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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9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

读经
罗十三
8 14 9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

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10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8-14

11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

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12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13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

不可荒宴醉酒 不可好色邪荡 不可争竞嫉妒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

14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心系永恒
罗十三8-14

诸长乐牧师 2018.05.06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带两副眼镜在身上：
一副是放大镜，放大镜是用来照自己，常常求主鉴察我们的内心，

好像诗篇 篇所说的 个常常鉴察的人 才会好好地走永生的道路好像诗篇139篇所说的，一个常常鉴察的人，才会好好地走永生的道路。
另一副眼镜就是属灵的望远镜，
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一些世俗的事情所缠扰有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一些世俗的事情所缠扰，

而忘记了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忘记了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目标—
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来思想的主题：心系永恒。这是我们今天 起要来思想的主题：心系永恒。

基督徒信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就是：对末世的看法。
很多人说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都一样，很多人说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都 样，

但是如果讲到对末世的看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很大的区别。
对末世的看法，不仅仅指引我们生活的方式，

更让我们决定了生命的价值观和优先顺序。
圣经当中所讲的「末世」，并不只是最后的时间而已！

当主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末世已经开始了当主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末世已经开始了，
而这样的末世是一直延续到主耶稣的再来，
神学上说这是一个「已经来到、尚未实现」的一段时间。

他巳经来到，但是还没有完全实现—
这是一个恩典的时代，也是一个圣灵工作的时代。

创一1 起初，神创造天地。
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启廿 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 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启廿二20 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21 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创一1 起初，神创造天地。
2 地是空虚混沌 渊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创世纪告诉我们这世界的来源，启示录告诉我们世界的终了。

2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启廿二20 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
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启示录的最后两节，使徒约翰写完启示录之后，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

21 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前面主耶稣启示完这一切之后，他说：「阿们 （是了），我必快来。」
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像使徒约翰那样回应耶稣的话，说：主啊，我愿你来？

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期盼，当我们有这样期盼的时候，
就会重视上帝要我们重视的事情，也带给我们一个追求天上永恒事物的动力，
拯救我们脱离爱世界的心以及肉体的情欲拯救我们脱离爱世界的心以及肉体的情欲，

能够活出圣洁，彰显上帝的荣美。

我今天愿意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
一 「要常以为亏欠」：一、「要常以为亏欠」：

我们都知道欠债是不好的！人一生当中最好就不要欠债！
我的女婿在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教导他一件事：我的女婿在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教导他 件事

当你领到钱的时候，第一个要付的就是把信用卡的钱付掉，
这是一个正确的生活态度。

但是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就注定要欠三种债；
「债」有好的，有坏的，基督徒的债都是好的债！
1.就是我们欠「福音的债」。

使徒保罗说不管是犹太人、非犹太人，他都欠他们福音的债，
他愿意尽他所有的力量来还福音的债他愿意尽他所有的力量来还福音的债。

在这里的基督徒也都应该有一个心胸：
不论是华人 日本人 其它国家的人 我们都欠他们福音的债！不论是华人、日本人、其它国家的人，我们都欠他们福音的债！

这样的欠债感，让我们有愿意传福音给别人的动力。

2.基督徒会欠「圣灵的债」。
当我们得救以后 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是愿意顺从肉体？还是顺从圣灵？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要做 个选择：我们是愿意顺从肉体？还是顺从圣灵？
罗马书 说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仍然去放纵私欲！

我们乃是欠圣灵的债，以至于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

3.基督徒会欠「爱人的债」。
这个债永远还不完，因此我们常以为亏欠。

讲爱 其中有 件事情提醒我们 再好的恩赐有 天都会停止林前十三 讲爱，其中有一件事情提醒我们：再好的恩赐有一天都会停止，
只有爱是永不止息的。对一个传道人来说，我深深地了解这件事…

讲道的恩赐对建造教会非常重要，但是当我们回到主的面前、讲道的恩赐对建造教会非常重要，但是当我们回到主的面前、
主再来的时候，谁还要听哪个牧师讲道？与主面对面一切都清楚了！
要听讲道也不听某某牧师讲道，听耶稣讲道多好！但是爱却是永不止息的！

十三 也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
爱有一种非常奇妙的 Magic Power！爱能够创造神迹。

而且你越付出爱 你就拥有越多的爱！而且你越付出爱，你就拥有越多的爱！
你越付出爱，就觉得自己付出的不够！这个是跟世界上的法则不一样的！

世界上：我的资源是有限的！我给别人以后，我自己就没有了！
但是爱却不是如此！越付出爱，就是有越多的爱！但是爱却不是如此！越付出爱，就是有越多的爱！

一个真正爱的人，他永远不会说他爱够了！

当我成为父亲以后，有一段时间因为小孩要用尿布，， ，
我一直在算她什么时候开始不用尿布？我觉得尿布很贵，如果不用尿布，

从此以后我就可以比较宽裕一点。结果不用尿布以后，上幼稚园更贵！
所以我就算什么时候幼稚园读完 我就便宜了！所以我就算什么时候幼稚园读完，我就便宜了！

等到她读公立小学，学费是便宜，但是她学才艺！就越付越多，越付越多！
等到她出国留学，我连第一笔退休金都给她用上了，我说这下我可付够了！等到她出国留学，我连第 笔退休金都给她用上了，我说这下我可付够了！
结果她嫁给了美国人。美国人跟中国人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人说「结婚是我家娶媳妇，所以是男方出钱」，
美 人说「结婚 女方付 款 所以 你们 钱」美国人说「结婚是女方付尾款，所以是你们出钱」，

所以我又付了一大笔她结婚的钱，我就说终于付完尾款了！
结果她连续生了三个小孩 我现在不仅付孩子的还要付孙子的！结果她连续生了三个小孩。我现在不仅付孩子的还要付孙子的！
爱是一个继续不断地付出的甜蜜的负担，你越付出就会觉得自己付得不够。



这段圣经也说「爱完全了律法」，爱跟律法并不冲突—
律法给予爱心正确的方向 爱心也活化了的律法的功能律法给予爱心正确的方向，爱心也活化了的律法的功能。

神特别要我们用爱来见证：我们是他的门徒。
世界在寻求一批能干的人，但是主耶稣却要我们用「彼此相爱」来见证世界在寻求 批能干的人，但是主耶稣却要我们用「彼此相爱」来见证

我们是主的门徒。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爱是要付代价的」。

CS路易斯曾经讲过一段话：如果你要找一个让你感觉舒适的宗教，易 找 ，
我绝对不会推荐你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所强调的绝对不是舒适，

而是过着一个跟随基督、委身爱人的生活。
因此他要我们每一个人好好思想几个问题：

我每次去教会为的是什么？要听到好听的讲道？要听到好听的诗班？
我们常常回到家说 「今天都没什么收获 牧师不晓得在讲什么 」我们常常回到家说：「今天都没什么收获，牧师不晓得在讲什么。」

不错的基督徒都只在乎自己主日得到什么！在乎我自己的满足！
我们要想想在我们周围的 坐在我旁边的 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我们要想想在我们周围的、坐在我旁边的、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

还有有需要的人，我们是否有关心他？

一个追求舒适的基督徒，也许是一个在道德上不错的基督徒，
他们不会去做 些人认为不好的事情 他们不喝酒 不赌博 不说脏话他们不会去做一些人认为不好的事情，他们不喝酒、不赌博、不说脏话；

但是不要忘记：这只是公义的一部分而已，它不是完整的福音真理！
圣经当中所强调的公义 是要我们去爱邻舍 爱穷人 爱有需要的人！圣经当中所强调的公义，是要我们去爱邻舍、爱穷人、爱有需要的人！
有的时候我们不喜欢做这些事，因为做这些事的时候会要我们付出代价，

要求我们跳脱我们的舒适圈！我们在这里必须扪心自问：「我是一个要求我们跳脱我们的舒适圈！我们在这里必须扪心自问 「我是 个
追求舒适的基督徒吗？还是我是一个跟随主、愿意花代价来爱人的基督徒呢？

我有什么地方要悔改的呢？」弟兄姊妹，不要只做一个不做坏事的基督徒，
更要做一个爱人、愿意喂饱饥饿贫穷者、去陪伴孤单伤心的人的那个基督徒，

因为这个在神的面前才有永恒的价值！要记得在我们与神面对面的时候，
不仅我们要交代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 更要交代的是我们不仅我们要交代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更要交代的是我们

为他做了什么事情！太廿五绵羊、山羊的比喻，就是讲到这个。
一个属灵的婴孩 他只会在乎自己的需要一个属灵的婴孩，他只会在乎自己的需要，
一个长大成熟的人，才能看见别人的需要，并且愿意去服事、去祝福别人。

保罗用了十诫的后六诫，更进一步地讲明爱的真谛：
爱是不随便地去夺取别人的生命 家庭与名誉 都包括在爱人如己之内了爱是不随便地去夺取别人的生命、家庭与名誉，都包括在爱人如己之内了。
爱的精义是为他人的利益着想，而且愿意为别人来服事。
爱的债我们虽然永远还不清，但是却能够成全了律法。爱的债我们虽然永远还不清，但是却能够成全了律法。

最近我连续听到两个见证，都是赶鬼的见证。
我们常常觉得说赶鬼需要有能力，但是他们…共同的见证是：，

他们能够把那个很难缠的鬼赶出去的原因，乃是上帝那时将「他的怜悯」
充满在他们心里面—他看到这样被鬼附的人是何等的可怜！

当怜悯充满的时候，就是爱充满的时候！当爱充满的时候，
就是能力充满的时候！他们为那有需要的人祷告，鬼就出去了！

你希望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吗？求上帝的爱充满你，也充满我！
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个人有需要、那个人也需要、我忙不过来」的时候，
就是你在成长的时候 就是你在经历上帝能力的时候就是你在成长的时候、就是你在经历上帝能力的时候。

如果从来没有人来找过你，那是你需要认罪悔改的时候！爱是常以为亏欠。

二、「要把握现今」。
罗十 对圣奥古斯丁的 生有很大的影响罗十三11-12 对圣奥古斯丁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在公元386年的夏天，他有一天在朋友的花园里面，

虽然他已经是大学的教授 仍然渴望脱离他生命当中的败坏和情欲虽然他已经是大学的教授，仍然渴望脱离他生命当中的败坏和情欲。
花园隔壁有一些小孩子在玩捉迷藏的游戏，这个游戏里面要唱一首歌，

唱的是「拿起来读！拿起来读！」这时圣灵感动他拿起在旁边的罗马书，「拿起 读 拿起 读 」这 灵感动 拿起在旁边 罗马书，
他读到第11、12节，他说：「我再也没有读下去，也没有必要再读。」

他看完这节圣经，「有一道明亮的光充满了我的心，
一切的黑暗顿时从我的心中消失了。」

一个正确的末世的眼光，为基督徒的行为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我求主当日怎么样的光照亮了圣奥古斯丁，今天也光照我们！

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效法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知道每 个人都要向神交账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



在台湾读书，每一年都要参加联考，， ，
所以孩子们会在黑板上写「距离联考还有多少天」，

一天一天的减少，是提醒我们考试的日子近了要更加用功。

末世不紧紧是主再来的日子，
有时候也提到，是我们个人去见主的日子。
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科技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时间的奴隶。

基督徒不仅要对现在的时间敏感，更要敏感于上帝的时间，
上帝在这里提醒我们说 「现今就是了！」上帝在这里提醒我们说：「现今就是了！」

现今就该趁早睡醒，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所以我们要把握住现今所以我们要把握住现今，
一个真正对末世有准确认识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把握住现今。

在这里提醒我们三件事在这里提醒我们三件事…

1.该「趁早睡醒」。
帖前五 我们信主以后是光明之子 黑暗之子是睡觉的帖前五 我们信主以后是光明之子。黑暗之子是睡觉的，

是不警醒、不谨守的人，是一个糊涂人；

光明之子却是与主同活的人。

中国人有一个成语非常好，叫做行尸走肉：
看起来他是活着的，但是他的灵魂是死的。

上帝不要我们过一个行尸走肉的生活；要我们做一个警醒为主而活的人，
要让圣灵光照我们，使耶稣复活的生命从我们来彰显，而且越早越好。

2.我们得救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哥林多后书：上帝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

上帝过去在我们信他的时候让我们因信称义上帝过去在我们信他的时候让我们因信称义，
他现在救我们是让我们能够靠着他活出圣洁的生活，

其实真正的全然得救是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其实真正的全然得救是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不再受罪和情欲的辖制。

3.「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耶稣基督已经快要再来，已经在门口了！如果你读马太福音24章和启示录，耶稣基督已经快要再来，已经在门口了！如果你读马太福音24章和启示录，
都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就好像一个考生面对考试的日子近了—
我们要警醒预备。

三、我们「要行在光明中」：提醒我们两件事：
(一)「要脱去暗昧的行为」，这边提到有几件暗昧的行为：

1 「荒宴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不要被酒精充满 要被圣灵充满1.「荒宴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不要被酒精充满，要被圣灵充满。
酒是给那些没有盼望的人喝的，是给那些快要死亡的人喝的。

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不要再醉酒！帝 ， 醉酒
2.不要再「好色、邪荡」，神要我们过一个远避淫行的生活，

因为所有的罪里面，最得罪神的就是淫乱。
3 神也要我们远避「争竞 嫉妒」 因为争竞 嫉妒的人3.神也要我们远避「争竞、嫉妒」，因为争竞、嫉妒的人

就好像一个婴孩，他拒绝长大。
4.不要我们「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要将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4.不要我们「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要将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

虽然肉体跟情欲还在，但是不要去满足它，更不要为它做任何的安排。

(二)要我们「戴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而且要常常披戴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我们美丽的衣裳 能够保护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美丽的衣裳，能够保护我们。

他也是我们光明的兵器，成为我们的战袍。
当我们遵守他的教训、跟随他的脚踪的时候，那是保护，而不是一种装饰。

我们不仅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更是要紧紧抓住基督，活在他的翅膀底下。
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一场梦，而是一个争战。

成为 个好的基督徒 能够爱邻舍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能够爱邻舍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因着主的再来，我们有这样的动力去爱邻舍、去爱上帝要我们所爱的人。

让永恒指导你的现在，让你的现在来预备永恒。传道书三章：让永恒指导你的现在，让你的现在来预备永恒。传道书 章

「上帝创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又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
上帝要我们追求永恒。这世界上的事有好有坏，如果你只在日光之下看，当然是

有好有坏 但是你从神的眼光 日光之上来看 就是「各按其时 成为美好」有好有坏；但是你从神的眼光—日光之上来看，就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成为基督徒是何等有福气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人生的每一步路都是美好的！

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完全明白，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完全明白，
我们仍然可以安息在上帝的引导当中，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位美好的神。



所以，在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我邀请你倾听神在你里面
永恒的呼唤 当你愿意把你的 生交在上帝的手中永恒的呼唤，当你愿意把你的一生交在上帝的手中，

你会发现上帝所为你安排的人生，是一个美好的人生。
趁着还有今天 好好地把握趁着还有今天，好好地把握。

马丁路德讲过：「即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今天仍然会种下苹果树。」
弟兄姊妹 要做一个种苹果树的人 不要只做一个吃苹果的人弟兄姊妹，要做 个种苹果树的人，不要只做 个吃苹果的人。

有一部日本电影叫做「感染列岛」，
女主角是一个医生，她为着医治病人鞠躬尽瘁，女主角是 个医生，她为着医治病人鞠躬尽瘁，

最后自己被感染就过世了，她的先生非常难过，非常思念她。
有一天他在野外散步的时候，他远远地看到一颗苹果树，

他想起妻子跟他分享为什么要行医的原因，
他的心就得到安慰，

他说：「她已经种下了她的苹果树！」

弟兄姊妹：面对永恒 你有没有常常觉得爱得不够？弟兄姊妹：面对永恒，你有没有常常觉得爱得不够？
你有没有把握住现今？你有没有行在光明中？

有没有趁着上帝可寻找的时候赶快来寻找他？可寻找的时候 找

我们为分堂的奉献—一千五百万，今天已经快两千万，
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是什么？

「感谢主！已经达到目标！感谢主！我不必再奉献了！」？
还是有一种遗憾：

「哎呀！我还没奉献，怎么已经达到了！我失去了这个机会！」

我告诉你：来服事主连奉献都要用抢的，不是用推的！用抢的！
爱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爱的教会！

让许许多多爱的神迹在我们教会来彰显！
这是我们纪念 个圣餐最重要的意义！这是我们纪念一个圣餐最重要的意义！

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
今天早上你带领我们思想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

愿主对我们每 个人说话愿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让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
浪 把握住 今让我们不再浪费光阴，把握住现今为你而活，
也让我们行在光明中。

也求你在每一个慕道的朋友心中工作，
他们回应你在他们心中永恒的呼唤，他们回应你在他们心中永恒的呼唤，

快快地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