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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9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10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11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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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13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

9-16

14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15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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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自以为聪明。

教会肢体关系的更新
罗十二9-16

诸长乐牧师 2018.03.04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
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心意更新、宣教植堂」。

我在上一次讲道曾经邀请大家，每天花5分钟会为植堂来祷告！
我请大家真的继续每天最少花5分钟，为植堂、为教会来祷告。

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但他也是听祷告的神！

神当时为什么拯救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的「唉声上达于天 」神当时为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唉声上达于天！」
上帝是回应祷告的上帝，有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说：

「上帝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回应人的祷告 」「上帝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回应人的祷告。」
所以让我们昼夜不停地祷告呼求，让上帝的工彰显在我们当中。

一个人在他信主以后，他的心意会更新而变化；
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还有实际的生活也会产生变化；他对很多事情的看法、还有实际的生活也会产生变化；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教会肢体关系的更新。
十字架的救恩，不仅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十字架的救恩，不仅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也修复我们跟人之间已经破损的关系。
十字架是有两划，一划直的是对神，一划横的是对人。

歌罗西书告诉我们，上帝叫一切的丰富都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以弗所书更讲到，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上帝 切的丰富都在教会的里面上帝一切的丰富都在教会的里面！

所以如果你想要经历全备救恩的祝福，不但要信靠耶稣，
而且要好好地过教会生活而且要好好地过教会生活。

地上的教会真的不完全，是由一群蒙恩的罪人所组成的，
但是神却定意选择教会来彰显他的丰富 智慧 和能力但是神却定意选择教会来彰显他的丰富、智慧、和能力，

教会是耶稣基督祝福的一个管道、和器皿。



因此在 约翰一书三章里面告诉我们说，
上帝的命令有两方面，

第一是叫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他儿子的名，
并且照他所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并且照他所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神的命令的两方面我们都要来遵守！

诗篇133篇讲到，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当我们彼此和睦同居的时候，
圣灵就如同贵重的膏油在我们当中来工作。

当我们活出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时，
我们就能够得到神所命定的、那永远的祝福和生命。

一、「要真诚相待」
第9 第10节告诉我们几件事第9、第10节告诉我们几件事，

9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

就是我们不可以虚假，「虚假」这个字跟「假冒为善」这个字是一样—

10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戴上了面具，我们不愿意用真诚的一面和人互动。
看到好的我们也不称赞，看到不好的我们也不提醒。

在这里讲到 个真正的爱 是善恶分明的在这里讲到，一个真正的爱，是善恶分明的，
真正的爱是有分辨的能力的：

不好的事情我们要憎恶 要远离 所以诗篇第一篇一开始就说不好的事情我们要憎恶、要远离。所以诗篇第 篇 开始就说，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如果今天在崇拜的当中圣灵光照你任何一件事情要你远离的，如果今天在崇拜的当中圣灵光照你任何 件事情要你远离的，
你就顺服主。

过去几十年前带领教会的李信彰牧师，他后来到纽约牧会，
做我读到他的一篇文章里面讲到，教会有三件事情不要做，我非常地阿们！

1.我们不要随便谈种族、跟国籍，分门别类。
当然我们很喜欢跟我们相同地方来的人 多聚在 起当然我们很喜欢跟我们相同地方来的人，多聚在一起，

但是如果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觉得瞧不起某些人，
或者是跟别人有所分离的时候，这个就要注意。或者是跟别人有所分离的时候，这个就要注意。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我们出门在外当然要先找老乡。我们出门在外当然要先找老乡。

但是我告诉你华侨界告诉我们的经历是什么，
「老乡见老乡，前后打两枪！」真正会欺负你的，都是老侨。

别人不会欺负你！
我不是叫你从今以后不要信任老乡！

但是教会不要去在种族、在国籍上面分门别类。

2.教会不要谈政治方面的立场。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喜爱的政治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喜爱的政治家、

有我们喜爱的政治主张。
但是在不同的当中我们要彼此尊重，让我们彼此接纳。但是在不同的当中我们要彼此尊重，让我们彼此接纳。

台湾这些年选举分裂得非常厉害，我们各有各的立场，
可是我们学习一个功课 当我喜欢的政党赢的时候可是我们学习 个功课，当我喜欢的政党赢的时候，

我就会对那个反对的人说：「承让！承让！」
选输的人就要说：「恭喜！恭喜！」

这是一个我们在主里面营造彼此合一很重要的事情！

3.在教会里面不要有商业的行为。3.在教会里面不要有商业的行为。
我们在主的里面彼此切实相爱、互相帮助！
有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些商业的行为，

伤害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另外一方面，教会也有三件要做的事情：1.要敬拜学习主的话；
2 要常常彼此分享 关怀；3 要常常祷告 传福音 拯救灵魂2.要常常彼此分享、关怀；3.要常常祷告、传福音、拯救灵魂。

所以我们不仅仅不去做不好的事情，我们对美善的事情要去追求。
这个亲近就好像是如胶似漆、新谈恋爱的两个人，老黏在一起。这个亲近就好像是如胶似漆、新谈恋爱的两个人，老黏在 起。

圣经当中要我们过的肢体生活是如同一家人！
我们彼此好像亲兄弟，有血缘关系的弟兄姊妹一样。

但是在我们亲近的当中，我们又有彼此尊重。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不追求
自己的荣耀和地位，而愿意单单的把荣耀、荣誉归给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不管做任何事情，荣耀归给神；掌声归给你；工作我来做。
但今天很多时候是工作你来做；掌声归给我！如果这样的话你会找不到同工的，

是没有人愿意跟你做朋友的 所以弟兄姊妹千万记得 有任何事情 荣耀归给神是没有人愿意跟你做朋友的。所以弟兄姊妹千万记得，有任何事情，荣耀归给神；
掌声归给弟兄姊妹。特别我们这些服事主的人，我们要互相提醒。…

工作我来做 就是在主里面彼此真诚相待 我们在真诚相待的当中工作我来做，就是在主里面彼此真诚相待。我们在真诚相待的当中，
千万不要失去应该有的尊重。因为在尊重的当中，可以让我们彼此被成全。

我看了一篇属灵的短文，很有意思！
它说我们常常十指相扣 当你十指相扣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它说我们常常十指相扣，当你十指相扣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祷告，对不对！好不好？但是如果你一直十指相扣，你能做什么事情？
所以两个手 有时候要保持距离 然后我们可以做上帝的工所以两个手，有时候要保持距离，然后我们可以做上帝的工。

祷告有时，工作有时！
在一起不祷告，就批评！在一起不祷告，就说闲话！在 起不祷告，就批评！在 起不祷告，就说闲话！

在一起的时候，多多把手合起来！
我告诉各位，如果有人跟你说牧师坏话的时候，

你就在他面前这样（十指相扣），
就跟他说：「闭嘴！我们来祷告！」

牧师不好，是要你祷告，不是要你批评，牧师就会好！
长老不好，不是你批评就会好！

要你为他祷告 他才会好！不祷告就没有权力批评要你为他祷告，他才会好！不祷告就没有权力批评。

二、要有「好的榜样」
弟兄姊妹 我们 生都在做榜样弟兄姊妹，我们一生都在做榜样，

不是做好榜样、就是做坏榜样，没有第三条路。
刚刚唱诗的时候，你是很投入地唱，那是好榜样！刚刚唱诗的时候，你是很投入地唱，那是好榜样！
你爱唱不唱，那是个坏榜样！你周围的人都看到。

所以在这里有几件事情，要我们好好地做榜样：
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不要因为你年轻就小看自己；

你在许多事上都要做榜样。年长的要做榜样，年幼的也要做榜样。
1.要火热地服事主，不要做一个懒惰的基督徒，

要殷勤地做主的工。这个「殷勤」就是抢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 时间不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时间不是属于我们的。

殷勤抓住时间的人，他们看到许多的机会。
懒惰的人 找借口不结果子 懒惰的人永远觉得以后还有很多的时间！懒惰的人，找借口不结果子，懒惰的人永远觉得以后还有很多的时间！

在台湾教会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也来过东京，从小学业优秀，
在最好的医学院里面又是名列前茅，他可以留在台湾最好的医院继续行医。在最好的医学院里面又是名列前茅，他可以留在台湾最好的医院继续行医。
在人看来他的前途一片光明，他的妻子很爱主，但是他的信仰一直冷冷淡淡。

可是在2001年非典（SARS)的时候，他照顾病人而自己得到了SARS。
他被关在隔离病房，当时SARS的死亡率非常高，他躺在床上，圣灵对他说话：

「你觉得你还年轻吗？你觉得你还有无限的未来吗？
今天如果我要你离开世界 你要怎么面对永恒？」他在病房的当中向神悔改！今天如果我要你离开世界，你要怎么面对永恒？」他在病房的当中向神悔改！

神也恩待他、医治他。他出院以后每年都带全家大小一起去青海的玉树短宣，
服事那些在地震当中剩下的孤儿，而且他也逐渐的发挥影响力，服事那些在地震当中剩下的孤儿，而且他也逐渐的发挥影响力，

越来越多的人，甚至越来越多的医生，跟他一起去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

这边讲得很好，心里火热，因此我们要常常服事主。我们省察一下：
我们是不是服事主的已经开始冷淡、退后了呢？
一个跟复活的主相遇的，一定是心里火热的。在主耶稣复活以后，

在午马忤斯的路上跟那两个门徒显现 当他们跟主相交的时候在午马忤斯的路上跟那两个门徒显现，当他们跟主相交的时候，
他们心里火热。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常常火热！



2.生活上要认定主。
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喜乐 喜乐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喜乐，喜乐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有的人带人来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同事看到他每天都高高兴兴。
大家都做得到痛苦的要死，但是他就一直笑。大家都做得到痛苦的要死，但是他就 直笑。

喜乐是不受环境影响，喜乐是有盼望的。
譬如说我昨天晚上想到，今天忙完以后就可以休息，我好喜乐！

另外一个方面，生活当中有时候会遇到困难，
但圣经上说到在患难中要忍耐。
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基督徒不会遇见困难，

在困难当中同样可以为主做见证，
乃是你在主里面有很有 证的 种忍耐的态度乃是你在主里面有很有见证的一种忍耐的态度！

基督徒的忍耐，不是咬牙切齿的忍耐；
基督徒的忍耐 是因为靠主而得的力量基督徒的忍耐，是因为靠主而得的力量。
基督徒的忍耐，是因为知道，就算我们再怎么样不好，还有一位神可以依靠。

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遭遇非常悲惨。
结婚以后生了三个孩子 先生潦倒的时候 她陪伴他；结婚以后生了三个孩子，先生潦倒的时候，她陪伴他；

先生事业飞黄腾达的时候，就遗弃她，有外遇。
在孩子成长期间，孩子也叛逆、父亲又缺席，甚至触犯刑法！在孩子成长期间，孩子也叛逆、父亲又缺席，甚至触犯刑法！

她一个妇人要照顾三个孩子，经济又有缺乏，还要去探监，
你就知道他的情况有多艰苦！

但是她仍然坚定不移地依靠神，从来不离开教会。
我也感谢主，弟兄姊妹扶持她，没有一个人去随便地伤口上洒盐。

你说这样的人有什么好作见证？

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棒的医生，有一次他交通说：「全教会我最佩服的，
不是牧师 也不是长老 我最佩服的就是这位受苦的姊妹不是牧师！也不是长老！我最佩服的就是这位受苦的姊妹。

我看到她在苦难当中，怎么样仍然紧紧地抓住神！」
弟兄姊妹 求神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境遇弟兄姊妹，求神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境遇，

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生活上认定主。

3.慷慨地分享主。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有需要，有的时候是金钱上面的需要，
有的时候是陪伴上的需要，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的来陪伴这些，或是供应这些有的时候是陪伴上的需要，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的来陪伴这些，或是供应这些

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个需要很大的时候，我们应该告诉教会的长老。
我也常常鼓励我们的长执会、鼓励我们的教会，常常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教会。

慷慨是一种心胸，不是一种资源，马其顿教会在极穷之间，就是穷人当中最穷的，
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慷慨。弟兄姊妹，要学习做一个慷慨的人。
主耶稣说你们给别人，主耶稣就会给你。犹太人每当有一笔钱收入的时候，

他们除了该奉献的之外，一定有一笔慈惠的预算。

箴言也告诉我们说：「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
你有借钱给别人过吗？要得回来吗？我借给很多人都要不回来！

所以我借出去了 我就把它像心头 块肉就割掉算了所以我借出去了，我就把它像心头一块肉就割掉算了。
但是我帮助弟兄姊妹，我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偿还。
我们的神 从来不赖账 有很多时候我觉得 当我需要的时候 神很奇妙地我们的神，从来不赖账。有很多时候我觉得，当我需要的时候，神很奇妙地，

用我想不到的管道来供应我。我想到，「感谢上帝！你在还我了！」

有很多时候你希望上帝祝福你，
但你从来不借给上帝 你要上帝拿什么还你？但你从来不借给上帝，你要上帝拿什么还你？
求神恩待我们，就像箴言所说：「眼目慈善的人，是有福的人！」。

眼目慈善的人，看到人都有一种怜悯的心。眼目慈善的人，看到人都有 种怜悯的心。
我们也要接待弟兄姊妹、接待客旅。

是早期教会领袖必要的条件。
如果上帝祝福你买一个大房子，好不好你向神求：

「主啊我要有一间房子，用来接待客旅！」
也许有的人 辈子 都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也许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

但是好不好从今天开始你做这样的祷告：「神啊！
我要像书念的妇人一样 要有一个房子接待客旅 」我要像书念的妇人一样，要有一个房子接待客旅。」

如果神祝福你有一整间，整个 mansion，或是一个 house，
告诉教会让我们一起来接待客旅。告诉教会让我们 起来接待客旅。

接待客旅，就是接待天使。接待天使，就是你蒙福的记号。



我的孩子英文非常好，
我就想起我们家这20年来 直在接待 位天使我就想起我们家这20年来，一直在接待一位天使。
他是一个宣教士，父母亲在美国，但是他的负担在亚洲，

所以他就长期地在亚洲服事！然后我们就接待他所以他就长期地在亚洲服事！然后我们就接待他。
我们家再怎么小，一定有他的房间。

但是无形当中，他就影响了我孩子的英文，无 ， 就影响 孩 英文，
这是无形当中接待了天使。

弟兄姊妹，求神把接待的恩赐给我们！

这边讲到「客要一味款待」，我以前不懂这句话，
我跟我太太说这个好操作，

请客只要一道菜，叫做「一味款待」！
但是事实上希腊文的意思，

是你要不断地操练款待 接待人的恩赐是你要不断地操练款待、接待人的恩赐。

三、我们要一起学习「彼此同心」。
只要祝福 而不咒诅 操练它成为 种习惯只要祝福，而不咒诅，操练它成为一种习惯。

对你好的人，你祝福他很容易；但是逼迫你的，要给他祝福。
我就在想，谁逼迫我？师母会逼迫我，我也会逼迫师母！我就在想，谁逼迫我？师母会逼迫我，我也会逼迫师母！
我们会逼迫孩子，孩子也会逼迫我们。

但是当遇到这样的事情时，你是不是仍然能够祝福？
你让你的家里是充满了祝福？还是充满了争吵？

你在家里说：「我嫁给你真好！」，
还是「我嫁给你倒了八辈子楣！」

当你看到孩子的时候是说：「感谢上帝把你赐给我们！」，
还是说：「我倒了八辈子的楣，怎么生了你！」

弟兄姊妹，只要祝福、不要咒诅，
让你的思想充满上帝的话语 充满上帝的恩典让你的思想充满上帝的话语、充满上帝的恩典。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别人快乐的时候 你不要做一个酸民 你要祝福他别人快乐的时候，你不要做 个酸民，你要祝福他。
别人遇到痛苦的时候，你要陪伴他。

教会有很多的婚礼、丧礼，你不要说：「这个人我不认识，我不参加！」
我知道有一位弟兄专门参加丧礼，他说：「丧家很需要扶持！」

所以他有的时候参加献诗，有的时候做招待！
弟兄姊妹 当你愿意多多地去参与别人生命中重要的时刻弟兄姊妹，当你愿意多多地去参与别人生命中重要的时刻，

在你需要的时候，上帝也会差派许多人来看你。人种的什么，收的就是什么！
我住院的时候在医院里面，师母说我每天都在开同乐会，我住院的时候在医院里面，师母说我每天都在开同乐会，

有很多弟兄姊妹有爱心来送礼，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很有爱心
把我吃不完的东西都带走了！我们一起祷告，彼此分享！

要把 切拦阻我们不能够跟别人同心的因素拿掉要把一切拦阻我们不能够跟别人同心的因素拿掉！
圣经说有一种人是不容易跟人家相处的—骄傲的人，他心思意念都在自己的身上。

但是箴言也说心骄气傲的人，他叫做亵慢。你说：「我没有亵慢上帝！」但是箴言也说心骄气傲的人，他叫做亵慢。你说：「我没有亵慢上帝！」
但是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就是亵慢上帝。

我们来到教会，很喜欢找我们熟识的人，当然我们要找熟识的人，
但是弟兄姊妹 好不好立定志向 每次找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人但是弟兄姊妹，好不好立定志向，每次找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人，

跟他自我介绍，跟他一起吃饭，带他参加团契，跟他一起上成人主日学，
我们的教会会不一样。感谢主，我来到这边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当中，我们的教会会不 样。感谢主，我来到这边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当中，

我看到弟兄姊妹最大的长进，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进步了；
彼此关怀的心进步了！我非常地喜乐！

结语
第9节到16节，很多的「要」与「不要」，

操练这些「要」、「不要」都是要我们继续不断地操练，
而且是一个命令！

基督徒不会拜偶像 但是我们心中有很多文化的偶像需待破除基督徒不会拜偶像，但是我们心中有很多文化的偶像需待破除，
华人无形的偶像是缺乏安全感，因此我们会拼命地想赚钱。

有的时候教会也是如此，出现一次赤字，不得了，脸色发白！有的时候教会也是如此，出现 次赤字，不得了，脸色发白！
这是我们要破除的偶像。



日本所需要破除的偶像是什么呢？是冷漠。表面很有礼貌，但却是一种冷漠。
求神恩待我们 用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热情跟爱 来破除这样的冷漠求神恩待我们，用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热情跟爱，来破除这样的冷漠。

日本有一个最新的研究，他们研究一群人三年的时间，
如果一个人这三年里 常常都是祗有他一个人吃饭如果 个人这三年里，常常都是祗有他 个人吃饭，
这个人的死亡风险，比一般人高出1.5倍；
这个人得到忧郁症的比例，更是一般人的2.7倍。这个人得到忧郁症的比例，更是 般人的 倍。
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孤单吃饭的！

等一下在4楼的时候，都有大家一起吃饭！
让我们在主的里面，经历肢体之间的祝福！

魔鬼也常常寻找落单的基督徒，教会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
教会关系的更新是我们每 个人的责任 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遵行上帝的话教会关系的更新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愿神赐福弟兄姊妹，遵行上帝的话。

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我再次对你发出邀请，
我们不完全 但是这里有上帝的爱 这里有上帝的丰富我们不完全，但是这里有上帝的爱，这里有上帝的丰富，

我们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经历。

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
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被提醒。

求你圣灵的爱，不仅浇灌我们个人，
也作工在我们的当中，

将所有的捆绑、所有的冷漠除去，
让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断地更新，让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断地更新，

合乎真理，
更能够见证主你的爱更能够见证主你的爱。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