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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王又要向那左邊的說：『你們這被咒詛的人，離開我！
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去！
42 因為我餓了，你們不給我吃，渴了，你們不給我喝；
43 我作客旅，你們不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不給我穿；
我病了，我在監裡，你們不來看顧我。』
44 他們也要回答說：『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或渴了，
或作客旅，或赤身露體，或病了，或在監裡，不伺候你呢？』
或作客旅，或赤身露體，或病了，或在監裡，不伺候你呢？
45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些事你們既不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
46 這些人要往永刑裡去；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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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當人子在他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
32 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
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
33 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
34 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
『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
35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
36 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
37 義人就回答說：『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吃，渴了，給你喝？
38 甚麼時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
39 又甚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裡，來看你呢？』
40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王要 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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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督為中心的愛心
太廿五31-46
諸長樂牧師 2018.11.04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各位在主裡的弟兄姐妹家人：大家平安！
在
弟
妹家
家平安
每個主日可以在這裡一起敬拜，實在是非常歡喜的事情。
主日崇拜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提醒我們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
只有神才是世界的中心，金錢、工作、成功都不是我生命的主宰，
有神才是世界的中心 金錢
作 成功都 是我生命的主宰
只有神—耶穌基督才是我生命的主。
 舊約的時候，神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紀念神的創造，學習主的安息；

當他們出埃及以後，神更要他們紀念上帝的拯救。
 當新約的時候，每一個基督徒記念主日，
主日是記念神在我們身上的救恩，也是記念主耶穌基督已經復活了。

因此，我們不論在任何困難當中，對主都可以有信心，
因為最大的困難跟苦難 死亡，耶穌基督已經勝過了！
因為最大的困難跟苦難—死亡，耶穌基督已經勝過了！
我們生命中任何困難跟需要，神都可以恩待、幫助我們。
我們可以對主有信心—因為主掌權，直到永遠。
成為一個基督徒，外表行為的改變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內在心思意念的改變；
從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人，轉變為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的人。
每 個基督徒都要記得 件事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每一個基督徒都要記得一件事：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穌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若是都只注重外在的改變 信耶穌沒有多久你就會發現變成了 個法利賽人
若是都只注重外在的改變，信耶穌沒有多久你就會發現變成了一個法利賽人，
會覺得我的行為不錯，然後去批判別人跟我們的不一樣；
忘記了自己只是一個蒙恩的罪人。
黃長老跟我講一件事：美國有一個機構對基督徒做了一個問卷調查，結果發現：
60% 以上的基督徒最後都發現自己成了法利賽人。
所以我們每 個人都要深切的提醒：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深切的提醒：
我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面有沒有讓耶穌基督作主？

聖經上說「神就是愛。」祂因為愛我們而捨命，衪也要我們活出一個愛的生命。
要我們：盡心、盡性、盡力、盡意去愛神，同時也要愛人如己。
聖經上也說「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主所給我們的命令。」
命令就是不可以不遵守的。主耶穌也用「替門徒洗腳」來成為一個「愛的榜樣」，
並且教導我們要用主的愛來彼此相愛。
約翰一書是講「愛弟兄」最透徹的一卷書，…

短短的5章聖經，告訴我們非常寶貴的真理：
章
告訴我 非常寶貴 真
首先：「住在愛裡面，就是住在神的裡面。」約翰很喜歡用「住」這個字，
不是來坐 下 不是來喝杯茶 而是來住
不是來坐一下，不是來喝杯茶，而是來住—一個長期的關係。
個長期的關係
而一個愛弟兄的人，就住在光明中，在光明中行事為人，走路就不容易跌倒。
在這邊特別提醒弟兄姊妹，你覺得：
 在愛弟兄的時候比較容易跌倒？還是在批評弟兄的時候比較容易跌倒？
 在愛牧師的時候比較容易跌倒？還是在批評牧師的時候容易比較跌倒？
我想你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什麼時候我批評論斷了 就是我開始軟弱了
我想你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什麼時候我批評論斷了，就是我開始軟弱了；
我越批評越論斷，我裡面就越黑暗，然後我就會一步一步的軟弱跌倒。

今年夏令會的時候，劉志雄長老夫婦以
「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的事奉和婚姻」跟我們分享，
我在過去也用羅馬書來跟各位分享「以基督耶穌為中心的生活和宣教」，
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來思想「以基督為中心的愛心」。
馬太福音24、25章講到主再來的日子，
特別提醒每一個神的兒女要警醒預備。
今天我們領受聖餐不僅紀念主為我們受死 並且預備自己等候主的再來
今天我們領受聖餐不僅紀念主為我們受死，並且預備自己等候主的再來。
基督徒的等候不是消極的坐在那邊等而已，而是很積極的在三方面預備自己。
是我們與主的關係 我們有沒有時時刻刻連結在主的身上？
一、是我們與主的關係。我們有沒有時時刻刻連結在主的身上？
就好像那個聰明的童女，不僅燈點亮了而且還預備了油。
二、就是我們知道每一個人都要向神交帳，
所以我們在事奉上面要有忠心。
三、講到我們對肢體的愛。
十字架不僅是講到我們跟神的關係的恢復，也講到我們和肢體之間的關係。
因此，我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愛是最大的」。

愛弟兄也可以讓我們的心有一個平安，
更重要的是，愛弟兄可以使我們的禱告蒙垂聽。
有很多人問我說：牧師，「為什麼我禱告上帝都不聽？」
我們都要在神的面前省察：我有沒有愛弟兄？同時，在愛裡面就沒有懼怕，
聖經上說「愛既完全，就把懼怕除去了，在審判的日子我們可以坦然無懼。」
但是這一切的「愛」，不是出於我們自私的愛，不是自我感覺良好的愛。
有人愛的讓人非常難過 他替別人洗腳的時候 不是用冰水就是用滾燙的水
有人愛的讓人非常難過，他替別人洗腳的時候，不是用冰水就是用滾燙的水，
那是一種「自我中心的愛」，要「愛到讓我滿意」，
是 愛到讓弟兄覺得被服事」
不是「愛到讓弟兄覺得被服事」；
那是一種自我中心的愛，而不是以基督為中心的愛。
什麼叫做「以基督為中心的愛」呢？
主耶穌說「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
我怎麼樣愛你們—耶穌怎麼樣愛我們，
我們要用耶穌那樣的愛去愛我們的弟兄姊妹，
這是一種「謙卑捨己」的愛。

主為我們捨命我們很喜歡，但是我們也要像主一樣，為我們的弟兄姊妹捨命。
 我們不可以塞住憐憫的心，愛神的就會愛弟兄姊妹。
 不能夠去愛那個看起來不完全的弟兄姊妹，
你說你愛神，這個愛都是假的。

二、愛那最小的。我們常常覺得很自卑：
我的恩賜、才幹都很有限，我不像能翻譯、能講道，我不能為主做什麼。
但是很奇妙的，這段聖經卻說當我們做在一個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主的身上。
神要我們做的事情，是我們能力做得到的，神要我們做的事情，常常是很小的事情；
小到一個地步，我們做了，我們自己都忘了。有一天當他們得獎賞的時候，
主說：「你們做了這些事情」，他們說：「我哪裡有做啊？」
但是主耶穌卻說「你做在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

我一直都很訝異一件事情：主耶穌要我們用「彼此相愛」來見證我們是衪的門徒，
而不是用神蹟奇事
而不是用神蹟奇事、聰明能力來見證衪。
聰明能力來見證衪
當預備這篇信息時，我很盼望我們的教會是以彼此相愛能夠讓全世界知道—
東京國際基督教會是一個「彼此相愛的教會」，
東京國際基督教會是一個「以彼此相愛讓大家都很羨慕的教會」，
而不是「地點很好、很有錢、講道很好、東京最大的華人教會」。
巴不得這些都不是我們誇口的因素，而是人一提到
東京國際基督教會，就說「這個教會是一個相愛的教會」。

這邊讓我們看到，我們會忘記但是神不忘記。我們常常做了一點點好事，
別人忘了 難過
別人忘了，難過…，真是狼心狗肺，我對他那麼好，他都忘了！
真是狼心狗肺 我對他那麼好 他都忘了！
我告訴你，他忘了，我自己忘了，都不重要。有的人老年癡呆
連他兒女是誰都忘了，但是你為主所做的，主永遠都不忘。
另一方面也看到神跟我們有何等的認同！
我們一切的需要主都知道，對我們好就是對主好，欺負我們的就是欺負主；
同時我們也要非常的謹慎，不要輕易的使 個信主的人軟弱或跌倒，
同時我們也要非常的謹慎，不要輕易的使一個信主的人軟弱或跌倒，
更不可以輕看在主裡任何一個微小的肢體，因為他們有使者常常在神的面前。

我們都有一個誤會—教會誰最重要？牧師最重要？長老執事最重要？
有能力、體面、成功的弟兄姊妹最重要？
但是事實上教會最重要的肢體，不是那些看為體面高貴的人，
而是那些最不起眼、最軟弱的肢體—這是教會的奧秘，
軟弱的肢體是上帝看得起我們、託付我們去照顧。

這個禮拜、禮拜一的時候，我跟師母說我們出去走走，到了一個公園，要買票，
那個賣票的先生看看我，說：你65歲了？我說：沒有沒有，還差幾個月，
男人也有尊嚴的。他那天心情特好，他說：我就是要賣你這個65歲以上的票，
我就很高興地接受了；他說買一送一，師母也是一樣；
我說：這個不行，我老婆還年輕。
哎呀！一方面感覺良好，覺得已經可以享受老人的優待，
一方面又有一點悲從中來…主啊！我65歲了，我還有多少時日可以服事你？

約三16 神愛世人，甚至將衪的獨生愛子賜給我們，

叫我們信靠祂，就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但是，千萬不要忘記
叫我們信靠祂，就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但是，千萬不要忘記—
約壹三16 主為我們捨命，從此我們就知道什麼是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

一個教會裡面如果沒有軟弱的肢體，都是那些光鮮亮麗的，我告訴你們：
那是俱樂部，不是教會！只有有軟弱肢體的時候，才能夠顯出上帝的豐富和能力；
是俱樂部 不是教會
有有軟弱肢體的時
才能夠 出上帝的豐富和能力
而且只有當我們從心裡面去服事這些軟弱的肢體的時候，才能夠把我們當中的
耶穌基督彰顯出來；不要把你的軟弱當成 種自卑的藉口
耶穌基督彰顯出來；不要把你的軟弱當成一種自卑的藉口，
聖經上說，越是軟弱的肢體，上帝要給他加倍的榮美。
其實要服事軟弱的肢體並不需要什麼浪漫（Romantic）的情懷，只要你有一個
願意去服事他們的意願，像耶穌基督一樣去愛他們、服事他們。
看看你旁邊的弟兄姊妹，他們每一個人裡面都有耶穌基督的生命，
你可以愛他們、服事他們，就好像我們發聖餐的時候，
你可以愛他們 服事他們 就好像我們發聖餐的時候
是你把耶穌的身體傳遞給他，你服事他，你把耶穌的生命給他。

禮拜二早上我上班的時候，看到有一對母女正在問一個日本的服務員要怎麼搭車，
她是華人 所以那位服務員聽不懂 我就告訴她們該怎麼去搭車
她是華人，所以那位服務員聽不懂，我就告訴她們該怎麼去搭車。
其實我最近心情一直都很沉重，有很多的人需要關懷；當我那一天幫助了
那一對母女，我心裡就非常的喜樂。我和師母來到日本最大的一個感受就是：
我們什麼都不會。以前在台灣的時候，不是吹牛：從你出生到你過世，我統包—
你要什麼資源，我可以介紹你什麼資源。來到這裡我什麼都不能做，
很多地方你給我地址我也找不到。但是當我發現我也能幫助人的時候，
我的心裡就充滿了喜樂。我並沒有太多改變，但是我願意去幫助比我更軟弱的人。

最後，我要跟大家分享「神愛的觸摸」，
這段經文中我們發現有些人沒有做他們該做的事。
我覺得現在的基督徒太注重「我有沒有做錯事」，
而沒有注重「什麼是我該做的事而沒有去做！」
如果我們所有的精力都注重在我有沒有做錯事，我們就會去批判別人！
弟兄姊妹，多花一點精力去做神要你去做的事，
如果知道這個事情該做而不做—也是罪！你會發現這些人說：
「如果知道是主，我一定做。」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記，
我們每一個主日來的時候，詩班都宣召說： 「主在聖殿中」！
主在聖殿中」！
你真的相信主在聖殿中嗎？今天主耶穌在我們當中，你嚇都嚇死了！
那個道成肉身、復活的主在我們當中，你嚇都嚇死了！
主是不是在我們當中？是！衪在我們旁邊的弟兄姊妹的心中。
我們的眼睛常常被蒙蔽了。在 可九 裡面講到耶穌醫治了一個瞎子。
那次耶穌的醫治很特別，通常耶穌摸一下就好了，但是那次耶穌還吐個口水，
次
的醫治 特別
常
摸
就
是 次
還吐個口水
然後又為他按手禱告，而且禱告了兩次…

我在台灣的時候曾經為一個醫學院的學生施洗，
他的個性非常內斂、含蓄，他不太會跟人交往，
後來我了解他因為從小父親對他不當的管教，讓他不懂得怎麼表達。
他信主以後穩定的追求，因為自己小的時候受害就立志要做小兒科醫師。
他是小兒血液科的權威，研究小兒的遺傳學；他有一個非常大的發現，
叫做表觀遺傳學：一個環境中的各樣因素，
可以打開或者關閉我們裡面的 些基因，
可以打開或者關閉我們裡面的一些基因，
而且打開或關閉甚至可以遺傳到下一代。
所以，就算是你有一個不是很健全的父母親—
所以
就算是你有 個不是很健全的父母親
其實沒有一個父母親是健全的—
 但是我們可以努力照著真理而行來改變環境，
 建立一個良好的環境，而且可以打開我們裡面那個優良的基因。
求神恩待我們教會，因著我們願意遵行真理，
讓我們當中越來越多的人愛的基因被打開了，
冷漠的基因被關閉了，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別人的祝福。

因為第一次禱告完耶穌問他說：你看見了什麼？
他說：我看見了人行走好像樹木一樣，
主耶穌再次為他按手禱告，
他說：我現在看得清楚了。
我求主在今天早上按手在我們心靈的眼睛上，
讓我們看見旁邊的弟兄姊妹的可愛跟寶貴，
我們都需要被神的愛 觸摸 讓我們的 光 生命改變
我們都需要被神的愛所觸摸，讓我們的眼光、生命改變。
有一首歌說：
親愛的主，只要你的手一摸，我就立刻能夠看見。
「愛」是上帝看重的，
愛是一個人真正有「信心」和「盼望」的見證。
我們需要服事那個軟弱的肢體，從他們的身上看見耶穌基督，
要讓神的愛觸摸我們，
我們才可能以基督的愛去愛人。
我們才可能以基督的愛去愛人

天父，我們感謝你！
你希望你的教會充滿了愛。
過去我們要不然就是不愛，
我
不愛
要不然就是自我中心的愛。
求你赦免我們，
求你赦免我們
讓我們不輕看旁邊任何一個弟兄姊妹，
求你觸摸我們心中的眼睛，
讓我們都渴望遵行你的命令，
讓教會裡面愛的基因被你大大的開啟，
因為你來了就是要把新生命給我們！
奉耶穌的名禱告 阿們！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