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属于主们

罗马书 14：7-13
2022 年 1 月 2 日讲道

克里斯·西克斯牧师

道介讲 绍
借助我们 2022 年的第一次讲道，我们将开始为期一年的新城市教理问答之旅。

“教理问答”来自希腊语 katacheo，意思是”教导”。

马丁·路德是大约 500 年前的德国牧师。

他帮助带领教会回到真正的符合圣经的神学。

路德写了一篇教理问答，用问答的形式来教导基本的基督教思想。

路德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出许多基督徒不明白他们相信什么以及为什么相信。

1529 年，马丁·路德说：”普通人对基督教教义几乎一无所知，许多牧师几乎是完全没有能力，根本无法教

导。

你有可能去教会很多年，却不明白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

路德甚至发现德国的一些牧师不懂基督教！

我们的弟兄克莱门特（Clement）出于同样的原因正在美国这里上神学院。

克莱门特热衷于回到中非，帮助那里的牧师更深入地了解神学和圣经真理。

我们在这种教义问答中发现的真理。

一个声音团契是一个由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组成的教会。

你们中的一些人是作为基督徒长大的，但来自不同的文化和神学背景。

你们中的一些人之前不是基督徒，你们仍然在学习信仰的基础知识。

这间教会的领袖们决定今年学习新城教理问答，因为它是对最重要的基督教真理的极好总结。

我们是不同的人，被同一位救主联结起来。

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有同样的想法。

因为我们心中对上帝的认知会影响我们的心灵和整个生命。

正如保罗在罗马书 12：2 中所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新城教理问答有 52 个问题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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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您自己的母语为您提供全部 52 个问题和答案。

今天，在 2022 年的第一个星期日，我们将讨论问题 1。
我将阅读问题，然后让我们一起阅读答案。

问题 1：我们在生与死之中唯一的盼望是什么？

回答：无论生与死，我們不属于我們自己，而是屬於神和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包括身體和靈魂。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

 罗马书 1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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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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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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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 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我 一起祷告。让 们
阿爸父，我们需要你差遣圣灵来打开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去看到你话语中的真理。

请给我们悟性，这样我们才能以一种让你喜悦的方式生活。

因为我们属于你。

我们的罪债是由耶稣的宝血偿还的，耶稣是神毫无玷污的羔羊。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帶著盼望和信心奉祂的名禱告。

阿们。

以下是今天信息的三点：

第 1 点.我 属于主。们

第 2 点.我 活着的 候就知道神在 察。们 时 鉴

第 3 点.我 可以 盼望地死去。们 满怀

第 1 点.我 属于主。们
让我们一起想想保罗在第 7节和第 8节中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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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主的人。

如果你还记得这段经文中的任何内容，请记住第 8节中的最后四个字：“是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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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属于主，我的朋友。

我们喜欢认为我们是独立的。

美国文化宣扬一种神话，即每个人都是自主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词，意思是“自我导向”。

许多汽车公司正试图制造不需要人类驾驶员的自动驾驶汽车。

我们所有人，如果我们诚实的话，都喜欢自主的观念。

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比任何人都更信任自己。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控制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就会快乐，安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努力地保持自主和独立。

但自治是一种幻觉。

事实是，我们都是某人或某事的仆人。

在你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前，你是你自己欲望的仆人。

你有控制自己行为的感觉和欲望。

你有这样的经历吗？

当我成为基督徒时，上帝向我表明，骄傲和欲望是控制我生活的力量。

我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由骄傲或欲望决定的。

我以为我是自主的，但我是罪的奴隶。

保罗在罗马书 7章 15、17 和 19节是这样描述的。

罗马书 7：15 “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

17 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19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保罗说，真正驾驶汽车的是他内心的罪。

他不是自主的。

我也不是。

你也不是。

我们的生活要么由罪驱动，要么由耶稣驱动。

我们的生活要么由罪驱动，要么由耶稣驱动。

耶稣知道，罪在我们生命中的能力对我们来说太强大了。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罪在你生命中的能力就转移到了耶稣身上。

我们的罪被注入他的血管，罪的能力与他一同被钉死。

这就是下一节经文的意思。

请看罗马书 14：9。
9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

"因此”是指“出于此目的或原因”。

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原因是，他要成为死人和活人的主。

他的死和复活将罪的能力置于死地，并给了我们生命的力量。

当你信靠耶稣时，你就在属灵上复活了，并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你获得了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的能力。

但它不是自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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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是独立的力量。

第 9节说耶稣是主。

在这些经文中，主和神这两个词被反复使用，耶稣既是主又是神。

如果你相信耶稣赦免你的罪，那么他就是你生命的主。

你不是自主的。

这个真理是我们讲第 2点的原因。

第 2 点.我 活着的 候就知道神在 察我 。们 时 鉴 们

当今世界有很多分歧。

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所以发生冲突，是因为他们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

基督的身体也不能幸免于这种冲突。

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

在那个教会里，有来自犹太背景的信徒和外邦信徒。

他们对喝酒、吃肉和庆祝节日有不同的看法。

像这样的宗教争论可能带来很大的分裂，因为每个人都相信他们有上帝站在他们这一边。

保罗本可以通过让罗马的基督徒组建具有不同信仰背景的堂会，来解决他们的冲突。

他本可以让外邦人和犹太背景的人建立单独的教会。

然而，保罗并没有那样做。

他告诉他们要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因为他们是同有一位父的兄弟姐妹，借着同一位救主联结起来。

他们共享的永恒真理比他们的差异更重要。

我們正在一个声音团契建立一種特殊的教會。

一个由来自许多国家和文化的信徒组成的教会，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实践我们的信仰。

我们也对我们的访客很敏感，他们仍在学习耶稣，以及称他为他们生命的主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教会里，我们会对很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有些意见属于不同的类别。

在這幅畫的中心，我們同有基督教的核心信仰。

每个耶稣的真门徒都必须理解并相信它们。

福音是中心：“神拯救罪人。

我们不能拯救自己。

神帮助我们看清我们的罪，这样我们就会悔改，并凭信心转向基督。

在耶稣里，我们领受了永生。

同样核心的真理是耶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由童贞女所生。

耶稣现在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手边。

我们之前读到的使徒信经中的所有内容都属于这个核心圈子。

在罗马书 14：10 中，保罗没有谈论这些核心真理。

他谈论的是核心圈子之外的事情。

以下是一些重要但并非核心的事项的示例：

基督徒可以喝酒吗？

地球是 6000 年还是 60亿年？

我们应该每月领一次圣餐还是每周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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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应该同时开口祷告，还是轮流分别祷告？

我相信我们教会对这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你如何看待你的兄弟或姐妹以不同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

请再看第 10节。

保罗对一个人说：“为什么论断弟兄呢”？

你为什么批评你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难道就因为他们对一些非核心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然后保罗对另一个人说：“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

我想保罗是在对第二个人说：“为什么论断这个论断你的弟兄呢？

我的朋友们，作为人类，我们更擅长冲突而不是和平。

我们喜欢争论并分成不同的阵营。

这个教会不会因我们的文化或观点而分裂。

一个声音团契是一个让不同的人关注耶稣和他所教导的核心真理的地方。

我们将在他里面找到合一。

这就是我们今年要学习新城教理问答的原因之一。

我们需要关注基督教的核心真理。

如果我們都理解並相信這些事情，那麼我們就可以真正像弟兄姊妹一樣生活，哪怕我们可能對不太重要的問

題有不同的看法。

保罗在第 10节中提醒我们，唯一有权审判我们的人就是神自己。

当你说你的兄弟或姐妹是错的或愚蠢的时要小心。

要慢慢论断，因为上帝正在鉴察和审判我们和世界上的每个人。

让我们来看看第 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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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 45：23。
我的朋友们，总有一天，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屈膝。

天堂和地狱中的人们会跪下来，用舌头承认关于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的真理。

今天，在地球上有许多人类国王，总统和法庭上的法官。

但宇宙中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请看第 12 和 13节。

12 这样看来，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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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与某人意见相左时，上帝希望我们更重视我们的兄弟或姐妹，而不是保持正确。

相比于证明我们是对的，爱更重要。

但是，当我们对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原则存在分歧时，我们该怎么办呢？

再说一遍，爱比保持正确更重要。

第 12节提醒我们，每个人都会向神交账。

他是真正的法官。

你可以在一个核心神学原则上是正确的，却在爱上是错误的。

如果你的兄弟在神学上错了，你仍然可以爱他，因为上帝是最终的审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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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真理应该影响我们活着时的行为。

它也应该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死亡。

让我们继续讨论第 3点。

第 3 点.我 可以 盼望地死去。们 满怀

请和我一起再看罗马书 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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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向主而活。

我们为主而死。

如果我们记住这两件事，它将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产生影响。

我们“向主而活”，记住我们不是自主的。

我们“向主而活”，在做决定之前先祷告。

当我们用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言语荣耀神时，我们“向主而活”。

在哥林多前书 6：19-20 中，保罗写道：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真正的自由只有在耶稣做主的时候才能找到。

他通过流血赎买我们的生命。

弟兄姊妹们，我们属于主！

这个事实应该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

它也应该在我们思考自己的死亡时给我们带来平安和盼望。

我们今天看到的给罗马人的信是保罗写给罗马基督徒的。

罗马政府正在迫害信徒的信仰。

基督徒被钉十字架，被火烧死，甚至被狮子咬死。

但他们带着胆量和盼望死去。

他们“为主而死”。

他们的信仰向他们周围的世界见证了基督教的真理。

羅馬當局希望殺害基督徒能够扼殺教會的成長。

但事实恰恰相反。

今天，印度对基督徒的迫害越来越多。

像这样的人认为所有印度人都应该是印度教徒，所以他们攻击教堂，把牧师关进监狱。

新的法律正在通过，禁止人们归信基督。

德蕾莎修女为帮助穷人而发起的令人惊奇的事工最近被告知，他们不得从印度境外获得经济援助。

这对他们的事工来说将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在迫害日益增加的气氛中，我们在印度的弟兄姊妹们正满怀喜乐和盼望地敬拜。

他们知道跟随耶稣在他们的国家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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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这个星期六，我将参加在芝加哥为我叔叔举行的葬礼。

他是一个酒鬼，但是当他把生命交给耶稣时，他的酗酒就被治好了。

我可以在星期六去参加他的葬礼，为我叔叔的去世哀悼。

但我也可以喜乐，因为我的叔叔明白耶稣是“死人和活人的主”。

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永恒的改变。

你们呢，我的朋友们？

我希望这个真理将影响我们所有人在 2022 年的生活方式。

现在让我们一起为此祷告。

耶稣，在 2022 年，我们希望加深对你是死人和活人的主这句话的的理解。

请帮助我们，通过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记住有一天我们要为着我们的一生在你面前交账。

我们想荣耀你，彰显你，并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上，在我们死的方式上给你带来荣耀。

请帮助我们记住，我们属于你，并让我们活出这个真理。

我们奉我们的救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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