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书

第廿七课…

信徒的彼此生活

基督徒的生活，不是独善其身作基督徒，
基督徒的生活
不是独善其身作基督徒
一定是跟别人有交往。
人与人之间应当如何来生活呢？选出其中
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和睦、
彼此担待、彼此劝戒，把 些要点提出来。
彼此担待、彼此劝戒，把一些要点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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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讲基督徒彼此的生活，
 罗十二到十六「彼此」用了十二次，
「彼此」用了十二次
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和睦、
彼此建立 彼此劝戒 彼此担待
彼此建立、彼此劝戒、彼此担待…
 在保罗书信中一共用了四十次

音量、全萤幕

十三8-10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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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相爱，中文和合本圣经好像有三句话：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惟有彼此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希腊文只有两句话：我们什么都不要欠、只有欠爱的债。
对于基督徒而言，对没有信主的我们也是爱，
对于基督徒而言
对没有信主的我们也是爱
但是是要把福音传给他，因为这是上帝最大的爱，
也是我们对人重要的爱 希望他
也是我们对人重要的爱，希望他
灵魂得救、得永生、得荣耀，把福音传给他的债务。
保罗他有比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欠债的心
保罗他有比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欠债的心，
保罗信耶稣以前是杀害基督徒的，
以后信耶稣 一到教会看到基督徒
以后信耶稣，一到教会看到基督徒，
就产生亏欠感–我真是欠了他们爱的债。
他说：「凡事都不要亏欠别人。」
所以基督徒不要欠债、什么都不要欠，
不过有 个债是 直欠、欠到我们去见主，
不过有一个债是一直欠、欠到我们去见主，
那就是「彼此相爱」的这个债务。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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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亏欠感带来什么样的心态呢？
 我们若欠一个人很多钱，一定不会对他高傲，
我们若欠 个人很多钱
定不会对他高傲
反而谦卑、客气地，见面时低声下气一点
 欠了别人，心里面就会想去补足、偿还、服事别人
欠了别人 心里面就会想去补足 偿还 服事别人
这种心态如果常常存在心里，
就能够善待别人 总是觉得是我欠了他
就能够善待别人，总是觉得是我欠了他。
常常问题总觉得别人欠我的，老觉得别人不够关心你，
你为什么不去主动关心别人？
 保罗说：「我们要有亏欠的感觉。」
当你真的感觉欠了别人，就会想办法去补足亏欠
 真正这种亏欠、爱人的心，
保罗说：我们就会完全了律法、
就不会加害于人了，
我们还要去成全别人
当满有爱要去成全别人，你就会对别人很好了。

爱不会加害于人，爱要成全别人，
爱会让别人的优点更多显出来 缺点不要去发扬
爱会让别人的优点更多显出来、缺点不要去发扬，
这样的爱，就会让别人能够得到建立。
如果我们彼此常存爱的心 亏欠别人的心
如果我们彼此常存爱的心、亏欠别人的心、
要成全别人的心，就真正成全了律法，
 像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
像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根本不会去行了
 反而去把正面的、把好的、去表现出来
反而去把 面的、把好的、去表现出来
所以基督徒彼此的关系，是爱中来彼此的对待。
有人问耶稣：「律法诫命里，哪一条最重要？」
有人问耶稣：「律法诫命里，哪
条最重要？」
耶稣马上回答：「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
爱人如
」
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
真正能够把爱活出来，
是基督徒美好的表现，也是基督教的精髓，
但愿每一位基督徒能充满了爱。

圣经另外提到是我们要彼此接纳…
十四1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信心软弱的 你们要接纳 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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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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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接纳，
表示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才需要接纳，
都相同 那就没问题，
都相同、那就没问题，
守日子、不要守日子，
吃素、吃荤、从来不肯吃肉，
是文化习俗、饮食传统、生活方式不一样，
这种不一样的事情实在很多，
要学习彼此接纳。

十三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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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这里强调要持守真理，
一个真正的爱绝对不是溺爱、不是放纵，
这个爱必须有真理。
圣经一再强调「爱心说诚实话」，
活在荒宴醉酒的、不可以
争竞嫉妒的、不可以，
好色邪荡的、不可以
荡
放纵私欲的、不可以
要活在光明之中 这是圣经里面真正的爱
要活在光明之中，这是圣经里面真正的爱。
不要让别人走错了路，把别人劝回，
这是很要紧的道理。
这是很要紧的道理

有的是信仰上不能妥协的绝对真理，
有些是信仰上可以接纳的相对真理，
有些是信仰上可以接纳的相对真理
不要把相对真理当成绝对真理。
什么叫绝对真理？举个例子
什么叫绝对真理？举个例子–
 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这是要坚定的，
不能像犹太人 守安息日 受割礼可以得救
不能像犹太人，守安息日、受割礼可以得救，
或好好去修桥铺路、多捐一点钱，那不行的
 按照圣经：绝对的真理就是要信耶稣，
按照圣经：绝对的真理就是要信耶稣
十字架的救恩、悔改认罪，这是无法妥协的
但有一些相对的文化习俗的
但有
些相对的文化习俗的、跟得救无关的，
跟得救无关的
 有人从小吃素，信了耶稣之后照常可以吃素
 犹太人有的守安息日，他愿意守、可以守，
犹太人有的守安息日 他愿意守、可以守
各种礼仪要守都可以守
这 种是非绝对性真理，
这一种是非绝对性真理，
可以包容、可以接纳。

今天基督徒中间有时一点小事不能接纳，
吵来吵去 实在很不必要
吵来吵去，实在很不必要…
庆祝圣诞节，有的基督徒非常反对，
认为耶稣哪 天降生 我们也根本不知道
认为耶稣哪一天降生，我们也根本不知道，
西方教会 12/25、东方教会 1/7、亚美尼雅教会 1/19，
其实定哪 天不太重要 也是成为普世传福音最好的日子
其实定哪一天不太重要，也是成为普世传福音最好的日子
 收奉献的方式，有的人就吵这些–
到底要传袋子 传盘子 还是摆奉献箱
到底要传袋子、传盘子、还是摆奉献箱，
这是各教会自己去决定，不要去争执
 唱诗歌，拍手、举手、摇手、就站在那边唱，
这些都不重要，不要强迫人做什么，
真
，
灵 诚
主耶稣告诉我们：真正拜父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
若不诚实，随便摇手、举手、拍手，有什么意思呢？


真正蒙神悦纳，这是最要紧的，
学习彼此接纳、彼此尊重，让神能在我们中间得到满意。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
不可以论断弟兄 因为自己眼中有梁木
不可以论断弟兄，因为自己眼中有梁木，
先把自己梁木除掉，然后去帮弟兄把刺拿出来。
凡是先拿出来的 一定是上帝的恩典 拯救
凡是先拿出来的，一定是上帝的恩典、拯救，
把一个梁木在眼的人改变了！
这就合于 十五14 什么人可以劝戒别人呢？
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戒。
也就是你先经验了神的良善，
 自己在神面前先被改变，
然后明白神的旨意、充足了知识
 神旨意充充满满在我们心里，
用爱心说诚实话，
用爱心去指正、去改变别人，
当爱心充满的时候，神会作工

下面一个是比较重要的，彼此劝戒…
十五14 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

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戒。
彼此劝戒是要做的，
我们要把对方不当的地方提出来，比方说：
有人抽烟烟，我们就劝戒他，
你这样做不对啊。
另外一个彼此论断，是不可做的，
十四13 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
十四13a
所以 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

论断，也是要把别人缺点提出来，
也会说明这些缺点。
劝戒跟论断到底有什么
相似、相异的地方呢？

要彼此的担代…
十五1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
担代比劝戒是更进一步。
就好像有一辆汽车抛锚了，有一个人跑来了，
就好像有
辆汽车抛锚了，有 个人跑来了，
 指出很多毛病，告诉你下一次要小心，
把毛病给你指出来，这叫作劝戒，
讲完之后，他可能就走掉了
 他告诉你什么毛病、提醒你小心，
然后把西装一脱、袖子一卷，
亲自下手帮你修理，这叫作担代
我们今天彼此之间，劝戒完了要担代，
要帮助软弱的人使他信心能够刚强、
使他能够真理更明白、使他站立得更稳固。

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帮助他的门徒，
都是担代他们的软弱。
都是担代他们的软弱
主耶稣担代彼得的软弱 – 彼得三次不认耶稣，
耶稣复活以后 从来没有 次问彼得
耶稣复活以后，从来没有一次问彼得：
「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三次不认我？」
 耶稣知道他的软弱，所以扶他起来，担代他的软弱，
耶稣知道他的软弱 所以扶他起来 担代他的软弱
耶稣先问他：「你爱我吗？」
让他真正改变 真正倚靠主 求主来赦免他
让他真正改变，真正倚靠主、求主来赦免他
 然后耶稣三次托付他「你喂养我的羊」
主耶稣担代我们 切的软弱，用温柔去挽回人，
主耶稣担代我们一切的软弱
用温柔去挽回人
基督徒要学习担代别人的难处、软弱，
 灵性愈来愈成长、信心愈来愈坚固的人，
灵性愈来愈成长、信心愈来愈坚固的人
要担代信心不坚固的人的软弱
 灵性成长的人，要担代灵性还弱小的人
灵性成长的 ，要担代灵性还弱小的
好让大家在圣经中，学习一同长进。

保罗最后说明：基督徒的生活、人生，
是以主耶稣基督为榜样的…
是以主耶稣基督为榜样的
十五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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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经上所记
「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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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我们要跟随主耶稣脚踪，
这是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关键秘诀。
这是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关键秘诀
虽然很多教训，无论彼此的生活、彼此相爱、
彼此接纳 彼此劝诫 彼此担代
彼此接纳、彼此劝诫、彼此担代…
都是效法基督、跟随基督，
让主耶稣基督能在我们生命中显为大，
就能荣神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