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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 善要親近
10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
11殷勤不可懶惰。要心裡火熱，常常服事主。
11殷勤不可懶惰
要心裡火熱 常常服事主
12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
13聖徒缺乏要幫補；客要一味的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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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肢體關係的更新
羅十二9-16
諸長樂牧師 2018.03.04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各位在主裏的家人，大家平安！
今年教會的主題是「心意更新、宣教植堂」。
我在上一次講道曾經邀請大家，每天花5分鐘會為植堂來禱告！
我請大家真的繼續每天最少花5分鐘，為植堂、為教會來禱告。
我們的神是全能的神，但祂也是聽禱告的神！
神當時為什麼拯救以色列人？因為他們的「唉聲上達於天！」
「
上達
上帝是回應禱告的上帝，有一個被神重用的僕人說：
「上帝只做 件事情 就是回應人的禱告。
「上帝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回應人的禱告。」
所以讓我們晝夜不停地禱告呼求，讓上帝的工彰顯在我們當中。

一個人在他信主以後，他的心意會更新而變化；
他對很多事情的看法、還有實際的生活也會產生變化；
今天我們一起思想—教會肢體關係的更新。
十字架的救恩 不僅恢復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
十字架的救恩，不僅恢復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
也修復我們跟人之間已經破損的關係。
十字架是有兩劃，一劃直的是對神，一劃橫的是對人。
歌羅西書告訴我們，上帝叫一切的豐富都住在耶穌基督裡面。
以弗所書更講到，教會是耶穌基督的身體，
上帝一切的豐富都在教會的裡面！
帝
豐富 在教會
所以如果你想要經歷全備救恩的祝福，不但要信靠耶穌，
而且要好好地過教會生活。
要好好地 教會生活
地上的教會真的不完全，是由一群蒙恩的罪人所組成的，
但是神卻定意選擇教會來彰顯祂的豐富、智慧、和能力，
教會是耶穌基督祝福的一個管道、和器皿。

因此在 約翰一書3章 裡面告訴我們說，
上帝的命令有兩方面，
 第一是叫我們「信靠耶穌基督」祂兒子的名，
 並且照祂所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
並且照祂所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
神的命令的兩方面我們都要來遵守！
詩篇133篇講到，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當我們彼此和睦同居的時候，
聖靈就如同貴重的膏油在我們當中來工作。
 當我們活出合神心意的教會生活時，
我們就能夠得到神所命定的、那永遠的祝福和生命。

過去幾十年前帶領教會的李信彰牧師，他後來到紐約牧會，
我讀到他的一篇文章裡面講到，教會有三件事情不要做，我非常地阿們！
1.我們不要隨便談種族、跟國籍，分門別類。
當然我們很喜歡跟我們相同地方來的人 多聚在 起
當然我們很喜歡跟我們相同地方來的人，多聚在一起，
但是如果到一個地步，讓我們覺得瞧不起某些人，
或者是跟別人有所分離的時候，這個就要注意
或者是跟別人有所分離的時候，這個就要注意。
中國人有一句話說：「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
我們出門在外當然要先找老鄉
我們出門在外當然要先找老鄉。
但是我告訴你華僑界告訴我們的經歷是什麼，
「老鄉見老鄉，前後打兩槍！」真正會欺負你的，都是老僑。
別人不會欺負你！
我不是叫你從今以後不要信任老鄉！
但是教會不要去在種族、在國籍上面分門別類。

一、「要真誠相待」
第 第 節告訴我們幾件事
第9、第10節告訴我們幾件事，
9 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
10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
就是我們不可以虛假，「虛假」這個字跟「假冒為善」這個字是一樣—
戴上了面具，我們不願意用真誠的一面和人互動。
看到好的我們也不稱讚，看到不好的我們也不提醒。
在這裡講到
在這裡講到，一個真正的愛，是善惡分明的，
個真正的愛 是善惡分明的
真正的愛是有分辨的能力的：
不好的事情我們要憎惡、要遠離。所以詩篇第一篇一開始就說，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如果今天在崇拜的當中聖靈光照你任何 件事情要你遠離的
如果今天在崇拜的當中聖靈光照你任何一件事情要你遠離的，
你就順服主。

2.教會不要談政治方面的立場。
我們每 個人都有自己所喜愛的政治家、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所喜愛的政治家、
有我們喜愛的政治主張。
但是在不同的當中我們要彼此尊重 讓我們彼此接納
但是在不同的當中我們要彼此尊重，讓我們彼此接納。
台灣這些年選舉分裂得非常厲害，我們各有各的立場，
可是我們學習 個功課，當我喜歡的政黨贏的時候，
可是我們學習一個功課，當我喜歡的政黨贏的時候，
 我就會對那個反對的人說：「承讓！承讓！」
 選輸的人就要說：「恭喜！恭喜！」
選輸
要
恭喜 恭喜 」
這是一個我們在主裡面營造彼此合一很重要的事情！
3.在教會裡面不要有商業的行為。
3.在教會裡面不要有商業的行為
我們在主的裡面彼此切實相愛、互相幫助！
有很多時候是因為這些商業的行為，
傷害了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另外一方面，教會也有三件要做的事情：1.要敬拜學習主的話；
2 要常常彼此分享、關懷；3 要常常禱告、傳福音、拯救靈魂。
2.要常常彼此分享、關懷；3.要常常禱告、傳福音、拯救靈魂。
所以我們不僅僅不去做不好的事情，我們對美善的事情要去追求。
這個親近就好像是如膠似漆 新談戀愛的兩個
這個親近就好像是如膠似漆、新談戀愛的兩個人，老黏在一起。
老黏在 起
聖經當中要我們過的肢體生活是如同一家人！
我們彼此好像親兄弟，有血緣關係的弟兄姊妹一樣。
但是在我們親近的當中，我們又有彼此尊重。我們看別人比自己強，我們不追求
自己的榮耀和地位，而願意單單的把榮耀、榮譽歸給我們旁邊的弟兄姊妹。
我們要學習一件事情，不管做任何事情，榮耀歸給神；掌聲歸給你；工作我來做。
但今天很多時候是工作你來做；掌聲歸給我！如果這樣的話你會找不到同工的，
是沒有
是沒有人願意跟你做朋友的。所以弟兄姊妹千萬記得，有任何事情，榮耀歸給神；
意跟你做 友的
弟 姊妹千萬記得 有任何事情 榮耀歸給神
掌聲歸給弟兄姊妹。特別我們這些服事主的人，我們要互相提醒。…
工作我來做，就是在主裡面彼此真誠相待。我們在真誠相待的當中，
千萬不要失去應該有的尊重。因為在尊重的當中，可以讓我們彼此被成全。

二、要有「好的榜樣」
弟兄姊妹 我們 生都在做榜樣
弟兄姊妹，我們一生都在做榜樣，
不是做好榜樣、就是做壞榜樣，沒有第三條路。
 剛剛唱詩的時候
剛剛唱詩的時候，你是很投入地唱，那是好榜樣！
你是很投入地唱 那是好榜樣！
 你愛唱不唱，那是個壞榜樣！你週圍的人都看到。
所以在這裡有幾件事情，要我們好好地做榜樣：
使徒保羅告訴提摩太說：不要因為你年輕就小看自己；
你在許多事上都要做榜樣。年長的要做榜樣，年幼的也要做榜樣。
1.要火熱地服事主，不要做一個懶惰的基督徒，
要殷勤地做主的工。這個「殷勤」就是搶時間，
因為我們知道 時間不是屬於我們的
因為我們知道，時間不是屬於我們的。
殷勤抓住時間的人，他們看到許多的機會。
懶惰的人，找藉口不結果子，懶惰的人永遠覺得以後還有很多的時間！

我看了一篇屬靈的短文，很有意思！
它說我們常常十指相扣 當你十指相扣的時候 你在做什麼
它說我們常常十指相扣，當你十指相扣的時候，你在做什麼？
禱告，對不對！好不好？但是如果你一直十指相扣，你能做什麼事情？
所以兩個手，有時候要保持距離，然後我們可以做上帝的工。
禱告有時，工作有時！
在 起不禱告，就批評！在 起不禱告，就說閑話！
在一起不禱告，就批評！在一起不禱告，就說閑話！
在一起的時候，多多把手合起來！
我告訴各位，如果有人跟你說牧師壞話的時候，
你就在他面前這樣（十指相扣），
就跟他說：「閉嘴！我們來禱告！」
牧師不好，是要你禱告，不是要你批評，牧師就會好！
長老不好，不是你批評就會好！
要你為他禱告 他才會好 不禱告就沒有權力批評
要你為他禱告，他才會好！不禱告就沒有權力批評。

在台灣教會有一個非常優秀的醫生，也來過東京，從小學業優秀，
在最好的醫學院裡面又是名列前茅，他可以留在台灣最好的醫院繼續行醫
在最好的醫學院裡面又是名列前茅，他可以留在台灣最好的醫院繼續行醫。
在人看來他的前途一片光明，他的妻子很愛主，但是他的信仰一直冷冷淡淡。
可是在2001年非典（SARS)的時候，他照顧病人而自己得到了SARS。
他被關在隔離病房，當時SARS的死亡率非常高，他躺在床上，聖靈對他說話：
「你覺得你還年輕嗎？你覺得你還有無限的未來嗎？
今天如果我要你離開世界 你要怎麼面對永恆？ 他在病房的當中向神悔改！
今天如果我要你離開世界，你要怎麼面對永恆？」他在病房的當中向神悔改！
神也恩待他、醫治他。他出院以後每年都帶全家大小一起去青海的玉樹短宣，
服事那些在地震當中剩下的孤兒 而且他也逐漸的發揮影響力
服事那些在地震當中剩下的孤兒，而且他也逐漸的發揮影響力，
越來越多的人，甚至越來越多的醫生，跟他一起去做這樣有意義的事情。
這邊講得很好，心裡火熱，因此我們要常常服事主。我們省察一下：
我們是不是服事主的已經開始冷淡、退後了呢？
一個跟復活的主相遇的，一定是心裡火熱的。在主耶穌復活以後，
在午馬忤斯的路上跟那兩個門徒顯現，當他們跟主相交的時候，
他們心裡火熱。求主恩待我們，讓我們每一個人心裡，常常火熱！

2.生活上要認定主。
當神祝福我們的時候，我們要喜樂，喜樂是 個非常美好的見證！
當神祝福我們的時候，我們要喜樂，喜樂是一個非常美好的見證！
有的人帶人來教會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同事看到他每天都高高興興。
大家都做得到痛苦的要死 但是他就 直笑
大家都做得到痛苦的要死，但是他就一直笑。
喜樂是不受環境影響，喜樂是有盼望的。
譬如說我昨天晚上想到，今天忙完以後就可以休息，我好喜樂！
另外一個方面，生活當中有時候會遇到困難，
但聖經上說到在患難中要忍耐。
聖經從來沒有告訴我們基督徒不會遇見困難，
在困難當中同樣可以為主做見證，
乃是你在主裡面有很有見證的一種忍耐的態度！
態度
基督徒的忍耐，不是咬牙切齒的忍耐；
基督徒的忍耐 是因為靠主而得的力量。
基督徒的忍耐，是因為靠主而得的力量。
基督徒的忍耐，是因為知道，就算我們再怎麼樣不好，還有一位神可以依靠。

3.慷慨地分享主。有的時候弟兄姊妹有需要，有的時候是金錢上面的需要，
有的時候是陪伴上的需要，我們應該盡我們所能的來陪伴這些，或是供應這些
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如果這個需要很大的時候，我們應該告訴教會的長老。
我也常常鼓勵我們的長執會、鼓勵我們的教會，常常去幫助那些有需要的教會。
慷慨是一種心胸，不是一種資源，馬其頓教會在極窮之間，就是窮人當中最窮的，
但是他們仍然能夠慷慨。弟兄姊妹，要學習做一個慷慨的人。
主耶穌說你們給別人，主耶穌就會給你。猶太人每當有一筆錢收入的時候，
他們除了該奉獻的之外，一定有一筆慈惠的預算。
箴言也告訴我們說：「憐憫貧窮的，是借給耶和華。」
你有借錢給別人過嗎？要得回來嗎？我借給很多人都要不回來！
所以我借出去了，我就把它像心頭一塊肉就割掉算了。
但是我幫助弟兄姊妹，我是借給耶和華，耶和華必償還。
我們的神 從來不賴帳。有很多時候我覺得 當我需要的時候 神很奇妙地
我們的神，從來不賴帳。有很多時候我覺得，當我需要的時候，神很奇妙地，
用我想不到的管道來供應我。我想到，「感謝上帝！你在還我了！」

以前我們教會有一位姊妹，遭遇非常悲慘。
結婚以後生了三個孩子，先生潦倒的時候，她陪伴他；
先生事業飛黃騰達的時候，就遺棄她，有外遇。
在孩子成長期間 孩子也叛逆 父親又缺席 甚至觸犯刑法！
在孩子成長期間，孩子也叛逆、父親又缺席，甚至觸犯刑法！
她一個婦人要照顧三個孩子，經濟又有缺乏，還要去探監，
你就知道他的情況有多艱苦！
但是她仍然堅定不移地依靠神，從來不離開教會。
我也感謝主，弟兄姊妹扶持她，沒有一個人去隨便地傷口上灑鹽。
你說這樣的人有什麼好作見證？
我們教會有一個非常棒的醫生，有一次他交通說：「全教會我最佩服的，
不是牧師！也不是長老！我最佩服的就是這位受苦的姊妹。
我看到她在苦難當中，怎麼樣仍然緊緊地抓住神！」
弟兄姊妹 求神用我們生命當中每 個境遇
弟兄姊妹，求神用我們生命當中每一個境遇，
來為神做美好的見證—生活上認定主。

有很多時候你希望上帝祝福你，
但你從來不借給上帝，你要上帝拿什麼還你？
求神恩待我們，就像箴言所說：「眼目慈善的人，是有福的人！」。
眼目慈善的
眼目慈善的人，看到人都有一種憐憫的心。
看到 都有 種憐憫的心
我們也要接待弟兄姊妹、接待客旅。
是早期教會領袖必要的條件。
如果上帝祝福你買一個大房子，好不好你向神求：
「主啊我要有一間房子，用來接待客旅！」
也許有的人一輩子，都沒有做過這樣的禱告，
有
輩
有
這樣 禱告
但是好不好從今天開始你做這樣的禱告：「神啊！
我要像書念的婦人 樣，要有 個房子接待客旅。
我要像書念的婦人一樣，要有一個房子接待客旅。」
如果神祝福你有一整間，整個 mansion，或是一個 house，
告訴教會讓我們 起來接待客旅
告訴教會讓我們一起來接待客旅。
接待客旅，就是接待天使。接待天使，就是你蒙福的記號。

我的孩子英文非常好，
我就想起我們家這20年來
我就想起我們家這20年來，一直在接待一位天使。
直在接待 位天使
他是一個宣教士，父母親在美國，但是他的負擔在亞洲，
所以他就長期地在亞洲服事！然後我們就接待他。
我們家再怎麼小，一定有他的房間。
但是無形當中，他就影響了我孩子的英文，
是無形當中
就影響了我孩子的英文
這是無形當中接待了天使。
弟兄姊妹，求神把接待的恩賜給我們！
這邊講到「客要一味款待」，我以前不懂這句話，
我跟我太太說這個好操作，
請客只要一道菜，叫做「一味款待」！
但是事實上希臘文的意思，
是你要不斷地操練款待 接待人的恩賜
是你要不斷地操練款待、接待人的恩賜。

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
別人快樂的時候，你不要做 個酸民，你要祝福他。
別人快樂的時候，你不要做一個酸民，你要祝福他。
別人遇到痛苦的時候，你要陪伴他。
教會有很多的婚禮、喪禮，你不要說：「這個人我不認識，我不參加！」
我知道有一位弟兄專門參加喪禮，他說：「喪家很需要扶持！」
所以他有的時候參加獻詩，有的時候做招待！
弟兄姊妹 當你願意多多地去參與別人生命中重要的時刻
弟兄姊妹，當你願意多多地去參與別人生命中重要的時刻，
在你需要的時候，上帝也會差派許多人來看你。人種的什麼，收的就是什麼！
我住院的時候在醫院裡面 師母說我每天都在開同樂會
我住院的時候在醫院裡面，師母說我每天都在開同樂會，
有很多弟兄姊妹有愛心來送禮，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很有愛心
把我吃不完的東西都帶走了！我們一起禱告，彼此分享！
要把一切攔阻我們不能夠跟別人同心的因素拿掉！
把
攔阻我
夠
素拿掉
聖經說有一種人是不容易跟人家相處的—驕傲的人，他心思意念都在自己的身上。
但是箴言也說心驕氣傲的人，他叫做褻慢 你說： 我沒有褻慢上帝！」
但是箴言也說心驕氣傲的人，他叫做褻慢。你說：「我沒有褻慢上帝！」
但是我們驕傲的時候，我們就是褻慢上帝。

三、我們要一起學習「彼此同心」。
只要祝福 而不咒詛 操練它成為 種習慣
只要祝福，而不咒詛，操練它成為一種習慣。
對你好的人，你祝福他很容易；但是逼迫你的，要給他祝福。
我就在想，誰逼迫我？師母會逼迫我，我也會逼迫師母！
我們會逼迫孩子，孩子也會逼迫我們。
但是當遇到這樣的事情時，你是不是仍然能夠祝福？
你讓你的家裏是充滿了祝福？還是充滿了爭吵？
你在家裡說：「我嫁給你真好！」，
還是「我嫁給你倒了八輩子楣！」
當你看到孩子的時候是說：「感謝上帝把你賜給我們！」，
還是說：「我倒了八輩子的楣，怎麼生了你！」
弟兄姊妹，只要祝福、不要咒詛，
讓你的思想充滿上帝的話語 充滿上帝的恩典
讓你的思想充滿上帝的話語、充滿上帝的恩典。

我們來到教會，很喜歡找我們熟識的人，當然我們要找熟識的人，
但是弟兄姊妹，好不好立定志向，每次找 個我們不熟悉的人，
但是弟兄姊妹，好不好立定志向，每次找一個我們不熟悉的人，
跟他自我介紹，跟他一起吃飯，帶他參加團契，跟他一起上成人主日學，
我們的教會會不 樣 感謝主 我來到這邊已經兩年了 在這兩年當中
我們的教會會不一樣。感謝主，我來到這邊已經兩年了，在這兩年當中，
我看到弟兄姊妹最大的長進，就是我們彼此相愛的心進步了；
彼此關懷的心進步了！我非常地喜樂！
結語
第9節到16節，很多的「要」與「不要」，
這些「要」、「不要」都是要我們繼續不斷地操練，
而且是一個命令！
基督徒不會拜偶像 但是我們心中有很多文化的偶像需待破除
基督徒不會拜偶像，但是我們心中有很多文化的偶像需待破除，
華人無形的偶像是缺乏安全感，因此我們會拼命地想賺錢。
有的時候教會也是如此，出現 次赤字，不得了，臉色發白！
有的時候教會也是如此，出現一次赤字，不得了，臉色發白！
這是我們要破除的偶像。

日本所需要破除的偶像是什麼呢？是冷漠。表面很有禮貌，但卻是一種冷漠。
求神恩待我們
求神恩待我們，用我們在基督裡面的熱情跟愛，來破除這樣的冷漠。
我們在基督裡 的熱情跟愛 來破除這樣的冷漠
日本有一個最新的研究，他們研究一群人三年的時間，
如果一個人這三年裏，常常都是祗有他一個人吃飯，
 這個人的死亡風險，比一般人高出1.5倍；
 這個人得到憂鬱症的比例，更是一般人的2.7倍。
這個 得到憂鬱症的比例 更是 般 的2.7倍
求神恩待我們，讓我們教會裡面沒有一個人是孤單吃飯的！
等一下在4樓的時候，都有大家一起吃飯！
讓我們在主的裡面，經歷肢體之間的祝福！
魔鬼也常常尋找落單的基督徒，教會是屬於我們每一個人的，
教會關係的更新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願神賜福弟兄姊妹，遵行上帝的話。
新
責
帝
我們當中有慕道的朋友，我再次對你發出邀請，
我們 完全
我們不完全，但是這裡有上帝的愛，這裡有上帝的豐富，
是這裡有 帝的愛 這裡有 帝的豐富
我們歡迎你跟我們一起來經歷。

天父我們感謝你
天父我們感謝你，
在你的話語當中，我們被提醒。
求你聖靈的愛，不僅澆灌我們個人，
也作工在我們的當中，
將所有的捆綁、所有的冷漠除去，
讓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不斷地更新
讓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不斷地更新，
合乎真理，
更能夠見證主你的愛。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