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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32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 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读经 32 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
33 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

太廿五
31-46

34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
『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35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 渴了 你们给我喝 我作客旅 你们留我住35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
36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
37 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甚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
38 甚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
39 又甚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40 王要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40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41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
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读经 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42 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
43 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

太廿五
31-46

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
44 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甚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

或作客旅 或赤身露体 或病了 或在监里 不伺候你呢？』或作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
45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
46 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以基督为中心的爱心
太廿五31-46

诸长乐牧师 2018.11.04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各位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家人：大家平安！
每个主日可以在这里一起敬拜，实在是非常欢喜的事情。
主日崇拜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提醒我们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

只有神才是世界的中心 金钱 工作 成功都不是我生命的主宰只有神才是世界的中心，金钱、工作、成功都不是我生命的主宰，
只有神—耶稣基督才是我生命的主。

旧约的时候 神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 纪念神的创造 学习主的安息；旧约的时候，神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纪念神的创造，学习主的安息；
当他们出埃及以后，神更要他们纪念上帝的拯救。

当新约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记念主日，
主日是记念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也是记念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因此，我们不论在任何困难当中，对主都可以有信心，
因为 大的困难跟苦难—死亡，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因为 大的困难跟苦难 死亡，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

我们生命中任何困难跟需要，神都可以恩待、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对主有信心—因为主掌权，直到永远。

成为一个基督徒，外表行为的改变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内在心思意念的改变；
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转变为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人。

每 个基督徒都要记得 件事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记得一件事：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若是都只注重外在的改变，信耶稣没有多久你就会发现变成了一个法利赛人，若是都只注重外在的改变，信耶稣没有多久你就会发现变成了 个法利赛人，
会觉得我的行为不错，然后去批判别人跟我们的不一样；

忘记了自己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黄长老跟我讲 件事 美国有 个机构对基督徒做了 个问卷调查 结果发现黄长老跟我讲一件事：美国有一个机构对基督徒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结果发现：

60% 以上的基督徒 后都发现自己成了法利赛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深切的提醒：所以我们每 个人都要深切的提醒：

我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有没有让耶稣基督作主？

今年夏令会的时候，刘志雄长老夫妇以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事奉和婚姻」跟我们分享「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事奉和婚姻」跟我们分享，

我在过去也用罗马书来跟各位分享「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生活和宣教」，
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以基督为中心的爱心」。

马太福音24、25章讲到主再来的日子，
特别提醒每一个神的儿女要警醒预备。

今天我们领受圣餐不仅纪念主为我们受死 并且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今天我们领受圣餐不仅纪念主为我们受死，并且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

基督徒的等候不是消极的坐在那边等而已，而是很积极的在三方面预备自己。
一、是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有没有时时刻刻连结在主的身上？、是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有没有时时刻刻连结在主的身上？

就好像那个聪明的童女，不仅灯点亮了而且还预备了油。
二、就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

所以我们在事奉上面要有忠心。
三、讲到我们对肢体的爱。
十字架不仅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恢复 也讲到我们和肢体之间的关系十字架不仅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恢复，也讲到我们和肢体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爱是 大的」。

圣经上说「神就是爱。」他因为爱我们而舍命，他也要我们活出一个爱的生命。
要我们：尽心 尽性 尽力 尽意去爱神 同时也要爱人如己要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爱神，同时也要爱人如己。

圣经上也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主所给我们的命令。」
命令就是不可以不遵守的。主耶稣也用「替门徒洗脚」来成为一个「爱的榜样」，

并且教导我们要用主的爱来彼此相爱。

约翰一书是讲「爱弟兄」 透彻的一卷书，…
短短的5章圣经 告诉我们非常宝贵的真理短短的5章圣经，告诉我们非常宝贵的真理：

首先：「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的里面。」约翰很喜欢用「住」这个字，
不是来坐一下，不是来喝杯茶，而是来住—一个长期的关系。不是来坐 下，不是来喝杯茶，而是来住 个长期的关系。
而一个爱弟兄的人，就住在光明中，在光明中行事为人，走路就不容易跌倒。

在这边特别提醒弟兄姊妹，你觉得：
在爱弟兄的时候比较容易跌倒？还是在批评弟兄的时候比较容易跌倒？
在爱牧师的时候比较容易跌倒？还是在批评牧师的时候容易比较跌倒？
我想你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什么时候我批评论断了 就是我开始软弱了我想你我比任何人都清楚：什么时候我批评论断了，就是我开始软弱了；

我越批评越论断，我里面就越黑暗，然后我就会一步一步的软弱跌倒。

爱弟兄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有一个平安，
更重要的是 爱弟兄可以使我们的祷告蒙垂听更重要的是，爱弟兄可以使我们的祷告蒙垂听。
有很多人问我说：牧师，「为什么我祷告上帝都不听？」

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省察：我有没有爱弟兄？同时，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
圣经上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了，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但是这一切的「爱」，不是出于我们自私的爱，不是自我感觉良好的爱。
有人爱的让人非常难过 他替别人洗脚的时候 不是用冰水就是用滚烫的水有人爱的让人非常难过，他替别人洗脚的时候，不是用冰水就是用滚烫的水，

那是一种「自我中心的爱」，要「爱到让我满意」，
不是「爱到让弟兄觉得被服事」；爱 让弟兄觉 被服事 ；
那是一种自我中心的爱，而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爱。

什么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爱」呢？
主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我怎么样爱你们—耶稣怎么样爱我们，
我们要用耶稣那样的爱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用耶稣那样的爱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

这是一种「谦卑舍己」的爱。



约三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
叫我们信靠他 就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但是 千万不要忘记—叫我们信靠他，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千万不要忘记

约壹三16 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很喜欢，但是我们也要像主一样，为我们的弟兄姊妹舍命。

我们不可以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就会爱弟兄姊妹。
不能够去爱那个看起来不完全的弟兄姊妹，

你说你爱神 这个爱都是假的你说你爱神，这个爱都是假的。

我一直都很讶异一件事情：主耶稣要我们用「彼此相爱」来见证我们是他的门徒，
而不是用神迹奇事、聪明能力来见证他。而不是用神迹奇事、聪明能力来见证他。
当预备这篇信息时，我很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以彼此相爱能够让全世界知道—

东京国际基督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
东京国际基督教会是一个「以彼此相爱让大家都很羡慕的教会」，

而不是「地点很好、很有钱、讲道很好、东京 大的华人教会」。
巴不得这些都不是我们夸口的因素 而是人一提到巴不得这些都不是我们夸口的因素，而是人 提到

东京国际基督教会，就说「这个教会是一个相爱的教会」。

二、爱那 小的。我们常常觉得很自卑：
我的恩赐 才干都很有限，我不像能翻译 能讲道，我不能为主做什么。我的恩赐、才干都很有限，我不像能翻译、能讲道，我不能为主做什么。

但是很奇妙的，这段圣经却说当我们做在一个 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主的身上。
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能力做得到的，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常常是很小的事情；

小到一个地步，我们做了，我们自己都忘了。有一天当他们得奖赏的时候，
主说：「你们做了这些事情」，他们说：「我哪里有做啊？」

但是主耶稣却说「你做在一个 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 」但是主耶稣却说「你做在 个 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

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会忘记但是神不忘记。我们常常做了一点点好事，
别人忘了，难过…，真是狼心狗肺，我对他那么好，他都忘了！别人忘了，难过 ，真是狼心狗肺，我对他那么好，他都忘了！
我告诉你，他忘了，我自己忘了，都不重要。有的人老年痴呆

连他儿女是谁都忘了，但是你为主所做的，主永远都不忘。
另 方 也看到神跟我们有何等的认同另一方面也看到神跟我们有何等的认同！

我们一切的需要主都知道，对我们好就是对主好，欺负我们的就是欺负主；
同时我们也要非常的谨慎，不要轻易的使一个信主的人软弱或跌倒，同时我们也要非常的谨慎，不要轻易的使 个信主的人软弱或跌倒，

更不可以轻看在主里任何一个微小的肢体，因为他们有使者常常在神的面前。

我们都有一个误会—教会谁 重要？牧师 重要？长老执事 重要？
有能力 体面 成功的弟兄姊妹 重要？有能力、体面、成功的弟兄姊妹 重要？

但是事实上教会 重要的肢体，不是那些看为体面高贵的人，
而是那些 不起眼、 软弱的肢体—这是教会的奥秘，

软弱的肢体是上帝看得起我们、托付我们去照顾。

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没有软弱的肢体，都是那些光鲜亮丽的，我告诉你们：
那是俱乐部 不是教会 只有有软弱肢体的时候 才能够显出上帝的丰富和能力那是俱乐部，不是教会！只有有软弱肢体的时候，才能够显出上帝的丰富和能力；

而且只有当我们从心里面去服事这些软弱的肢体的时候，才能够把我们当中的
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不要把你的软弱当成一种自卑的借口，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不要把你的软弱当成 种自卑的借口，

圣经上说，越是软弱的肢体，上帝要给他加倍的荣美。
其实要服事软弱的肢体并不需要什么浪漫（Romantic）的情怀，只要你有一个

爱愿意去服事他们的意愿，像耶稣基督一样去爱他们、服事他们。

看看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他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你可以爱他们 服事他们 就好像我们发圣餐的时候你可以爱他们、服事他们，就好像我们发圣餐的时候，

是你把耶稣的身体传递给他，你服事他，你把耶稣的生命给他。

这个礼拜、礼拜一的时候，我跟师母说我们出去走走，到了一个公园，要买票，
那个卖票的先生看看我，说：你65岁了？我说：没有没有，还差几个月，那个卖票的先生看看我，说：你65岁了？我说：没有没有，还差几个月，
男人也有尊严的。他那天心情特好，他说：我就是要卖你这个65岁以上的票，

我就很高兴地接受了；他说买一送一，师母也是一样；
我说：这个不行，我老婆还年轻。

哎呀！一方面感觉良好，觉得已经可以享受老人的优待，
一方面又有一点悲从中来…主啊！我65岁了 我还有多少时日可以服事你？方面又有 点悲从中来…主啊！我65岁了，我还有多少时日可以服事你？

礼拜二早上我上班的时候，看到有一对母女正在问一个日本的服务员要怎么搭车，
她是华人，所以那位服务员听不懂，我就告诉她们该怎么去搭车。她是华人，所以那位服务员听不懂，我就告诉她们该怎么去搭车。

其实我 近心情一直都很沉重，有很多的人需要关怀；当我那一天帮助了
那一对母女，我心里就非常的喜乐。我和师母来到日本 大的一个感受就是：
我们什么都不会 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不是吹牛 从你 生 你过世 我统包我们什么都不会。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不是吹牛：从你出生到你过世，我统包—

你要什么资源，我可以介绍你什么资源。来到这里我什么都不能做，
很多地方你给我地址我也找不到 但是当我发现我也能帮助人的时候，很多地方你给我地址我也找不到。但是当我发现我也能帮助人的时候，

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喜乐。我并没有太多改变，但是我愿意去帮助比我更软弱的人。



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神爱的触摸」，
这段经文中我们发现有些人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这段经文中我们发现有些人没有做他们该做的事。

我觉得现在的基督徒太注重「我有没有做错事」，
而没有注重「什么是我该做的事而没有去做！」

如果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注重在我有没有做错事，我们就会去批判别人！

弟兄姊妹，多花一点精力去做神要你去做的事，
如果知道这个事情该做而不做—也是罪！你会发现这些人说：

「如果知道是主，我一定做。」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
我们每一个主日来的时候 诗班都宣召说： 「主在圣殿中」！我们每 个主日来的时候，诗班都宣召说： 「主在圣殿中」！

你真的相信主在圣殿中吗？今天主耶稣在我们当中，你吓都吓死了！
那个道成肉身、复活的主在我们当中，你吓都吓死了！

主是不是在我们当中？是！他在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的心中。

我们的眼睛常常被蒙蔽了。在 可九里面讲到耶稣医治了一个瞎子。
那次耶稣的医治很特别 通常耶稣摸 下就好了 但是那次耶稣还吐个口水那次耶稣的医治很特别，通常耶稣摸一下就好了，但是那次耶稣还吐个口水，

然后又为他按手祷告，而且祷告了两次…

因为第一次祷告完耶稣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
他说：我看见了人行走好像树木一样他说：我看见了人行走好像树木 样，
主耶稣再次为他按手祷告，

他说：我现在看得清楚了。

我求主在今天早上按手在我们心灵的眼睛上，
让我们看见旁边的弟兄姊妹的可爱跟宝贵，

我们都需要被神的爱所触摸 让我们的眼光 生命改变我们都需要被神的爱所触摸，让我们的眼光、生命改变。

有一首歌说：
亲爱的主 只要你的手一摸 我就立刻能够看见亲爱的主，只要你的手一摸，我就立刻能够看见。

「爱」是上帝看重的，
爱是一个人真正有「信心」和「盼望」的见证。

我们需要服事那个软弱的肢体，从他们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
要让神的爱触摸我们，

我们才可能以基督的爱去爱人我们才可能以基督的爱去爱人。

我在台湾的时候曾经为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施洗，
他的个性非常内敛 含蓄 他不太会跟人交往他的个性非常内敛、含蓄，他不太会跟人交往，

后来我了解他因为从小父亲对他不当的管教，让他不懂得怎么表达。
他信主以后稳定的追求，因为自己小的时候受害就立志要做小儿科医师。

他是小儿血液科的权威，研究小儿的遗传学；他有一个非常大的发现，
叫做表观遗传学：一个环境中的各样因素，

可以打开或者关闭我们里面的一些基因可以打开或者关闭我们里面的一些基因，
而且打 或关闭甚至可以遗传到下一代。

所以，就算是你有一个不是很健全的父母亲—所以，就算是你有 个不是很健全的父母亲
其实没有一个父母亲是健全的—

但是我们可以努力照着真理而行来改变环境，
良好的 境 优良的基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而且可以打 我们里面那个优良的基因。

求神恩待我们教会，因着我们愿意遵行真理，
让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爱的基因被打 了让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爱的基因被打 了，

冷漠的基因被关闭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希望你的教会充满了爱。

过去我们要不然就是不爱，
要不然就是自我中心的爱。

求你赦免我们，求你赦免我们，
让我们不轻看旁边任何一个弟兄姊妹，

求你触摸我们心中的眼睛，求你触摸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我们都渴望遵行你的命令，
让教会里面爱的基因被你大大的 启让教会里面爱的基因被你大大的 启，

因为你来了就是要把新生命给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