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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读经

1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2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
3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

读经
罗十四
1-15

因为 神已经收纳他了。
4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

而且他也必要站住 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1 15

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5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
6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 神；

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 神。
7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8我们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 是为主而死8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9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

10 你这个人，为甚么论断弟兄呢？又为甚么轻看弟兄呢？
因我们都要站在 神的台前。

11 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
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

12 这样看来 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 神面前说明12 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 神面前说明。

17 因为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读经

因 神 国 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18 在这几样上服事基督的，

读经
罗十四
17-19

就为 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19 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追求和睦彼此建立
罗十四1-15、17-19
诸长乐牧师 2018.07.22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心意更新，宣教植堂」，

我们讲过了几次个人的更新 我们今天要 起来思想教会的更新我们讲过了几次个人的更新，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教会的更新。
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新酒和新皮袋，教会需要有圣灵的工作使生命更新，

但是如果教会在体制、传统与弟兄姊妹的关系上，我们也需要更新，但是如果教会在体制、传统与弟兄姊妹的关系上，我们也需要更新，
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承载圣灵的祝福。神会把很多得救的人加给我们，

但是我们都留不住，就像有很多人形容教会前门开得很大，后门开得更大。
今天的经文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一个不同背景、文化下

信主的人，共同组成一个爱的教会。
不随便去批评 论断我们跟别人的不同 能够互相体恤别人的软弱不随便去批评、论断我们跟别人的不同，能够互相体恤别人的软弱，
建立一个充满爱的信仰共同体，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



一、建立于价值的尊重、建立在价值上面的尊重：

初代教会是由两批人组成的 一批是原来就已经信犹太教的犹太人初代教会是由两批人组成的， 批是原来就已经信犹太教的犹太人，
他们明白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就信了耶稣；还有一批是非犹太人。

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非常熟悉旧约的律法，他们信主以后仍然遵守
旧约的饮食、日子，这些条例跟礼仪；但是外邦的基督徒比较不受约束！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一开始就讲到，有一些人是信心软弱的人。
教会 会有 信心软弱的人教会里面会有一些是信心软弱的人！
这些人有可能是犹太人，也有可能是非犹太人。

但是这里指的软弱，并不是指着品格上的软弱，或是得救信心的软弱，但是这里指的软弱，并不是指着品格上的软弱，或是得救信心的软弱，
而是指着对某一件事情、或某一时刻和环境下，他非常的优柔寡断！

甚至是怀疑自己或者怀疑别人的信仰。

其实在我们当中我只要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你就可以晓得…
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如果我们要举手表决的话，教会就分裂了。

吃血的 坐 边 不吃血的 坐 边吃血的，坐一边；不吃血的，坐一边。
我们家也分裂了，我从小就不吃血，师母很喜欢吃一种东西，我不告诉你。

在这里特别讲到两件事情，一个讲到吃肉，一个讲到一些节日。

保守的犹太人祗吃按着律法的方法宰杀的肉，叫做Kosher。
他们不穿两样混纺的东西，这也叫做Kosher。
但是我想对我们很多人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想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

在这里我们就讲到，两种传统或者是对一些事情看法不同的人，
怎么生活在 起呢怎么生活在一起呢？

良好关系的基础是尊重，不仅教会、家里、各方面都是如此。
你要跟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就要先彼此有尊重你要跟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就要先彼此有尊重。

我再一次说：良好关系的基础是尊重。

我们必须要从圣经的真理 角度 来认识人的价值我们必须要从圣经的真理、角度，来认识人的价值，
我们不是一个没有理由的尊重，

正因为我们认识真理，所以我们更需要对人尊重。认识真 ，

人的价值有两方面来定义：

1 建立在「神的创造上面」：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1.建立在「神的创造上面」：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人本身就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赋给他价值。
但是今天我们常常会从一些附加的东西，来看这个人的价值：

这个人的肤色是什么？职业是什么？学位是什么？再俗气一点，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钱？他有几个房子？几部车子？但这都是附加价值！

我们每 个人都是光溜溜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谁带着这些东西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光溜溜地来到这个世界上，谁带着这些东西来？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教会的长老，他是病理科的医生，后来他们移民到美国，
有一次他们有一个会友在开刀 长老娘就坐在外面陪伴家属…有 次他们有 个会友在开刀，长老娘就坐在外面陪伴家属…

一个白人说：「我觉得白人最优秀，你看所有的领导都是白人，白人有教养。」
坐他旁边的黑人不服气说：「你去看看那些运动员，要是没有黑人，

美国可以得几块牌子？真正打起球来，你们白人都怕我们黑人！」
我们这位长老娘就说：「到底白人优秀？黑人优秀？还是黄人优秀？我不知道！

但是我先生是病理科的主治医师 他告诉我说管他哪 种肤色的人但是我先生是病理科的主治医师，他告诉我说管他哪一种肤色的人，
切开来通通一样！」

我们为什么要关怀弱势？我们为什么要去爱那些身心不健全的人？
如果照进化论的理论来说 我们根本不 关怀他们如果照进化论的理论来说，我们根本不要关怀他们。

进化论说「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些人早就该淘汰了。
但是我们爱他们 是基于他们是神的创造 跟你 我一样的尊贵但是我们爱他们，是基于他们是神的创造，跟你、我一样的尊贵。

我有几次去北京跟上海旅游，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看到隔壁一桌都是西方人 每一家都带着一个中国孩子看到隔壁 桌都是西方人，每 家都带着 个中国孩子，

更了不起的都是有残疾的孩子！
我知道他们去认养这些孩子准备带回美国，我的心受感动。我知道他们去认养这些孩子准备带回美国，我的心受感动。

各位你家没有孩子有话，你会去认养一个怎样的孩子？
我们一定会去找一个健康的、俊美的，我 定会 找 健 、俊 ，
谁会去找一个有残疾的？

但是当你真的从心里面去从神的眼光来看人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得到。



人的价值有两方面来定义：
2 「上帝的救赎」2.「上帝的救赎」：
这世界上我们常常被别人评论，你值多少钱？

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 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每 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都是神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

有哪一位老板愿意为你死？你为老板死是正常的，有哪 位老板愿意为你死？你为老板死是正常的，
就好像狗咬人是正常的，人咬狗不正常，人为神死，正常。

但是我们的信仰却告诉我们，，
这位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死，这是福音。
特别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或被别人欺负的朋友，你要知道上帝爱你，

你在神的眼中是有价值的，他愿意用他儿子的宝血来救赎你。
因此我们不可以随便去批判一个、论断一个神所重价买赎回来的弟兄姊妹，

我们反而要建立 种接纳的关系 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们 爱他们我们反而要建立一种接纳的关系，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们、爱他们。

圣经更告诉我们说，你要看清楚你到底在批评谁？你到底在论断谁？
这边说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主耶稣的仆人 不是一个平常外面雇来的人这边说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主耶稣的仆人，不是 个平常外面雇来的人，

而是他的家仆，如同他的家人一样。中国人有一句话很好—
「打狗要看主人面」，我看到一条狗很讨厌，牠老对我吼，我真想打牠！「打狗要看主人面」，我看到 条狗很讨厌，牠老对我吼，我真想打牠！

旁边有人告诉我，这是千惠的狗，我想到等一下要请她帮我翻译，
那我就鼻子摸摸算了，人不跟狗斗！

当我们骂一个孩子没有教养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在骂这个孩子，
你在骂他的爸爸、妈妈。我们觉得他会跌倒，

其实主能够使他站住。他一定能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你守日子，你吃一些东西是为主吃的，你感谢上帝！

但是你不要忘记 他不吃 他也感谢上帝但是你不要忘记，他不吃，他也感谢上帝！
我们信靠的、敬拜的是同一位上帝，

就好像弗四「一主 一信 一洗 一神」就好像弗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
良好关系的根基就是从圣经去看人的价值。

二、看清楚生命的意义：
什么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这是7 12节告诉我们的 基督徒的什么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这是7-12节告诉我们的，基督徒的

生命价值观是不再为自己活，也不为自己死，乃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死。
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不论生或死都让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不论生或死都让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更为我们复活，所以他才是主。
我们连自己都不是自己生命的主宰，更何况我们怎么可以去批判别人？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大丈夫能屈能伸」，
我可以为主而活，我也可以为主而死。我可以为主吃，也可以为主不吃。
我已经跟各位做过见证，我们教会的杨长老平常是不吃饭的，

可是当我们去缅甸宣教的时候，那些人每餐都请我们吃饭，
我就挑战他说 你吃不吃 他说 「宣教的饭 哪能不吃 」我就挑战他说：你吃不吃？他说：「宣教的饭，哪能不吃！」

一次有人给了一大碗饭，我跟他说：「你吃完，我就叫你大哥。」
结果就是—我叫他大哥结果就是—我叫他大哥。

他回日本以后，又不吃饭了！你会发现这就叫做为主而活，也为主而死。

生和死就是人生的总和！
90%以上的墓碑 只有你的名字 还有你的生日跟你死的日子90%以上的墓碑，只有你的名字，还有你的生日跟你死的日子。
在这当中我们要决定，什么是对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事，

不要只盲目地遵循一些传统或者是社会的价值、自己的意见。不要只盲 地遵循 传统或者是社会的价值、自 的意见。

有人常常来找我说「我失恋了！」「我没工作！」
我第一个问说：「这会死人吗？不会死人的都是小事！」

我看到一个女孩子，明明那个男孩子很不称头，她硬要爱他！
我问她：「你非他不嫁吗？不嫁会死吗？」

她如果说：「会！」我就说：「那你就嫁！」
她如果说：「不会！」那我说：「你再考虑、考虑！」

你会发现在我们一生当中，家人是最重要的，
我陪过很多临终的人，最想看的都是家人。
每次我讲道都提醒各位 我们是主里面的家人每次我讲道都提醒各位，我们是主里面的家人，

我们的爸爸不喜欢看我们彼此批评、论断。



我在台湾事奉的时候有一段很艰苦的时间，有一位一起创堂的长老跟我意见不合，
教会逐渐长大了 但是他还想要用家庭式的管理 有一次就非常生气地跟我说：教会逐渐长大了，但是他还想要用家庭式的管理。有一次就非常生气地跟我说：

「我以后再也不要见到你！」柿子挑软的吃，他不会跟长执会讲，他跟我讲。
我就跟他说：「弟兄啊，对不起！现在不见，将来天家还得见！」我就跟他说：「弟兄啊，对不起！现在不见，将来天家还得见！」

我们都会为我们讲过的话羞愧得无地自容！

同时在这段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同时在这段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每 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
我们都不是审判官，只有上帝才是审判官，你我都是等待被审判的人。

审判的时候不是告状的时候；是我们个人要将自己的事情向上帝说明。
各位弟兄姊妹相信我，你见到神的时候，你再也没有任何的兴趣去控告弟兄姊妹，

自己在神的面前亏欠都觉得来不及了！我也提醒一些人，
如果有许多人使你软弱 使你跌倒 使你不再事奉 你也要快快悔改如果有许多人使你软弱、使你跌倒、使你不再事奉，你也要快快悔改。

将来你在神面前，你没有理由去控告说：「我讨厌诸牧师，所以我不服事！」
神会告诉你：「你讨厌诸牧师 还有…！」神会告诉你：「你讨厌诸牧师，还有…！」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陈明自己的事情，让我们看清楚生命的价值。

三、要「关心上帝所在乎的」
保罗常常提醒传道人 提醒弟兄姊妹 要远避不必要的辩论 虚谈保罗常常提醒传道人、提醒弟兄姊妹，要远避不必要的辩论、虚谈。

神最在乎两件事：
1.「爱心」：今天诗班的献诗，真是有圣灵的带领。「爱心」：今天诗班的献诗，真是有圣灵的带领。

你做一堆的事情，你没有爱心，你就白做。
要记得所有的事情要本着最高的原则，就是爱人的道理；

你怎么做人都有人讲的。我和师母跟夏令会的同工说：
「你们排床位的时候，可以随便排我们！

把我们安排一间也好，把我们分散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也好！」
我们很喜欢趁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在一起，

特别是慕道的朋友 我们觉得是很难得的机会特别是慕道的朋友，我们觉得是很难得的机会。
但是同工们也提醒我们说，这样也有副作用！

有人说：「是不是牧师 师母不好 所以不要排同一间 」有人说：「是不是牧师、师母不好，所以不要排同 间。 」
所以我说：「同工你们怎么样的安排，我都顺服。」

2.上帝的国最在乎的是「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多多地谈我们怎么样地蒙神保守；
怎么样地与神、与人和好，在主里面的喜乐是造就人的。

我们要尽一切所能地去追求建立德行 跟彼此建立的事情我们要尽 切所能地去追求建立德行，跟彼此建立的事情。

有一只兔子去钓鱼，钓了两天都没钓到，很沮丧。
他第三天又去钓鱼，结果湖里面就跳起来一只大鱼，就指着兔子说：他第 天又去钓鱼，结果湖里面就跳起来 只大鱼，就指着兔子说

「我告诉你，下次你再拿胡萝卜给我吃，我就对你不客气！」
兔子觉得胡萝卜好吃，

所以他觉得所有人都应该觉得胡萝卜好吃所以他觉得所有人都应该觉得胡萝卜好吃，
其实不是这样，对不对？

不要拿我们自以为对 或好的事情来批评论断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拿我们自以为对、或好的事情来批评论断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我们信主的年日也不一样，

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互相接纳而且宽广的基督徒。

弟 姊 讲真理 基督的爱弟兄姊妹，教会不仅仅要讲真理，更是要显明基督的爱。
没有爱的真理是冰凉的，
没有任何的影响力 也不会有人受感动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也不会有人受感动。

我们绝大多数的人进入教会，都是因为教会有爱，
在爱的氛围里面我们一天、一天地明白真理。在爱的氛围里面我们 天、 天地明白真理。

求主帮助我们的教会不仅有真理，更有基督的爱和宽广。

我也愿意跟慕道的朋友讲几句话我也愿意跟慕道的朋友讲几句话，
上帝完全地爱你、接纳你，不管人怎么看你，

你在神的面前是有价值的。你在神的面前是有价值的。
他爱你，用他儿子耶稣的宝血买赎你。

趁着有今天，快快地接受耶稣基督作你的救主。



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是何等地宽广，你爱世人。
主耶稣我们也求你恩待我们主耶稣我们也求你恩待我们，
常常浸泡在你的爱里面，
能够爱你所爱的弟兄姊妹能够爱你所爱的弟兄姊妹。

赦免我们过去批评、论断的罪，
让我们从你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弟兄姊妺；

也求你恩待慕道的朋友
能够快快地来接受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