充滿了愛。

聖經另外提到是我們要彼此接納…
十四1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
信心軟弱的 你們要接納 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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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各人心裡要意見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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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接納，
彼此接納
表示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才需要接納，
都相同 那就沒問題
都相同、那就沒問題，
守日子、不要守日子，
吃素、吃葷、從來不肯吃肉，
是文化習俗、飲食傳統、生活方式不一樣，
這種不一樣的事情實在很多，
要學習彼此接納。

十三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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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
這裡強調要持守真理，
一個真正的愛絕對不是溺愛、不是放縱，
這個愛必須有真理。
聖經一再強調「愛心說誠實話」，
活在荒宴醉酒的、不可以
爭競嫉妒的、不可以，
好色邪蕩的、不可以
放縱私慾的、不可以
要活在光明之中 這是聖經裡面真正的愛
要活在光明之中，這是聖經裡面真正的愛。
不要讓別人走錯了路，把別人勸回，
這是很要緊的道理。
這是很要緊的道理

有的是信仰上不能妥協的絕對真理，
有些是信仰上可以接納的相對真理，
有些是信仰上可以接納的相對真理
不要把相對真理當成絕對真理。
什麼叫絕對真理？舉個例子
什麼叫絕對真理？舉個例子–
 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這是要堅定的，
不能像猶太人 守安息日 受割禮可以得救
不能像猶太人，守安息日、受割禮可以得救，
或好好去修橋鋪路、多捐一點錢，那不行的
 按照聖經：絕對的真理就是要信耶穌，
十字架的救恩、悔改認罪，這是無法妥協的
但有一些相對的文化習俗的、跟得救無關的，
 有人從小吃素，信了耶穌之後照常可以吃素
 猶太人有的守安息日，他願意守
猶太人有的守安息日，他願意守、可以守，
可以守，
各種禮儀要守都可以守
這 種是非絕對性真理
這一種是非絕對性真理，
可以包容、可以接納。

今天基督徒中間有時一點小事不能接納，
吵來吵去 實在很不必要
吵來吵去，實在很不必要…
慶祝聖誕節，有的基督徒非常反對，
認為耶穌哪 天降生 我們也根本不知道
認為耶穌哪一天降生，我們也根本不知道，
西方教會 12/25、東方教會 1/7、亞美尼雅教會 1/19，
其實定哪一天不太重要 也是成為普世傳福音最好的日子
其實定哪一天不太重要，也是成為普世傳福音最好的日子
 收奉獻的方式，有的人就吵這些 –
到底要傳袋子、傳盤子、還是擺奉獻箱，
這是各教會自己去決定，不要去爭執
 唱詩歌
唱詩歌，拍手、舉手、搖手、就站在那邊唱，
拍手 舉手 搖手 就站在那邊唱
這些都不重要，不要強迫人做什麼，
主耶穌告訴我們 真 拜 的 是 心靈和誠實 拜神
主耶穌告訴我們：真正拜父的，是用心靈和誠實敬拜神。
若不誠實，隨便搖手、舉手、拍手，有什麼意思呢？


真正蒙神悅納，這是最要緊的，
真正蒙神悅納
這是最要緊的
學習彼此接納、彼此尊重，讓神能在我們中間得到滿意。

主耶穌在登山寶訓：
不可以論斷弟兄 因為自己眼中有梁木
不可以論斷弟兄，因為自己眼中有梁木，
先把自己梁木除掉，然後去幫弟兄把刺拿出來。
凡是先拿出來的，一定是上帝的恩典、拯救，
把一個梁木在眼的人改變了！
這就合於 十五14 什麼人可以勸戒別人呢？
滿有良善，充足了諸般的知識，也能彼此勸戒。
也就是你先經驗了神的良善，
 自己在神面前先被改變
自己在神面前先被改變，
然後明白神的旨意、充足了知識
 神旨意充充滿滿在我們心裡，
神旨意充充滿滿在我們心裡
用愛心說誠實話，
用愛心去指正、去改變別人，
當愛心充滿的時候，神會作工

下面一個是比較重要的，彼此勸戒…
十五14 弟兄們，我自己也深信你們是滿有良善，

充足了諸般的知識，也能彼此勸戒。
彼此勸戒是要做的，
我們要把對方不當的地方提出來 比方說
我們要把對方不當的地方提出來，比方說：
有人抽煙菸，我們就勸戒他，
你這樣做不對啊。
另外一個彼此論斷，是不可做的，
十四13 所以，我們不可再彼此論斷。
十四13a
所以 我們不可再彼此論斷

論斷，也是要把別人缺點提出來，
也會說明這些缺點。
勸戒跟論斷到底有什麼
相似、相異的地方呢？

要彼此的擔代…
十五1 我們堅固的人應該擔代不堅固人的軟弱，

不求自己的喜悅。
擔代比勸戒是更進一步。
就好像有一輛汽車拋錨了，有一個人跑來了，
就好像有
輛汽車拋錨了 有 個人跑來了
 指出很多毛病，告訴你下一次要小心，
把毛病給你指出來，這叫作勸戒，
講完之後，他可能就走掉了
 他告訴你什麼毛病、提醒你小心，
然後把西裝一脫、袖子一捲，
親自下手幫你修理，這叫作擔代
我們今天彼此之間，勸戒完了要擔代，
要幫助軟弱的人使他信心能夠剛強、
使他能夠真理更明白、使他站立得更穩固。

主耶穌帶領祂的門徒、幫助祂的門徒，
都是擔代他們的軟弱。
都是擔代他們的軟弱
主耶穌擔代彼得的軟弱–彼得三次不認耶穌，
耶穌復活 後 從來沒有 次問彼得
耶穌復活以後，從來沒有一次問彼得：
「那天晚上你為什麼三次不認我？」
 耶穌知道他的軟弱，所以扶他起來，擔代他的軟弱，
耶穌知道他的軟弱 所以扶他起來 擔代他的軟弱
耶穌先問他：「你愛我嗎？」
讓他真正改變，真正倚靠主、求主來赦免他
 然後耶穌三次託付他「你餵養我的羊」
主耶穌擔代我們一切的軟弱，用溫柔去挽回人，
基督徒要學習擔代別人的難處、軟弱，
 靈性愈來愈成長
靈性愈來愈成長、信心愈來愈堅固的人，
信心愈來愈堅固的人，
要擔代信心不堅固的人的軟弱
 靈性成長的人，要擔代靈性還弱小的人
靈性成長的人 要擔代靈性還弱小的人
好讓大家在聖經中，學習一同長進。

保羅最後說明：基督徒的生活、人生，
是以主耶穌基督為榜樣的…
是以主耶穌基督為榜樣的
十五3-6 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

如經上所記：「辱罵你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
如經上所記
「辱罵你 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
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
一心一口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我們要跟隨主耶穌腳蹤，
這是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關鍵祕訣
這是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關鍵祕訣。
雖然很多教訓，無論彼此的生活、彼此相愛、
彼此接納、彼此勸誡、彼此擔代…
彼此接納、彼此勸誡、彼此擔代
都是效法基督、跟隨基督，
讓主耶穌基督能在我們生命中顯為大
讓主耶穌基督能在我們生命中顯為大，
就能榮神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