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书信
罗马书

第十一课…

行事为人的原则

播映操作小技术：滑鼠clic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暂停

请按

前后换片 暂停
前后换片、暂停

罗马书十四-十五13
罗马
十四 十
身体献上之后，成为基督徒弟兄的角色
身体献上
成 基督徒弟 的角色
 在群体当中应当如何彼此相待？
 遇到引起争论的事，如何根据爱心来生活？
实例：食物与守日的问题
不是针对吃喝、守日与得救的关系，
而是处理信徒之间不同生活方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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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不在澄清事件本身的对错，
而在矫正信徒相处时的错误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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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原则 ‧爱的原则‧基督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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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原则 ‧爱的原则‧基督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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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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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神已经收纳他
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
4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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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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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 样 只是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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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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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的原则 －忍耐
不可彼此论断，互相轻看，
因信徒各有基督为主，
将来在审判台前，各人要直接向神负责。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
信心软弱的
你们要接纳
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十四1
 不要为各自的观点互相争论
 也不要害怕各自的分歧或是避而不谈
 可以借着爱心去接纳和处理这些分歧

‧自由的原则 ‧爱的原则‧基督的榜样
即使在最好的教会，
也不可能每一个人对每一件事的看法都相同

‧自由的原则 ‧爱的原则‧基督的榜样

耶稣教导：要成为得人的渔夫
不要因为隔阂、意见不同，
造成渔网的破洞
经过修补的地方
是最健壮、最强韧的地方

 用爱心、忍耐的原则，表达各自的见解
用爱心 忍耐的原则 表达各自的见解
 讨论中更能明白圣经所教导的真理
 聆听、接纳和尊重别人的意见
聆听 接纳和尊重别人的意见
不同的意见未必会引起分裂
沟通过程中
让我们更彼此了解、
互相学习、消除误解、关系更好

‧自由的原则 ‧爱的原则‧基督的榜样
引起「争论」的事，举出三个例子：
一、吃肉还是吃蔬菜（2）
可能因为市上出售的肉类
往往曾被用来拜偶像
二、守特别的日子（5-6）
三、喝酒（21）

为主得人的时候，整张网都不会有破洞
的时候 整张网都不会有破洞

‧自由的原则 ‧爱的原则‧基督的榜样
这些引起争论的事本质上与「信仰」有关，
因为人认为这些都是「为主」而作的。
 问题背景源自旧约犹太教
洁净与不洁净的规条，
 关系到行为与态度，
关系到行为与态度
与得救没有直接的关系。
 做与不做、恰不恰当的问题引起争论
做与不做 恰不恰当的问题引起争论
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
惟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 十四14

‧自由的原则

‧爱的原则 ‧基督的榜样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自由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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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原则 －关怀
保罗同意信心坚固者对食物的看法，
是比较正面健康的，
是比较正面健康的

十四13 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意谁也不给弟兄放下

绊脚跌人之物。14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
的；惟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15你若因食物叫弟
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
的食物叫他败坏 16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17因为神的国不在
的食物叫他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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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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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
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21无论
是吃肉，是喝酒，是甚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 概不做才好。
是吃肉，是喝酒，是甚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
22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
自责，就有福了。23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
出于信心 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自由的原则

‧爱的原则 ‧基督的榜样
「信心软弱」的基督徒的问题：
是指信心不成熟的人，
是指信心不成熟的人
他们的信心还未坚固，
无法对抵外来的 力
无法对抵外来的压力。
一个以前曾经拜偶像的人成了基督徒
个以前曾经拜偶像的人成了基督徒，
他虽然了解偶像并没有真正的能力，
只有基督能拯救他，
只有基督能拯救他
但是基于他过去的经验，
会因吃拜过偶像的食物
而信心摇动

‧爱的原则 ‧基督的榜样

但勉励信心坚固者：
为着不绊倒软弱弟兄的缘故，
宁愿约束自己的自由、不吃某些食物
我们都有自由的原则，
但仍愿意为了爱的缘故，让自由受约束
的缘故 让自由受约束

‧自由的原则

‧爱的原则 ‧基督的榜样
「信心软弱」的基督徒的问题：
又如一个犹太教徒归信了基督之后，
他了解到只有基督能拯救他，
得救并不在乎遵守律法
但是在犹太教的节期中，
他仍然会因没有遵守
某些过去的宗教礼仪，
而感到内疚和耿耿于怀。

‧自由的原则

‧爱的原则 ‧基督的榜样
以爱心对待这些信心软弱的弟兄
我们每个人都应按着自己的良心行事，
良心
当面对有人有些特别的顾忌的时候，
我们可以为着他们的顾忌，
不去做某些事。

‧自由的原则

‧爱的原则 ‧基督的榜样

关乎信仰本质、得救与否的问题，绝对不能妥协；
大部分的分歧 只是个别的不同看法 是爱心的原则
大部分的分歧，只是个别的不同看法、是爱心的原则。
我们必须分辨：
 基要的真理，必须合一
 次要的分歧，可以各持己见、
次要的分歧，
持
避免引起分裂

不必将这些顾忌变成教会的戒律，
乃是为了 些软弱弟兄的缘故。
乃是为了一些软弱弟兄的缘故。

不要因为我们的自由而使得别人跌倒
不要因为我们的自由而使得别人跌倒，
自由、爱的原则取得平衡，

爱的原则的关键点：

真理使我们自由；爱使我们彼此兼顾
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来面对

不要使软弱的弟兄跌倒

‧自由的原则

‧爱的原则 ‧基督的榜样

基督徒能不能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呢？
在当时的罗马，献祭是生活的中心。
祭牲被献 异教神庙的祭坛后，
祭牲被献上异教神庙的祭坛后，
 部分被焚烧
 余下的部分则送到市场去贩卖
基督徒很容易买了一些祭过偶像的肉、
或在亲友家中吃了这些肉。
 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在吃之前
追问这些肉类的来源呢？

‧自由的原则

‧爱的原则 ‧基督的榜样

基督徒能不能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呢？
 有人认为没有甚么不妥，
有甚么 妥
因为偶像算不得甚么，
良心没有任何的软弱
 有人则小心查清食物的来源，
或干脆不吃肉类，
以免误吃后良心有愧
以免误吃后良
有愧

爱心的原则：
留意同席吃饭者的信心状态，
留意同席吃饭者的信心状态
互为肢体、不要使别人软弱

‧自由的原则

‧爱的原则 ‧基督的榜样

有信心的人

‧自由的原则

‧爱的原则 ‧基督的榜样

有信心的人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十五1
在信心的真道上装备整齐，
末节的事就不容易困扰我们
从个别的行为看到人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 死了 为主而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我
为主而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十四7-8
十四7-8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自由：不必什么事都不敢做
爱：愿意约束自己的自由

整个生命都是奉献给神的
看日日都是一样

‧自由的原则

十四5

‧爱的原则 ‧基督的榜样
这种爱，目的是
扶助软弱的弟兄 而且巩固教会的合
扶助软弱的弟兄，而且巩固教会的合一。
圣经当中非常看重信徒的圣洁
不是个人的，而是基督徒的群体
神造我们，使我们可以自由的顺服神，
神造我们
使我们可以自由的顺服神
但我们愿意信心坚固的，
以爱心 忍耐 自制来彼此相待
以爱心、忍耐、自制来彼此相待，
不应该心存骄傲，以致绊倒别人

顺服基督、自由而行

或吃或不吃都是主的人了

‧自由的原则 ‧爱的原则‧基督的榜样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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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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
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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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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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盼望。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稣 6一心
心
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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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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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
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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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又说：你
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外邦人当
的 姓 同欢 ；11又说
又说：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
外邦啊，你 当赞美
万民哪，你们都当颂赞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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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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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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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的原则 ‧爱的原则‧基督的榜样

基督的榜样 － 顺服
当学习基督不求自己喜悦十五1-6
坚固的人与软弱的人
都应以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为榜样，
彼此接纳 追求和睦
彼此接纳，追求和睦。
提醒信心软弱的人：
提醒信
弱的人
不要总以信心软弱为借口；
要在
要在主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的真道上造就自 ，
期望自己信心愈来愈坚固

祷告
真理使我们自由 可以自由的爱你 顺服你
真理使我们自由：可以自由的爱你、顺服你
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时，
求你引导我们顺服你的原则
你看为对的、我们谨守遵行
让我们经历到你的怜恤、接纳，
我们就可以去怜恤 接纳别人
我们就可以去怜恤、接纳别人
恳求圣灵帮助释放我们、解开捆绑
帮助我们在你的真理中，学习赦免、释放别人

‧自由的原则 ‧爱的原则‧基督的榜样

基督的榜样 － 顺服
当学习基督接纳不同的人十五7-13
十五7 13
基督不单是犹太人的主，
也是外邦人的主；
也是外邦人的主
信徒也要彼此接纳，藉此荣耀神。
教会内彼此接纳的原则：
 凡基督所接纳的，都应当接纳
 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归为一体
耶稣为每一个信徒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为每
个信徒钉死在十字架上
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爱：接纳、包容

问题思想

click左下角

可以阅读解答

 面对教会内的弟兄行事为人有所差异时，
我们应秉持哪两方面的原则来处理呢？

 我们应在哪两方面学习基督的榜样？

问题思想
 面对教会内的弟兄行事为人有所差异时，
我们应秉持哪两方面的原则来处理呢？
 自由的原则
爱的原则
 我们应在哪两方面学习基督的榜样？
 不求自己的喜悦
接纳不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