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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今天，我们来看看新城教理问答的第11个问题。

我将阅读问题，然后我们一起阅读答案。

問11：神在第六、第七和第⼋誡中要求什麼？

第六，我們不傷害、憎恨或敵视鄰居，⽽是要有耐⼼和平安，甚⾄⽤愛去挽回我們的敵
⼈。

第七，我们摒弃不道德的性⾏为，纯洁⽽忠实地⽣活，⽆论是在婚姻中还是在单⾝⽣活
中，都避免⼀切不纯洁的⾏为、打扮、⾔语、思想或欲望，以及任何可能导致这⼀切的事
物。

第⼋，未经允许，我们不会拿⾛属于别⼈的东⻄，也不要从我们可能使其受益的⼈那⾥
扣留任何好处。



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阅读。 现在请听主的话语。

罗马书 13：8-14

8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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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11 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

12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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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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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祷告。

阿爸父，求祢差遣圣灵，在我讲道时赐给我智慧和真理。 请让我们敞开心扉，接受你的真理，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我

们所做的一切事上荣耀你。 我们奉我们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第1点.爱邻如己（8-10节）

第2点.上帝的诫命包括“不要那样做”和“要这样做”（12-14节）

第1点.爱邻如己（8-10节） 

当你阅读十诫时，它们似乎非常简单。 它们很简单。 今天来自新城教理问答的问题是关于诫命6，7和8。 他们

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 这些说法是否令人困惑？ 不。 但是，我今天想向你们提出两件事。 首

先，神使这些陈述更加清楚，也更容易理解。 其次，神也使这些陈述比它们最初看起来的要深刻和宽泛得多。

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罗马书13：8-10。 第8节：

“8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爱你的邻舍，你将完全上帝的律法。 这足以让孩子理解。 但它也足够复杂，导致更多的问题。 诸如“谁是我的邻

居”之类的问题？ 你可能还记得，当一位研究上帝律法的专家问耶稣这个问题的场景。 就在那时，耶稣讲述了好撒

玛利亚人的故事作为他的回答。 根据耶稣的说法，我们的邻舍是神放在我们道路上的任何有需要的人。 我们的邻舍

是有需要的人，上帝会提请我们注意。 这在第8节中可以帮到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要爱谁。 现在我们不得不

问，“对邻居的爱是什么样子的？ 愛那個人意味著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再看看羅馬書13：9-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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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保罗说，“爱人如己”是对诫命7、6、8和10的简单总结。 我认为这很有道理。 如果你爱你的邻居，就像你爱自己

一样，你就会尊重邻居的财产。 你不会从他那里偷东西，因为你明白他有权拥有自己的财产。

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真理。 神通过保罗对我们说的话语的实质是，我们的行为始于我们的内心。 有时当我们做

错事时，我们会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 但是，我们实际上并不是无缘无故地做事。 我们所做的一切和

不做的一切都来自我们的内心。 耶稣在马太福音12：35中是这样说的。

“35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

为什么俄罗斯士兵现在入侵乌克兰？ 这场邪恶的战争是如何开始的？ 让我们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要打仗，你必须

训练士兵的身体、思想和心灵。 士兵需要强壮的身体，这样他们才能奔跑、跳跃和战斗。 士兵需要懂得如何读地

图、使用装备以及在战场上做出决定的头脑。 士兵们还需要有想要杀死其他人的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犹太人受到他们自己的朋友和邻居的迫害和杀害。 为了制造这种邪恶的行动，阿道夫

·希特勒使德国人民相信犹太人是他们的敌人。 你看，在你杀人之前，你必须有理由害怕和憎恨他们。

這就是為什麼在戰爭中，敵人總是被賦予貶義的名稱。 美国士兵称德国人为“krauts”。 他们称伊拉克人为“破烂

脑袋”，并称亚洲人为“傻瓜”或”斜眼子”。

在卢旺达种族灭绝期间，人们互相称呼对方为“蟑螂”，“老鼠”或“蛇”。 这些名字是有目的的。 因为上帝的律

法写在我们的心上。 即使是无神论者，心里也写着“不可杀人”。 我们都知道夺走人命是错误的。 如果你想激励

一个群体杀死另一个群体，你首先必须将他们非人化。 杀死蟑螂是很自然的，所以称别人为蟑螂，可以让你的士兵

更容易杀死它们。 这就是为什么普京将乌克兰政府描述为“吸毒成瘾者和新纳粹分子团伙”。 普京选择的语言旨在

预备俄罗斯士兵的心，让他们去杀死乌克兰人。 普京希望他的士兵相信乌克兰人是俄罗斯的敌人。 普京说，杀死乌

克兰人不是谋杀，而是自卫。



再听一遍第10节。

“10 爱是不加害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要表达的观点：如果你真的爱你的邻舍，你就不会谋杀他。 你不会无缘无故地入侵邻国。 因为爱

就是不加害与人。 但是，当我们心中有愤怒、欲望或贪婪时，它会导致我们谋杀、通奸或偷窃。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当今世界有这么多的邪恶？ 谋杀、通奸和盗窃的发生，是因为像你我这样的人心中的愤怒、欲

望和贪婪。 邪惡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我們愛自己勝過愛鄰居。 就是这么简单。 罪是过度自爱的结果。 罪对我的邻

舍说：“我想要你所拥有的，所以我要从你那里拿走它。 罪对神说：“我想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所以如果你们的律

法妨碍了我，我就不理会你们的律法。”

对神的爱和对邻舍的爱是解决罪恶和邪恶的办法。 但要好好地去爱，我们首先必须接受神对我们的爱。 你知道不是

钉子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吗？ 如果耶稣愿意，他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 但耶稣爱他的邻舍（你），胜过他爱自己

的生命。

是基督对我们的爱把他抱在十字架上。 不是钉子。 我们救主的死亡和复活有许多重要的神学层面的内涵。 但是，

十字架传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上帝爱你。 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神的敌人。 但上帝如此爱你，以至于他不想在

没有你的情况下度过永生。 所以在爱中，父神差遣子上帝去死。 在爱中，耶稣从坟墓里复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

现在你可以靠着住在你里面的圣灵的力量，过一个充满爱的生活。

基督对你的爱给了你力量去爱你的邻舍，就像爱你自己一样。 这是一种“国度价值”。 当神差遣圣灵帮助我们“醒

来”时，我们开始认识和实践国度的价值观，正如第11节所说。 你是否醒着，与基督同活，被圣灵充满？ 我希望如

此，我的朋友们。 在你这样做之前，你无法理解如何生活在神的国度里。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第2点.上帝的诫命包括“不要那样做”和“要这样做” 

请和我一起再看罗马书13：12-14。 在这些经文中，上帝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以及我们必须做什么。

“12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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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我们可以通过伤害他人来犯罪。 人们可能很容易认为避免罪的方法是避免人。 你可以像这个人一样，独自一人在岛



上，远离任何人。 你认为他很难服从“你不能杀人”的命令吗？ 当然不是。 岛上没有人可以让他杀。 但是，神爱

我们邻舍的命令呢？ 如果我独自一人远离其他人，那么我不能成为任何人的祝福。 如果我选择没有邻居，我就不能

爱我的邻居！

正如第12b节所说，仅仅“脱去暗昧的行为”是不够的。 我们还必须“带上光明的兵器”。 道格拉斯·穆（Douglas

Moo）是这样说的：“仅仅外在遵守诫命并不是上帝想要的。 上帝想要真诚的爱：对他人的诚实，持续的关心，并延

伸到各种行动当中。

由恐惧驱动的顺服侧重于避免犯罪，因为“你一定不能偷窃”。 但是，由爱驱动的服从专注于做好事。 爱说：“我

不会从我的邻居那里偷东西。 因为我希望我的邻居快乐和安全，我会给他需要的东西。 我会努力找到祝福他的方

法，并慷慨对他。”

朋友们，上帝完美的律法要求完全的顺服。 但是我们谁也不能完全的服从。 这就是为什么救恩只能通过恩典临到我

们。 圣经中恩典的最佳定义之一可以在以弗所书2：4-5中找到。

“然而 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2:5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以弗所书2：4说，神如此爱你，如此富有怜悯，以至于他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拯救了我们。 天父慈悲的心感动他，差

遣他的儿子到地上过完美的生活，并献上自己而死去。 因为这是像我们这样死在罪中的人在属灵上得救和复活的唯

一途径。 当你信靠耶稣时，神也用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的能力叫你从属灵的死亡中复活。

这里有一个关于恩典这个词的好定义：“恩典是神给予人的不配得的恩惠。 恩典是不能挣得的，也不配得的，也不

能偿还的。 恩典可以将罪人变成圣徒。 恩典可以把恶人变成善人。 我想向你们介绍一个新词：恩典主义。 我不知

道它在翻译软件中是否翻译正确，因为它是大卫·安德森博士发明的一个词。 他是马里兰州布里奇韦社区教会的牧

师，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就像一个声音团契一样。 安德森博士写了一本伟大的书，叫做《恩典主义》

（GRACISM）。 “恩典主义”是另两个词的组合：恩典和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是“因为某人的肤色，阶级或文化而对他们说话，行动或做出消极的思考”。 种族主义因其肤色或文化而

主动侮辱或伤害他人。 恩典主义反其道而行之。 恩典主义积极地帮助与众不同的人。 因为上帝的律法告诉我

们：“不要这样做”，也告诉我们：“要这样做”。

安德森博士说：“格拉西斯跨越种族界限和种族边界，为那些与众不同、边缘或边缘化的人提供帮助和‘额外的恩

典’。 这个人或群体可以是任何肤色，文化或性别。” 根据安德森博士的说法，有七个积极的承诺：

1. 我会把你举起来。



2. 我会覆盖你。

3. 我会和你分享。

4. 我会尊重你。

5. 我将与你站在一起。

6. 我会为你考虑。

7. 我会为你庆祝。

我的朋友们，这七件事很好地总结了爱邻如己意味着什么。 但我们不能靠自己做这些事情。 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来

做上帝所要求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13和14节是这样说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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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我的朋友们，我在第13节中犯了所有这些事情。 然而，我被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所饶恕，并在属灵上复活了。

现在我是耶稣的追随者，我不能回到第13节中描述的行为。 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背负着基督的名。 我的行为会给基

督的名带来荣耀或羞愧。 有些消极的行为我必须推掉，也有我必须表现出的积极的行为。

這就是為什麼第14節敦促我們「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禱告，默想經文，背诵神的話語。 为

了结束我们的讲道，我想再次分享我们之前在崇拜中听到的经文。 听听保罗如何命名我们必须停止做的消极的行

为，以及我们应该做的积极的行为。

哥林多前书 13：4-7

“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

5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6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我在与拿俄米结婚的第一年就背诵了这些经文。 因为婚姻太难了，难以靠我自己的力量去面对。 我意识到我需

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我需要上帝的帮助来停止罪恶的行为，并给予我的妻子和孩子应得的爱。

本周你将如何用基督的同在来披戴自己？ 我希望你能为此制定一个计划。 因为我们都需要上帝的帮助来做上帝所要

求的事。 我们现在能一起祷告，祈求圣灵在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和帮助下祝福我们，好吗？



我们来祷告。 天父啊，我们想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但是我们的心中常常充满了愤怒、欲望和贪婪。 我们伤害和

忽视我们周围的人，因为我们太爱自己了。 我们爱自己的舒适、安全和快乐胜过爱邻居。 耶稣，你的爱与此截然不

同。 你离开了天堂的舒适和安全，来到了地上。 你来这里是为了拯救你的敌人，死在罪中的我们。 感谢你主动的

怜悯和恩典。 求祢帮助我们披戴基督的同在。 帮助我们像你爱我们一样爱别人，这样人们就会认识并信靠你。 我

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One Voice Fellow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