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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
15:2 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

读经
罗十五

我们 务要叫 喜 ， ，建 德行。
15:3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

「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15:4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罗十五
1‐13

15:4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15:5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 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15:6 一心一口荣耀 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15:7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与 神。
15:8 我说，基督是为 神真理作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15:8 我说，基督是为 神真理作 受割礼人的 事，要 实所应许列祖的话，
15:9 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 神。

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
15 10 又说 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 同欢乐15:10 又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15:11 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哪，你们都当颂赞他！
15:12 又有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
15:13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 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
罗十五1-13

诸长乐牧师 2018.09.02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各位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
两个礼拜前教会有夏令会 刘志雄长老以「以基督为中心的事奉」来劝勉我们两个礼拜前教会有夏令会，刘志雄长老以「以基督为中心的事奉」来劝勉我们，

他用林前三讲了四堂的信息，其中 重要的就是「事奉的人比工作更重要」，
这个是跟我们在世界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

世界在乎你成功，但是神却在乎我们这个人；
 神不仅仅关心你做了什么事，更关心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事奉，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属灵的婴孩，我们还是属肉体的；
 我们做了一点点事就怕别人不知道，我们经不起别人一点点的批评，
 我们充满了嫉妒和纷争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充满了嫉妒和纷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工作是属于上帝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配角，神才是那个主要的主角。

我有很多证婚的经验，我 不喜欢的一种，
就是伴郎伴娘力求表现，忘了自己的身份；
今天所有的焦点都应该在新郎新娘的身上，

我每当看到这样的伴郎伴娘 很想叫他们下去我每当看到这样的伴郎伴娘，很想叫他们下去。

同样的在我们的事奉当中也是如此，
事奉最重要的是让人看见上帝的作为，事奉最重要的是让人看见上帝的作为，

是让人看见神的荣耀。

所以施洗约翰当看到耶稣施洗比他还多的时候，
他门徒的心理非常不舒服，

可是施洗约翰却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我们 起要来好好的建造上帝荣耀的家我们一起要来好好的建造上帝荣耀的家；
不仅仅要建造，

而且建造的方式也需要照神所启示的样式。而且建造的方式也需要照神所启示的样式。



在事奉神的当中有的时候要做一些不小的牺牲。
昨天深夜我接到一个我们在印度宣教士的一个紧急代祷讯息昨天深夜我接到 个我们在印度宣教士的 个紧急代祷讯息，

有一个他们所宝贝的儿子，因为当地的饮水不卫生还有一些原因，
就造成了他身上有非常严重的皮肤病，

唉呀，他实在花了很多的代价！

世界上美好的事情都是要花代价，
但是花代价的服事是 个金银宝石的事奉但是花代价的服事是一个金银宝石的事奉；
等我方便了、等我有空了再来服事的，

那是一个草木禾秸的事奉。那是 个草木禾秸的事奉。

一个美好事奉神的生命，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形成的，
就好像一个漂亮的盆栽，

不仅仅在那个栽培他的人心中有一个蓝图，
而且他要花很多的功夫来往这个蓝图来栽培这个盆栽；
有时候要用铁丝绑 有时候要用 些辅助的器材有时候要用铁丝绑，有时候要用一些辅助的器材，

才能够让那个盆栽成形。

要有合神心意的事奉很重要，但是那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更重要。
 不仅要以基督为中心来事奉 更要以基督为中心来生活 不仅要以基督为中心来事奉，更要以基督为中心来生活。
 事奉是一时的，而生活是每天的，

每天的生活就形成了我们的生命。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我们看到那些表演功夫的人在台上几分钟的时间，
但是他却是日以继夜的在那里练功但是他却是日以继夜的在那里练功。

我们要一起透过今天的经文来思想：什么是
「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我分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我分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

一、罗十五1-3说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是「不求自己的喜悦」。
１.圣经上一开始就说：

你们这些坚固的、刚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教会里面有坚固的人，也有软弱的人。、

「担待」这个字是 个继续不断的动作「担待」这个字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动作；
是一种对有需要的人主动的付出、承担他的难处。

人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想要要求「表面上的公平」；
如果你想在这世界上找公平你是绝对找不到。如果你想在这世界上找公平你是绝对找不到。

有的人有机会受教育，有的人没有机会受教育；
有的人有机会进入婚姻，有的人没有机会进入婚姻；

婚有的人进入婚姻以后幸福的不得了，
有的人进入婚姻以后痛苦的不得了。

所以今天听我讲道的人 是要从你心里面彻底的把在世界上所以今天听我讲道的人，是要从你心里面彻底的把在世界上
要求绝对公平的心挪掉，否则你的日子不好过。

更可悲的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常常也要求公平，，
事实上教会很多事情的运作，

不是用「公平的原则」而是用「爱的原则」。
譬如说夏令会或者办 些活动 我们需要缴某些费用譬如说夏令会或者办一些活动，我们需要缴某些费用，

的的确确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一个教会规定的费用；
但并不表示，你交不起这样的费用就不能够参加，但并不表示，你交不起这样的费用就不能够参加，

这样的人更需要参加。

我劝勉弟兄姐妹不要因为经费的缘故，而轻易的不参加教会的营会或者是活动；
你有任何的需要请告诉今天站在台上的这两位长老，你有任何的需要请告诉今天站在台上的这两位长老，

如果他们说没有办法你再来找我；我们就是要在爱里面互相的担待和扶持。
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上帝给我们有财务上的丰富或者有能力上的丰富，

帝 富 为着我们自己你我千万都要记得，上帝给我们这些丰富，绝对不是只为着我们自己享受；
我很希望每次要办这些活动的时候，很多人来找我说：

「牧师 有谁需要 统统算我的 」那才是一个爱的家庭嘛！「牧师，有谁需要，统统算我的。」那才是 个爱的家庭嘛！
所以，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就是一种「舍己的生活」。

我们信住主以前太容易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信主以后应该做一个悔改—易 ， 悔改
就是「以神为中心」；当你以神为中心的时候，你就会看重神所看重的每一个人。

当我们进入教会的时候，你旁边还有半个位置，你看见有人在找位置的时候，
你是把它坐满了 还是要稍微挤 点让他坐你旁边你是把它坐满了？还是要稍微挤一点让他坐你旁边？

当有新朋友来到教会的时候，坐在你旁边，散会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主动的代表教会邀请他到四楼一起用餐？带领他参加团契？你愿不愿意主动的代表教会邀请他到四楼 起用餐？带领他参加团契？

还没有信主的人，带领他参加慕道班？



我常常说教会像衙门一样：
你认识人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地方；你认识人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地方；
你不认识人他是一个挺可怕的地方；
特别是你从来没有进过教会的人，

什么叫做「使徒信经」？什么时候要站起来？
什么时候要坐下来？什么时候要掏钱奉献；可怕极了。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来崇拜只顾到自己 可以顾到旁边的弟兄姐妹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来崇拜只顾到自己，可以顾到旁边的弟兄姐妹，
会给他有极大的温暖—

有的时候可以帮他翻诗歌，有时候可以帮他翻圣经。有的时候可以帮他翻诗歌，有时候可以帮他翻圣经。
在我母亲的追思礼拜上面，我在台湾的教会有一位老妈妈，

她很晚才信主也没念过什么书；
当我们结束以后许多会友跟我们致意当我们结束以后许多会友跟我们致意，

这位老妈妈握着我的手流泪的说：
「我最谢谢你妈妈，每一次都坐我旁边帮我翻好圣经。」「我最谢谢你妈妈，每 次都坐我旁边帮我翻好圣经。」

这是一个很小的动作，但是却在人的心中有这样深刻温暖的感觉！

二、圣经上说我们不仅不求自己的喜悦，更积极的命令我们要叫邻舍喜悦。
也就是说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邻舍，让我们的朋友，也就是说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邻舍，让我们的朋友，

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能被建造起来。

年纪大了常常会吹牛。为了表示我是一个很好的先生，
我常常跟人吹牛说：「师母煮的菜我一定吃光。」牛吹多了总有一天会穿帮。
有一天师母煮了一道菜，是我不喜欢的，啊你没看到我那脸之臭啊！

后来我就了解 不是师母煮的我都把它吃光 而是师母只煮我喜欢吃的后来我就了解，不是师母煮的我都把它吃光，而是师母只煮我喜欢吃的，
我有什么可夸的呢？我的「老我」还是这么大，

结婚几十年，才一道菜不满意就臭脸。结婚几十年，才 道菜不满意就臭脸。

但是要叫邻舍喜悦也不是一味的讨好他，他有需要改正的地方，
我们也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帮助他，改善他的缺点。
常常聚餐的时候，有些人省惯了，有的人根本还没拿，

他就说「这些都剩下了啊」，他就开始打包。
我就碰到过（对不起 没有在日本 在台湾碰过很多）我就碰到过（对不起，没有在日本，在台湾碰过很多），

所以我就在菜的旁边喊「手下留情啊！等大家都确定都吃完了你再打包。」

不要小看这些事情，你敢不敢说？
还是你就生气了，转头以后再也不来教会，说「这些（人）还是基督徒！」还是你就生气了，转头以后再也不来教会，说「这些（人）还是基督徒！」

爱心也需要有智慧。在我们教会有位青年很想要有一部摩托车，
他没有办法一次付款，所以他就用分期付款；
而分期付款就需要一个保人，他就找我们教会一位长老替他做保—

做长老的风险很大；结果这个年轻人付了几期以后就付不出来了；
付不出来这个车行就要把车子拿回去付不出来这个车行就要把车子拿回去；

所以年轻人就去找教会的长老说：你不可不可以帮我忙？
长老说：「我可以帮你忙，但是我告诉你：长老说：「我可以帮你忙，但是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我每次在教会看到你，我就跟你要钱。
我就是要让你难过，让你知道花钱要有计划。

我情愿你 在难过 好人生的根基我情愿你现在难过，打好人生的根基，
不要你这样混混噩噩的过一辈子。」

哇！作一个天天跟人讨债的长老，那是一个智慧哇！作 个天天跟人讨债的长老，那是 个智慧。

三、不仅仅不求自己的喜悦，不仅仅是要讨邻舍的喜悦，
因为很重要的 耶稣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因为很重要的，耶稣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罗十五3是从诗六九9来的，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满有神的荣美、能力，
但是却承受我们这些无知刚硬的人的辱骂，他不求自己的喜悦。

耶稣有两次洁净圣殿，他都讲到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耶稣基督盼望人来到圣殿不要只想到例行的礼仪而已，不要只想到自己的利益，

而是盼望人真正到这里来祷告 来求告神。而是盼望人真正到这里来祷告、来求告神。
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你我都有这个责任，

弟兄姐妹为你有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吗？
今年的日本夏天非常的热，有一段时间我们四楼的冷气又不凉，

有很多人一面吃饭，一面跟我反应；
但是我愿意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 我们可以有几个反应但是我愿意和弟兄姐妹 起来思想，我们可以有几个反应。

1.教会这么热，天凉了我再来。
2.跟同工抱怨说：我们平常的奉献，你都用到哪去了？
3.好好的为教会祷告，让这些辛苦的长执能够快快把冷气弄好。

来到教会第一个重要的事情不是抱怨，而是祷告。



我们要「同心效法基督」。
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 就是效法基督的生活；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就是效法基督的生活；

我们不仅拒绝老我，而且要同心的效法基督。
要同心效法基督的途径，就是你「要好好的读圣经」。

在这里使徒保罗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我们写的」，
那个时候他所说的圣经是只有旧约的圣经，

离保罗自己的时代也有几千年的时间离保罗自己的时代也有几千年的时间。
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借着圣经发出生命的声音来勉励我们；

并且借着从前先知们所说的话，继续向我们说话；从前先知们所说的话， 我 说 ；
圣经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并且以忍耐为目标来安慰我们。

弟兄姐妹，你人生当中一定会有挫折，一定有你解决不了的问题。
昨天有一个年轻人跟我哭诉，

「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我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
我说「你倒霉吗？那我讲几个倒霉的人给你听听 」我说「你倒霉吗？那我讲几个倒霉的人给你听听。」

他听完以后说：我不倒霉了。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生命当中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这个时候你要如何的来面对？这个时候你要如何的来面对？

比如说一个人生了肿瘤的疾病，医生用尽一些办法都不能解决的时候，
难道得医治是唯一的一条路吗？你现在医好了过几年还是会死的呀！

耶稣复活了拉撒路，然后拉撒路还是死了吧？
重要的是告诉我们：就算我有病，就算我会死，

我仍然可以有天上永恒的盼望！我仍然可以有天上永恒的盼望！
因着有天上永恒的盼望，我可以忍耐，我也知道受苦是有限的，

神怜悯我们，所受的都是有期徒刑。

我告诉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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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要释放你。

在我的事奉当中我也会遇到很多灰心的时候，
但是我打开圣经看到耶稣也被弃绝，
事奉上帝的人也为主受许多的苦 那我受这点委屈算什么？事奉上帝的人也为主受许多的苦，那我受这点委屈算什么？

问题突然变小了，而我心里面的那个忍耐跟盼望增加了。

弟兄姐妹，要花时间读上帝的话！
早期的教会所以会有能力，因为他们信主的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早期的教会所以会有能力，因为他们信主的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他们生命一天天的改变有属灵的影响力。
今天是九月二号，离今年结束还有一百二十天，我挑战弟兄姐妹：

从今天开始每天花十分钟读圣经，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你 少在今年年底之前可以把新约圣经读完一遍。

如果你读完了还有时间 那你就好好的读一下箴言如果你读完了还有时间，那你就好好的读 下箴言。

让我们来彼此激励，今年十二月三十号是主日，求神帮助我们，
在十二月三十号主日，我在门口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每一个人跟我说在十 月三十号主日，我在门口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每 个人跟我说

莎哟那拉的时候，都说「牧师我已经把新约读完一遍！」阿们？阿们。
十分钟—你会发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做很大的工作。

方不要怕读不懂，读得懂的地方去做就行了。
我常常在电车上看到有人在读小说或者书或者是漫画，

我希望有一天在车上碰到我们弟兄姐妹在读圣经我希望有 天在车上碰到我们弟兄姐妹在读圣经，
让上帝的话充满在我们当中。

在救恩当中的合一，上帝非常看重合一，而合一不是同意；接纳我们的多元跟不同。
每次广东诗班献诗的时候我都非常感动，当我想到以后在天上每次广东诗班献诗的时候我都非常感动，当我想到以后在天上

大家都用自己的语言一起来敬拜，没有任何拦阻，可以彼此的接纳；
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多元不同而能够合而为一；这也是耶稣在要离开世界以前

特别为门徒们的祷告 因着我们共同信耶稣 所以我们要合而为特别为门徒们的祷告。因着我们共同信耶稣，所以我们要合而为一。
基督徒的合一是建立在救恩的事实上。

这世界没有公平 惟有在救恩的前面人人公平这世界没有公平，惟有在救恩的前面人人公平。
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救恩；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都得救，
而我们在信耶稣以后得到的救恩跟丰富，没有大小的差别。

说 有学问或者 有 位 但 在 们都 蒙恩地上的人会说你有学问或者是你有地位，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蒙恩的人；
因此我们不要轻看任何一个上帝的儿女；在他们身上有上帝的荣美。

对救恩的信心是唯一不可以改变的；但是在一些其它的次要的事情，对救恩的信心是唯 不可以改变的；但是在 些其它的次要的事情，
譬如说礼仪和文化的事情，爱心才是 重要的，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坚持

来作为没有爱心的借口。信心教导我们自己的良心，爱心尊重别人的良心。
在基要信仰上面我们要合 但是在非基要信仰方面的事情在基要信仰上面我们要合一；但是在非基要信仰方面的事情，

我们可以让弟兄姐妹有一些他们的自由； 重要的事情是要有爱。



罗马书的核心信息是「福音」，
传扬福音，明白福音，信靠福音，福音贯穿了整本罗马书；

但是使徒保罗却用 罗十四到十五13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
教会为着 些小小的事情彼此争论 不能够彼此接纳教会为着一些小小的事情彼此争论、不能够彼此接纳；

很遗憾，常常有很多人信主，因为很微小的事情而离开教会。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出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能够经历从神来的祝福，愿我们每 个人都活出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能够经历从神来的祝福，
这个祝福就是13节所说的，让我们能够经历

「诸般的平安和喜乐，并且藉在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诗篇133：弟兄姐妹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好像有贵重的膏油浇在亚伦的头上。

膏油代表圣灵的工 让我们 起来「活出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膏油代表圣灵的工，让我们一起来「活出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
「在真道上合一」，并且好好的来「谨守遵行上帝的话」，

圣灵要大大的来祝福我们。圣灵要大大的来祝福我们。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降下雨来，
日本今年夏天非常干旱，我们非常需要雨水；

我们心灵也需要圣灵的甘霖。我们心灵也需要圣灵的甘霖。

愿你的话深深的扎根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不再求自己的益处 不求自己的喜悦让我们不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喜悦；
能够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在合 的 中经 你的作为在合一的当中经历你的作为。

在我们当中有难处的或者有不明白的弟兄姐妹，
求你也开他们的心眼对他们的心说话。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