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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
羅十五1-13
諸長樂牧師 2018.09.02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各位主裡的家人大家平安！
兩個禮拜前教會有夏令會 劉志雄長老以「以基督為中心的事奉 來勸勉我們
兩個禮拜前教會有夏令會，劉志雄長老以「以基督為中心的事奉」來勸勉我們，
他用林前三 講了四堂的信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事奉的人比工作更重要」，
這 是 我們在 界 價值觀
這個是跟我們在世界的價值觀完全不一樣的。
樣






世界在乎你成功，但是神卻在乎我們這個人；
神不僅僅關心你做了什麼事，更關心你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我們可以有很多的事奉，但是我們還是一個屬靈的嬰孩，我們還是屬肉體的；
我們做了一點點事就怕別人不知道，我們經不起別人一點點的批評，
我們充滿了嫉妒和紛爭。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工作是屬於上帝的，我們只不過是一個配角，神才是那個主要的主角。

15:1 我們堅固的人應該擔代不堅固人的軟弱，不求自己的喜悅。
15:2 我們各
我們各人務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建立德行。
務要叫鄰舍喜悅 使他得益處 建 德行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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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4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
15:4
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
15:5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 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
15:6 一心一口榮耀 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15:7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 神。
15:8 我說
我說，基督是為
基督是為 神真理作了受割禮
神真理作了受割禮人的執事，要證實所應許列祖的話，
的執事 要證實所應許列祖的話
15:9 並叫外邦人因他的憐憫榮耀 神。
如經上所記：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稱讚你，歌頌你的名；
15 10 又說：你們外邦人當與主的百姓一同歡樂；
15:10
又說：你們外邦人當與主的百姓 同歡樂；
15:11 又說：外邦啊，你們當讚美主！萬民哪，你們都當頌讚他！
15:12 又有以賽亞說：將來有耶西的根，就是那興起來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
15:13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 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
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讀經
羅十
羅十五
1‐13

我有很多證婚的經驗，我最不喜歡的一種，
就是伴郎伴娘力求表現，忘了自己的身份；
今天所有的焦點都應該在新郎新娘的身上，
我每當看到這樣的伴郎伴娘，很想叫他們下去。
同樣的在我們的事奉當中也是如此，
事奉最重要的是讓人看見上帝的作為
事奉最重要的是讓人看見上帝的作為，
是讓人看見神的榮耀。
所以施洗約翰當看到耶穌施洗比他還多的時候，
他門徒的心理非常不舒服，
可是施洗約翰卻說「他必興旺，我必衰微。」
我們一起要來好好的建造上帝榮耀的家；
我
起 來
建造上帝榮耀的家
不僅僅要建造，
而且建造的方式也需要照神所啟示的樣式
而且建造的方式也需要照神所啟示的樣式。

在事奉神的當中有的時候要做一些不小的犧牲。
昨天深夜我接到一個我們在印度宣教士的一個緊急代禱訊息，
有一個他們所寶貝的兒子，因為當地的飲水不衛生還有一些原因，
就造成了他身上有非常嚴重的皮膚病，
唉呀，他實在花了很多的代價！
世界上美好的事情都是要花代價，
但是花代價的 事是 個金銀寶石的事奉
但是花代價的服事是一個金銀寶石的事奉；
等我方便了、等我有空了再來服事的，
那是 個草木禾稭的事奉
那是一個草木禾稭的事奉。
一個美好事奉神的生命，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形成的，
就好像一個漂亮的盆栽，
不僅僅在那個栽培他的人心中有一個藍圖，
而且他要花很多的功夫來往這個藍圖來栽培這個盆栽；
有時候要用鐵絲綁 有時候要用 些輔助的器材
有時候要用鐵絲綁，有時候要用一些輔助的器材，
才能夠讓那個盆栽成形。

人有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想要要求「表面上的公平」；
如果你想在這世界上找公平你是絕對找不到
如果你想在這世界上找公平你是絕對找不到。
有的人有機會受教育，有的人沒有機會受教育；
有的人有機會進入婚姻，有的人沒有機會進入婚姻；
有的人進入婚姻以後幸福的不得了，
有的人進入婚姻以後痛苦的不得了。
所以今天聽我講道的人 是要從你心裡面徹底的把在世界上
所以今天聽我講道的人，是要從你心裡面徹底的把在世界上
要求絕對公平的心挪掉，否則你的日子不好過。
更可悲的是我們在教會的 面常常 要求 平
更可悲的是我們在教會的裡面常常也要求公平，
事實上教會很多事情的運作，
不是用「公平的原則」而是用「愛的原則」。
譬如說夏令會或者辦 些活動 我們需要繳某些費
譬如說夏令會或者辦一些活動，我們需要繳某些費用，
的的確確我們每一個人都要交一個教會規定的費用；
但並不表示 你交不起這樣的費用就不能夠參加
但並不表示，你交不起這樣的費用就不能夠參加，
這樣的人更需要參加。

要有合神心意的事奉很重要，但是那個合神心意的生活更重要。
 不僅要以基督為中心來事奉，更要以基督為中心來生活。
 事奉是一時的，而生活是每天的，
每天的生活就形成了我們的生命。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我們看到那些表演功夫的人在台上幾分鐘的時間，
但是他卻是日以繼夜的在那裡練功。
但是他卻是日以繼夜的在那裡練功
我們要一起透過今天的經文來思想：什麼是
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 我分三個方面來跟大家分享
「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我分三個方面來跟大家分享…
一、羅十五1-3 說一個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是「不求自己的喜悅」。
１.聖經上一開始就說：
你們這些堅固的、剛強的人，應該擔待不堅固人的軟弱。
教會裡面有堅固的人，也有軟弱的人。、
「擔待 這個字是 個繼續不斷的動作
「擔待」這個字是一個繼續不斷的動作；
是一種對有需要的人主動的付出、承擔他的難處。

我勸勉弟兄姐妹不要因為經費的緣故，而輕易的不參加教會的營會或者是活動；
你有任何的需要請告訴今天站在台上的這兩位長老
你有任何的需要請告訴今天站在台上的這兩位長老，
如果他們說沒有辦法你再來找我；我們就是要在愛裡面互相的擔待和扶持。
弟兄姐妹，在我們當中有一些上帝給我們有財務上的豐富或者有能力上的豐富，
你我千萬都要記得，上帝給我們這些豐富，絕對不是只為著我們自己享受；
我很希望每次要辦這些活動的時候，很多人來找我說：
「牧師，有誰需要，統統算我的。」那才是一個愛的家庭嘛！
牧師，有誰需要，統統算我的。」那才是一個愛的家庭嘛！
所以，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就是一種「捨己的生活」。
我們信住主以前太容易以自我為中心，我們信主以後應該做一個悔改—
我們信住主
前 容易 自我為中
我們信主 後應該
悔改
就是「以神為中心」；當你以神為中心的時候，你就會看重神所看重的每一個人。
當我們進入教會的時候，你旁邊還有半個位置，你看見有人在找位置的時候，
 你是把它坐滿了？還是要稍微擠一點讓他坐你旁邊？
你是把它坐滿
還是要稍微擠
讓他坐你旁邊
 當有新朋友來到教會的時候，坐在你旁邊，散會的時候，
你願不願意主動的代表教會邀請他到四樓 起用餐？帶領他參加團契？
你願不願意主動的代表教會邀請他到四樓一起用餐？帶領他參加團契？
 還沒有信主的人，帶領他參加慕道班？

我常常說教會像衙門一樣：
你認識人他是個非常可愛的地方；
你不認識人他是一個挺可怕的地方；
特別是你從來沒有進過教會的人，
什麼叫做「使徒信經」？什麼時候要站起來？
什麼時候要坐下來？什麼時候要掏錢奉獻；可怕極了。
但是如果我們不是來崇拜只顧到自己，可以顧到旁邊的弟兄姐妹，
但是如果我們不是來崇拜只顧到自己
可以顧到旁邊的弟兄姐妹
會給他有極大的溫暖—
有的時候可以幫他翻詩歌 有時候可以幫他翻聖經
有的時候可以幫他翻詩歌，有時候可以幫他翻聖經。
在我母親的追思禮拜上面，我在台灣的教會有一位老媽媽，
她很晚才信主也沒念過什麼書；
當我們結束以後許多會友跟我們致意，
我
會
我
意
這位老媽媽握著我的手流淚的說：
「我最謝謝你媽媽，每一次都坐我旁邊幫我翻好聖經。」
我最謝謝你媽媽，每 次都坐我旁邊幫我翻好聖經。」
這是一個很小的動作，但是卻在人的心中有這樣深刻溫暖的感覺！

 不要小看這些事情，你敢不敢說？
 還是你就生氣了，轉頭以後再也不來教會，說
還是你就生氣了，轉頭以後再也不來教會，說「這些（人）還是基督徒！」
這些（人）還是基督徒！」

愛心也需要有智慧。在我們教會有位青年很想要有一部摩托車，
他沒有辦法一次付款，所以他就用分期付款；
期
而分期付款就需要一個保人，他就找我們教會一位長老替他做保—
做長老的風險很大；結果這個年輕人付了幾期以後就付不出來了；
付不出來這個車行就要把車子拿 去
付不出來這個車行就要把車子拿回去；
所以年輕人就去找教會的長老說：你不可不可以幫我忙？
長老說
長老說：「我可以幫你忙，但是我告訴你：
我可以幫你忙 但是我告訴你
從今以後我每次在教會看到你，我就跟你要錢。
我就是要讓你難過，讓你知道花錢要有計劃。
我情願你現在難過，打好人生的根基，
不要你這樣混混噩噩的過一輩子。」
哇！作 個天天跟人討債的長老，那是 個智慧。
哇！作一個天天跟人討債的長老，那是一個智慧。

二、聖經上說我們不僅不求自己的喜悅，更積極的命令我們要叫鄰舍喜悅。
也就是說我們要盡我們的力量，讓我們的鄰舍，讓我們的朋友，
讓我們的弟兄姐妹，他們能被建造起來。
年紀大了常常會吹牛。為了表示我是一個很好的先生，
年
常常會 牛
我常常跟人吹牛說：「師母煮的菜我一定吃光。」牛吹多了總有一天會穿幫。
有一天師母煮了一道菜，是我不喜歡的，啊你沒看到我那臉之臭啊！
後來我就瞭解 不是師母煮的我都把它吃光 而是師母只煮我喜歡吃的
後來我就瞭解，不是師母煮的我都把它吃光，而是師母只煮我喜歡吃的，
我有什麼可誇的呢？我的「老我」還是這麼大，
結婚幾十年 才 道菜不滿意就臭臉
結婚幾十年，才一道菜不滿意就臭臉。
但是要叫鄰舍喜悅也不是一味的討好他，他有需要改正的地方，
我們也要用愛心說誠實話，幫助他，改善他的缺點。
常常聚餐的時候，有些人省慣了，有的人根本還沒拿，
他就說「這些都剩下了啊」，他就開始打包。
我就碰到過（對不起 沒有在日本 在台灣碰過很多）
我就碰到過（對不起，沒有在日本，在台灣碰過很多），
所以我就在菜的旁邊喊「手下留情啊！等大家都確定都吃完了你再打包。」

三、不僅僅不求自己的喜悅，不僅僅是要討鄰舍的喜悅，
因為很重要的，耶穌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
 羅十五3 是從 詩六九9 來的，耶穌基督道成了肉身，滿有神的榮美、能力，
但是卻承受我們這些無知剛硬的人的辱罵，他不求自己的喜悅。
 耶穌有兩次潔淨聖殿，他都講到說「我為你的殿，心裡焦急，如同火燒。」
耶穌基督盼望人來到聖殿不要只想到例行的禮儀而已，不要只想到自己的利益，
而是盼望人真正到這裡來禱告、來求告神
而是盼望人真正到這裡來禱告、來求告神。
建造一個合神心意的教會，你我都有這個責任，
弟兄姐妹為你有為神的殿心裡焦急，如同火燒嗎？
今年的日本夏天非常的熱，有一段時間我們四樓的冷氣又不涼，
有很多人一面吃飯，一面跟我反應；
但是我願意和弟兄姐妹一起來思想，我們可以有幾個反應。
1.教會這麼熱，天涼了我再來。
2.跟同工抱怨說：我們平常的奉獻，你都用到哪去了？
3.好好的為教會禱告，讓這些辛苦的長執能夠快快把冷氣弄好。
來到教會第一個重要的事情不是抱怨，而是禱告。

我們要「同心效法基督」。
 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就是效法基督的生活；
我們不僅拒絕老我，而且要同心的效法基督。
 要同心效法基督的途徑，就是你「要好好的讀聖經」。
在這裡使徒保羅說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我們寫的」，
那個時候他所說的聖經是只有舊約的聖經，
離保羅自己的時代也有幾千年的時間。
離保羅自己的時代也有幾千年的時間
但是他告訴我們一件事情：神藉著聖經發出生命的聲音來勉勵我們；
藉著從前先知們所說的話
續向我們
並且藉著從前先知們所說的話，繼續向我們說話；
聖經使我們有得救的智慧；並且以忍耐為目標來安慰我們。
弟兄姐妹，你人生當中一定會有挫折，一定有你解決不了的問題。
昨天有一個年輕人跟我哭訴，
「我為什麼這麼倒霉？」 「我遇到了這麼多的困難！」
我說「你倒霉嗎？那我講幾個倒霉的人給你聽聽。」
他聽完以後說：我不倒霉了。

弟兄姐妹，要花時間讀上帝的話！
早期的教會所以會有能力，因為他們信主的人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
他們生命一天天的改變有屬靈的影響力。
今天是九月二號，離今年結束還有一百二十天，我挑戰弟兄姐妹：
從今天開始每天花十分鐘讀聖經，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你最少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把新約聖經讀完一遍。
如果你讀完了還有時間，那你就好好的讀 下箴言。
如果你讀完了還有時間，那你就好好的讀一下箴言。
讓我們來彼此激勵，今年十二月三十號是主日，求神幫助我們，
在十二月三十號主日 我在門 跟各位說再見的時候 每 個人跟我說
在十二月三十號主日，我在門口跟各位說再見的時候，每一個人跟我說
莎喲那拉的時候，都說「牧師我已經把新約讀完一遍！」阿們？阿們。
十分鐘—你會發現上帝在你生命當中做很大的工作。
不要怕讀不懂，讀得懂的地方去做就行了。
我常常在電車上看到有人在讀小說或者書或者是漫畫，
我希望有 天在車上碰到我們弟兄姐妹在讀聖經，
我希望有一天在車上碰到我們弟兄姐妹在讀聖經，
讓上帝的話充滿在我們當中。

每一個人都會遇到生命當中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這個時候你要如何的來面對？
比如說一個人生了腫瘤的疾病，醫生用盡一些辦法都不能解決的時候，
難道得醫治是唯一的一條路嗎？你現在醫好了過幾年還是會死的呀！
耶穌復活了拉撒路，然後拉撒路還是死了吧？
 重要的是告訴我們：就算我有病，就算我會死，
我仍然可以有天上永恆的盼望！
 因著有天上永恆的盼望，我可以忍耐，我也知道受苦是有限的，
神憐憫我們，所受的都是有期徒刑。
我告訴各位，如果你婚姻不幸福不要太灰心，你受的苦是有限的；
有一天上帝要安慰你，上帝要釋放你。
在我的事奉當中我也會遇到很多灰心的時候，
但是我打開聖經看到耶穌也被棄絕，
事奉上帝的人也為主受許多的苦 那我受這點委屈算什麼？
事奉上帝的人也為主受許多的苦，那我受這點委屈算什麼？
問題突然變小了，而我心裡面的那個忍耐跟盼望增加了。

在救恩當中的合一，上帝非常看重合一，而合一不是同意；接納我們的多元跟不同。
每次廣東詩班獻詩的時候我都非常感動 當我想到以後在天上
每次廣東詩班獻詩的時候我都非常感動，當我想到以後在天上
大家都用自己的語言一起來敬拜，沒有任何攔阻，可以彼此的接納；
在耶穌基督裡面因為多元不同而能夠合而為一；這也是耶穌在要離開世界以前
特別為 徒們的禱告 因著我們共同信耶穌 所以我們要合而為
特別為門徒們的禱告。因著我們共同信耶穌，所以我們要合而為一。
基督徒的合一是建立在救恩的事實上。
這世界沒有公平，惟有在救恩的前面人人公平。
 我們都是罪人，我們都需要救恩；當我們信耶穌以後我們都得救，
 而我們在信耶穌以後得到的救恩跟豐富，沒有大小的差別。
地上的人會說你有學問或者是你有地位，但是在耶穌基督裡面我們都是蒙恩的人；
因此我們不要輕看任何一個上帝的兒女；在他們身上有上帝的榮美。
對救恩的信心是唯 不可以改變的；但是在 些其它的次要的事情
對救恩的信心是唯一不可以改變的；但是在一些其它的次要的事情，
譬如說禮儀和文化的事情，愛心才是最重要的，我們不要用自己的堅持
來作為沒有愛心的藉口。信心教導我們自己的良心，愛心尊重別人的良心。
在基要信仰上 我們要合
在基要信仰上面我們要合一；但是在非基要信仰方面的事情，
是在非基要信仰方 的事情
我們可以讓弟兄姐妹有一些他們的自由；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有愛。

羅馬書的核心信息是「福音」，

傳揚福音，明白福音，信靠福音，福音貫穿了整本羅馬書；
但是使徒保羅卻用 羅十四到十五13 來解決一個問題，就是：
教會為著 些小小的事情彼此爭論 不能夠彼此接納；
教會為著一些小小的事情彼此爭論、不能夠彼此接納；
很遺憾，常常有很多人信主，因為很微小的事情而離開教會。
願我們每一個人都活出以基督為中心的生命，能夠經歷從神來的祝福，
願我們每
個人都活出以基督為中心的生命，能夠經歷從神來的祝福，
這個祝福就是13節所說的，讓我們能夠經歷
「諸般的平安和喜樂，並且藉在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詩篇133：弟兄姐妹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好像有貴重的膏油澆在亞倫的頭上。
膏油代表聖靈的工，讓我們一起來「活出以基督為中心的生命」，
膏油代表聖靈的工
讓我們 起來「活出以基督為中 的生命
「在真道上合一」，並且好好的來「謹守遵行上帝的話」，
聖靈要大大的來祝福我們
聖靈要大大的來祝福我們。

天父我們感謝你，謝謝你今天降下雨來，
日本今年夏天非常乾旱，我們非常需要雨水；
我們心靈也需要聖靈的甘霖
我們心靈也需要聖靈的甘霖。
願你的話深深的紮根在我們裡面；
讓我們不再求自己的益處 不求自己的喜悅；
讓我們不再求自己的益處，不求自己的喜悅；
能夠以耶穌基督為我們生命的中心；
在合一的當中經歷你的作為。
中
在我們當中有難處的或者有不明白的弟兄姐妹，
求你也開他們的心眼對他們的心說話。
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