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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神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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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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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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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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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18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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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别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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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书 1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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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心一口荣耀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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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书 15：1-7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神的工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教会

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热心地传福音，引人信主，带领人受洗，尽心竭力地在做

这个事情。但是有一个现象，我们带很多人来教会，然后信主了，然后慢慢

地我们也会做很多事情让别人走了。所以，很多教会都过了三四十年了，永

远是那么多人！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今天这段经文没有

正确的、合神心意的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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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夏天的时候，埃德蒙顿到处都有建设的工程。虽然修路、建房子，

都是好事情，但是也给我们带来麻烦。有一个人刚买了房子，搬到一个区里，

结果没住多久就发现边上那个房子要拆掉改建。不但有各种重型车辆出出入

入，又有很大的噪音，而且灰尘很多，让他们很痛苦。所以很多工地都会挂

个牌子说：“正在施工中，敬请谅解”。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正在施工中、

正在建设中，我们的教会也是在不断地建设当中，一直到主耶稣再来，见到

主的面为止；所以没有完美的人生，也没有完美的教会。我们有这种心态了，

看人、看自己、看教会，就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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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工程，祂在建造我们，就像一个工程

师建一座桥梁、建一栋房子。当你不认识神、不信神、不信主耶稣的时候，

在神的外面，你的人生你自己建造，叫 DIY (Do It Yourself)，你自己做、自救、

自助。但是，我们知道自己常常是不行的。我们做着做着就发现，很多事情

都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建造起来。哥林多前书“3：

9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

进到神的里面，成为神的儿女；就像我们养育我们的孩子一样，神把我们作

为祂的工程在建造。我们是祂的一个工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对我们的

定位，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即使信主了，我们的生

命仍然是在建造当中的，under construction。有人说，夫妻之间如果挂个牌

子说“正在施工中，敬请谅解”，两个人会过得很愉快很喜乐。因为对彼此

有很清楚的定位，我们都是在建造当中、在施工当中。我有可能给你带来一

点麻烦，你有可能给我带来一些不舒服，所以我们要有点忍耐、有些谅解。

确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建造当中，有些人可能建造得快一些，他比较成熟一

些；有些人可能才开始打根基；有些人建造得很不好，摇摇晃晃的，你一碰，

它就塌下来摔毁了。所以我们在人际关系、在婚姻，还有在教会里，最好大

家都挂个牌子：“正在施工中，敬请谅解”，我是不完全的，我可能会犯错

误，可能会伤害你，请你谅解。 

“1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罗马书说到软

弱，包含很多的意思： 

(1) 罪：“5:6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8:3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我们在罪当中就是软弱的。我

们是罪人，我们不能按神的心意去行，我们没有活出神要我们活的那种荣耀

的生命，我们就是软弱的人。 

(2) 心灵：“8:20 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

那叫他如此的。”我们心灵常常是软弱的。 

(3) 身体：“8:21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我们身体

会败坏，我们会得病，我们会衰老，我们是软弱的。 

(4) 劳苦：“22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26 况

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的一生劳苦也使我们很软弱，所以我们非

常的疲乏、辛苦。 



3 

版权所有 爱城浸信国语教会 

但是，第 14章这里讲的是另一种软弱，“信心软弱的 weak in faith”，

也就是在信仰里面特别软弱或者对神的信心非常软弱的人。总结来看“信心

软弱的”有这样三类：  

- 初信的人，刚刚信主或刚刚决志，对神已经有一些认识；或者是信了

一段时间，但是没有追求，没有长大的，这就叫做信心软弱的人。他们对神

的认识不清楚或者不全面，有很多疑惑、害怕、偏差的思想观念。有些人还

带着过去传统文化里面很多的迷信、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这样一些人我们

可以把他们称作信心软弱的人。 

- 信心不足的人，表現在委身侍奉和奉献上。他们的价值观还没有改变，

仍然看重面子，注重得着，认为信主就是要得着好处，得着神的帮助；却没

想到我们还应该奉献，给予别人帮助，不求回报地付出，这才是耶稣叫我们

活的生命。  

- 有些人遇到患难了，或者在生活、侍奉当中受到伤害了，他也可以一

下软弱下来，灰心失望，信心低落。信心软弱的人很敏感、易受伤害，看人

不看神，易被人跌倒，易受自己情绪控制，易被人误导。  

如果你是一个信心软弱的人，你是应该追求成长的。人不能一辈子就是

软弱的，一直在婴孩阶段。所以，你也不能说信主十年了还是那么软弱，还

要别人来抱着你、背着你，这也不是神的心意。你应该成长、成熟，能够去

回报别人、去帮助别人。所以信心软弱的人要追求成长，特别要在这四个方

面去追求： 

1）圣经真理： 

对神的认识，只是凭一些感受，凭自己对神的经历，那不是对神全面的

认识。全面的认识就是通过对整本圣经的阅读、领会，在基督的真道上长进，

全面清楚认识神的圣经真理。没读过圣经，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神是一个什么

样的神，神对我们有一个全面的旨意是什么；常常就会走偏，会按自己片面

的感受来领会，然后还影响别人。 

2）灵命操练： 

没有操练我们永远不可能成熟。就像每一种技巧，弹钢琴也好、游泳也

好，我们不操练就永远不会有成熟的能力。信心软弱的人必须去操练，每天

从神那里支取话语、力量和更新。这包括灵修、读经、祷告、默想、反省、

认罪悔改、赞美、感恩，每一天要到神面前去相交、去领受。 

3）聚会侍奉： 

属灵的生命一定要在教会这个家庭中成长，不能做独行客，这是神的旨

意、神的计划。很多人离开教会，以为自己每天到神面前就可以成长了，这

不是神的规划。因为当我们脱离与人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就不可能被塑造，

就不能成长。一定是在关系里面我们才能够成长，所以教会的侍奉是同被建

造。让我们一起通过聚会、侍奉和彼此服侍，来学习顺服神、依靠神，彼此

相爱，与人同工。 

4）生活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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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生活和社会中实践順服神、依靠神，遵行神的话，分享神的爱，

传福音的生命见证。如果在这些方面我们去追求，我们一定会成长的。 

经文告诉我们，对这些信心软弱的人，神在建造他们，我们不要在边上

帮倒忙，做拆毁的、损害的工作。很多工程没有建造起来，就是因为神在建

造，我们在拆毁。大家传福音都花了好大的工夫，带来了一些新人；然后我

们做了一些事情，说了一些话，他们就走了，很可惜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学

习的这个功课是非常重要的。信仰当中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对待他

们。有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 
 

一、放手给神，接纳软弱的 

 “1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accep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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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has accepted)。”这里的“你们”可

能就是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当你在神的面前觉得你比别人做得好，你比别人

懂得更多，你比别人看见得更多，你更加地认识神，你比别人属灵，你比别

人有信心，你比别人有爱心，那你就是那些坚固的人，你就是那些“你们”。

比如夫妻关系里面，如果我自己觉得比配偶属灵，那我就是坚固的人，我就

要去接纳软弱的那一半。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一方面、某

一项事情上比别人做得好，在这个点上你就是坚固的人，你就要接纳那些刚

刚开始做的、做得不太好的人。 

 这段经文为什么谈到吃或不吃呢？当时的罗马教会里，许多基督徒是初

初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刚刚信主，还有好多以前根据旧约律法带来的习惯。

其中两个重要的习惯，第一就是他们只吃洁净的食物。犹太人对食物是非常

讲究的。他们不吃血，不吃带血的食物，不吃勒死的动物，祭拜过偶像的肉

他们是不敢吃也不能吃的。他们有一套屠宰动物的程序，如果不是按这个程

序屠宰，出来的肉他们是不吃的。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个肉到底是不是按照这

个程序宰杀的，他们也不敢吃。另外，就像旧约里面规定的，有些动物他们

可以吃，有些动物他们不能吃，猪肉他们就不能吃。那些刚刚信了主，进入

基督教信仰里的犹太人，却仍然带着这些习惯，说这些肉不能吃，那些肉不

能吃。但是那些已经信主很久的人，他们已经知道神的真理，圣经里面主耶

稣说所有的动物都是洁净的，所有的肉都是可以吃的，我们只要向神谢恩就

可以了。这就是他们的争辩。第二，根据旧约，他们的历史传统，他们守安

息日，守一些特别的犹太节期。虽然不是基督教信仰里所要求的了，但是他

们仍然持守。就像现在有些人信主以后还在看日子，这个日子是不是出行最

好的，这个日子是不是结婚最好的，很多迷信在里面自己还不知道。这些都

是不应该在主里面持守的东西。但是，当他们初信，他们已经一辈子都这样

吃了，他们有这样的习惯了，而且这也不是圣经真理最重要的，也不是犯罪

的事情，你如果直接跟他们辩论，他们辩不清楚，然后你再轻看他们，还上

纲上线地来论断他们，他们就会受伤害、就会离开的。所以使徒保罗说，要

接纳他们，不要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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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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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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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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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段经文告诉我

们，面对着信心软弱的人，他们还在按以前的一些生活习惯、传统习惯做事

情，我们应该怎么样接纳他们。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1）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不要论断，不要轻看，自有他的主人在。 

经文说得很严厉！神已经接纳他了，神是他的主人，他或活或死都是主

的人；有他的主人在，主人会为他负责，你为什么去论断别人的仆人呢？神

已经接纳他了，他已经是神的人了；你要接纳他，不要去论断他，神会为他

负责的。 

2）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神会建造祂的工程，祂会让这个工程建立起来，祂会让他站住的，所以

我们要放手给神。 

3）因我們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我們各人必要將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到神的面前来交账的，无论是软弱的、坚固的，神最

后有一个评判，所以神叫我们不要辩论、不要论断、不要轻看，要放手给神。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做事方式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习惯不

同。于是，从罗马书当时的背景，进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教会里

面，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都是“疑惑的事”，就是

不清楚的、没有定论的、有争议的事情。这些常常都和圣经真理无关，我们

却可以有很多的争论。这首歌怎么唱，这个小品该怎么演，聚会该不该吃饭，

有些人要 potluck，有些人不要，聚会开始是先祷告还是先唱歌，我们都可以

辩论。辩论起来了，就开始轻看别人了。他这样唱肯定不好，我比他唱得好

多了，心里就有一种轻看。辩论到最后就论断了。论断的意思叫做“定罪”，

就是按神的话语你说他犯罪了。他没有按神的话去做，他就是不爱神，他就

是没有敬畏的心服侍神，没有好好准备，所以才会做成这样，他就是这样的

人！别人刚信主、刚来教会的碰到这样的事情，他就接受不了，于是就走了。

我们在生命里最重要的是要得人、建立人，不是要做事情。神给我们好多事

情做，是要来帮助我们建立人。在神的眼中，祂的心意上，工人是重于工作

的。主耶稣说过一个比喻，有九十九只羊在这里面，有一只羊失落了，祂竟

然去找那一只羊，把已经得着的这九十九只羊放下来；因为他非常注重人有

没有失去，不是注重这个工作做得有多好，那是其次的。如果我们把一个事

情按我们的心意做得非常美好，但是人跌倒了、失落了，软弱的人因为我们

说他们，我们不接纳他们的方式，他们就走了。那是很可惜的，那不是神的

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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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的重点叫我们学习的是“接纳”。你在家里面对孩子，因为你知道

的比他多，你懂的比他多，你看见的比他多，你就把他看成是软弱的；不要

总跟他辩论。一辩论，就说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对父母、不顺服啊，然后他就

跟你关系不好了。如果他长大了，他能走了他就走了。对待配偶也是这样的，

很多不是真理的东西、不是犯罪的事情，你硬要提到犯罪的层次来定罪别人，

就变成论断了。比如有人在炒菜的同时就把所有东西都洗好清理好了，而他

的配偶在炒菜时不清理，到最后才一起收拾清理。我们可以就这个来辩论，

是边炒菜边收拾好，还是炒完菜一起收拾好？其实也没有什么对错，各人的

习惯而已。如果我们非要辩论，辩论里面因我们自大，自以为比别人高明，

就会轻看对方，蔑视对方，不能够接纳。然后说对方不顺服我、就是不顺服

神，所以就是违背神的话语，就是罪了。这就变成上纲上线地论断，就让软

弱的跌倒，软弱的就受伤害，关系就疏远了。而接纳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操练

就是接受。你如果觉得你做得比别人好，而别人是初信的，他们信心还不大，

你就接受他的意见，把结果交给神。接受软弱的，把结果交给神，因为我们

是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神一定会坚立和负责。在家里、在教会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认为你是坚固的人，你是有信心、你是有爱心、你是更属灵的，你就

去接纳那些软弱的，接受他们的意见，不要跟他们去争。要是你担心别人的

意见肯定不好，就把结果交托给神吧，因为这是按神的话语行的，神会负责。

坚固的人应该接受软弱者的做法，按神的话语，把结果交给神。神在建造，

不是我们在建造，我们不要搞错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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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你接纳别人的时候，你是在效法耶稣基督。我们人是完全不配被神接纳的，

我们是罪人，我们不按神的心意做，神就已经做成了救恩。罗马书 15章 8-13

节告诉我们，主耶稣为了神的真理，不仅是来作犹太人的仆人，将神给犹太

人列祖的应许实现和证实了；而且使我们外邦人因祂的怜悯和接纳，可以和

犹太人一起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一起来敬拜神、赞美神、仰望

神、荣耀神。并且因着我们对祂的信心，神将平安、喜乐、盼望也赐给我们。

这是因为主对我们的接纳。我们信了，祂就接纳我们作为祂的孩子，作为祂

的工程，祂在建造我们。我们要学习，效法耶稣基督来彼此接纳。 
 

二、与神同工，建立软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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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刚才

说的接纳是一个开始，神在建造，我们不要拆毁。可是我们也不是光放手，

什么都不管了；神在建造，祂希望我们跟祂一起同工，去建立那些软弱的弟

兄姐妹。经文里讲到，不仅吃什么或喝什么，而且无论是任何的事情，如果

会“毁坏神的工程”，“叫人跌倒”，我们都不要做，我们要做的是建立人

的事情。哥林多前书 3章: “6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长。
7 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8 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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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赏赐。9因

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前面我们

已经读过这段经文，讲到是神在建造，神叫他成长，我们要做的是一些辅助

的工作，跟神同工；而不要帮倒忙，不要做拆毁的工作，这是经文要提醒我

们的。每个人最后都要到神的面前去，领受神的赏赐；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在

地上做了多美好的事工，而是我们怎么样建立了别人，得到了别人。像主对

彼得的呼召，“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我们不是要得事情，而

是要得人。不仅仅把人带到基督耶稣里，还建立他们，不是拆毁他们。 

一对父母带着孩子去一个陶艺工作室看别人怎么做陶瓷，现场摆了很多

的作品。这个孩子跟着大人看，突然他伸手要去摸其中的一件作品。工作人

员马上来跟他说，孩子，那个不能摸，不能碰，因为那是刚做出来的，还没

有烧制过，还是土，是摆在那里给你看的。这些土胚要经过 2000 度的高温烧

两次，才是完成的作品，然后才可以碰，可以摸，不会坏了。陶瓷作品需要

经过烧制，最后才能坚硬；信心软弱的人，还没有经过信仰的历练，人生的

历练，他还没有成长成熟，你不要碰，一碰他有可能就跌倒了。所以我们对

初信主还没有成长成熟的人，确实要谨慎一些，要特别的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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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18在这几样上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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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

倒，一概不做才好。”这里面讲到三个方面我们不要做的： 

 1）不要叫弟兄忧愁。就是不要因我们所做的使其他弟兄姐妹的心里痛苦、

愁苦。 

 2）不要叫弟兄败坏。“败坏（destroy）”就是误导，伤害，毁坏他们的

信仰。基督已经为他死了，使他们信了能得救，这是重价买来的。基督付代

价所建立的，我们不要做一些事情让他们的信仰和生命被毁坏。 

 3）不要叫弟兄跌倒。“跌倒”就是让他们的信仰偏离，对教会产生误解，

对神产生误解，让基督的名受辱，让人对基督信仰灰心、信心低落，甚至离

开信仰。 

 我们知道犹太人不吃祭拜过偶像的肉。如果我跟犹太人一起聚会，我摆

上祭过偶像的肉就开始吃，他是不敢吃这种肉的。我没有顾虑到他的感受，

他就受到伤害，他就忧愁、痛苦了。所以，我们吃东西、喝东西，或者我们

做任何事情，让这些初信的人，信心软弱的人觉得痛苦，让他们对信仰，对

神的话语产生偏差和误导，或者让他们信心软弱，然后离开神、离开教会。

这就是使人忧愁、使人败坏、使人跌到。我们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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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是教会的领袖，他的配偶还没有信主，还在追求当中，可以说

是软弱的人；他的孩子也在慕道。这个人从侍奉中带了很多不满的情绪回到

家里，常在家里评论教会，说教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领袖有那样的问题。

因为他都是讲负面的事情，从来没有讲过神的作为，有人信主受洗，或教会

发生了什么大好的事情，老是讲那些教会的问题。讲来讲去，无意当中就跌

倒了家里的人。他的配偶还没有信主，听到教会怎么这么黑暗，教会的事情

怎么这么不公平啊，教会都是这样的人啊，那我还信他干啥呢！这就是我们

所做的跌倒了别人。 

我年轻的时候学会了喝酒。后来生病了，还休学了一年，以后就比较少

喝酒了。自从走上传道的道路，我有一个心志，就是不再喝酒了。这样十多

年过来了，不管别人怎么样劝我，我都不喝。不是我能做到，其实是圣经里

很多神的话常常提醒帮助我。以弗所书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箴言

里说酒能使人亵慢，浓酒会使人喧嚷。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醉酒，只是喝了点

酒，话就多了，然后就容易说大话、吹牛吹嘘、炫耀。人一喝酒话就多了，

浓酒会使人喧嚷，这是对我的提醒。恐怕大家一起聚会时我喝了酒，就说了

不该说的话，对别人在信仰上产生误导，使别人对神产生误解，使别人的信

仰没有得到造就，反而跌倒别人。提摩太前书还告诉我们作领袖的（执事）

不要好喝酒，这都是很好的警戒。我不是说大家都不能喝酒，因为喝一点酒

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好处，也是一个有争论的事情。有些人说喝点酒活血，非

常好。有些人说不好，最近还看到报纸上说，喝酒是导致七种器官得癌症的

主要原因。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辩论该不该喝。但是我跟自己说，这样的事情

如果有可能让弟兄姐妹跌倒，那我就不做。我们自己要有自己的心志，因为

第 22节经文就说，你在神的面前是什么样的信心，你就按照这个信心守着。

各人有各人的领受，我是牧者、做领袖的，我要按照自己的领受持守着。 

 至于要怎么建立别人呢？也有三个方面： 

 1）按着爱人的道理行。(14:15-16) 

 按着爱人的道理去做，总是为别人着想，顾虑别人的感受。不可在我们

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败坏别人，以致神的名受损、被诽谤。 

 2）神的国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14:17-18) 

 神的国度是注重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也可以说是圣灵中的公义、

和平、喜乐。就是因信称义，追求神在福音中的义，追求与神和好、与人和

好，然后追求在圣灵里面领受平安喜乐；不在乎你吃什么、喝什么那些事情。

我们的眼目要专注在神的国度，神所注重、喜悦的事情。不要太在意那些细

节的、不是真理的东西，要追求神的国度里面那些更重要的事情，以这种方

式来服侍是讨神喜悦、也蒙人赞许的。所以，我们要关注神所在乎、关注的。 

 3）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建立别人德行的事情。(14:19) 

 要用心去做使人和睦的事，建立别人属灵生命的事情。建立生命重于建

立事工。 

比如，一个回民信主了，他说他不吃猪肉，那你就不能跟他来辩论说，

耶稣说了，所有的肉都洁净，你怎么能不吃猪肉呢，你不吃猪肉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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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吃猪肉是违背神的话语，那是犯罪的。这样论断开来，他肯定就走了。

或者你邀请他来家吃饭，却摆上猪肉排骨五花肉，他坐在那里，会是什么样

的感受？他会说，你明明知道我是回民，不吃猪肉的，你竟然摆上五花肉，

他马上就走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本来好心好意，结果我们做了善事却被

人毁谤了，我们让神的名受辱了。所以我们要顾及别人的感受，这就是爱人

的道理。使徒保罗就是这样，他是一辈子不吃肉的。他说，“所以，食物若

是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林前 8:13）

因为那个时代的肉，整只动物拿到肉店去卖，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怎么样，它

是怎么杀的，是不是祭拜过偶像的。所以使徒保罗说，我吃了可能会跌倒这

些初信的犹太基督徒，那我就永远不吃肉。他就这样，是为了信仰，是为了

主的名。这是我们要效法的一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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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信心的就是对神的一个认识、寻求、看见的结果；

我们按那个去做才是对的。不出于信心，就是按自己心意，不按神的话语行

的，不讨神的喜悦的，不是从神来的，都是罪。 

22节是对坚固的人说的。若你有信心，就自己在神面前守住，注重与神

的关系，自己经过寻求认为可以做的，就忠心尽职去做。而且你不要去别人

面前炫耀、不在别人面前夸口、不轻看别人、不跌倒别人，这样你就有福了。

23 节是对信心软弱的人说的。我们所做的若与我们对神的信心，与我们的信

仰，与我们认识的真道不违背的，就可以了，否则就是罪。我们所做的，若

没有经过寻求神，若是有疑惑的，使我们心中不安的、我们心中有责备的，

我们就不要做。软弱的人要追求成长，追求在神面前的信心，所有的事情都

要寻求神的旨意。跟我们信仰不符的，不是出于我们对神的信心的行为，我

们要慢慢认识到，因为终极来说那不是讨神喜悦的。不对的事情，不要因为

别人接纳我们，我们就一直以为是对的。我们是初信，我们要成长，认识神

的真理。认识到什么东西都可以吃，我不应该像以前那样了，我应该有在基

督里的自由。最终我们能够过讨神喜悦的生活。 
 

三、效法基督，担代软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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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的人应当担代不坚固的

人的软弱。基督就是来承担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罪的刑罚，让辱骂都归到

祂身上。耶稣为我们担代了，所以我们要效法祂。如果我觉得我知道的更多，

我明白的更多，我更有信心，我更属灵，我更有爱心，我比你好，那我就是

坚固的人，我要担代不坚固的人的软弱。马太福音“18：5 凡为我的名接待

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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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

的就是强调教会里信心软弱的人。无论是在患难当中还是初信的，或者是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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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成长的，都是最小的。你接待他们、爱他们，做在他们身上就是做在主身

上。 

 “担代 bear”这个词原文不仅仅有担当的意思，还有背着、抬着、提着、

带着的意思。如果你家里有很多孩子，带着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做父母的拉

着哪一个孩子的手？或者抱着那个孩子？当然是最小的那个，或者是最弱的

那一个。肯定不会父母两个人走得很快，孩子们在后面越走越慢，最小的落

到了最后。要是哪一个孩子生病了，父母就会抱着他、拉着他，这就是担代

的意思。在一个教会里，我们一定要照顾初信的、信心软弱的人，不要让他

们掉队了。不只是属灵追求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他们好好来追求，就是做事情

上也要来照顾他们，要等他们，要拉他们一把，要对他们有耐心。比如陪着

他们参加聚会学习，打电话叫他们一声提醒他们，常给他们加油鼓励，在灵

修读经祷告上帮助督促他们。所以这里的担代其实也有等候、忍耐的意思。

考虑到他们的状况，拉着他们一起走，让他们不要掉队。如果他们非常软弱，

我们甚至要背着他们一起走。神就是这样对待祂的子民。以赛亚书 63章里面

讲到，我们在苦难中，神也跟我们一同受苦，祂有时还抱着我们，怀揣着我

们。 

这三节经文对“担代”也有很具体地指示： 

- 不求自己的喜悦；求別人的喜悦  

- 使他人得益处  

- 建立別人  

我们不要总想着别人应该怎么样对待我，我的意见有没有被实施，这个

歌有没有按我的意思唱，这个戏有没有按我的意思排演，这样不建立人，人

就离开了，那不是神的心意。哥林多前书 10 章：“
23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

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24
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

别人的益处。”这就是真正的爱。有人说喜乐这个字“JOY”可以分成三个字：

Jesus 耶穌，others 別人，you 你，就是把耶稣放第一位，把别人放第二位，

你自己放第三位，你就有喜乐了。 

 我以前跟师母散步的时候，因为我步伐大，走走她就落到我后面了。这

样散步是不对的，那我就牵着她的手。走着走着她有意见了，她说我步伐很

大，她步伐小，这样拖着她，她走得很累。既然拉她也不对，那怎么办呢？

最终我发现了，我就是要把步伐放小才能够跟她一起走。其实人生也常像这

样。你能不能照顾别人，放慢脚步，以至两个人可以一起走，一起服侍，一

起同工，一起做成一件事情？这确实是需要很多耐心的。我在卡尔加里植堂，

服侍了几年后，海外校园有几个同工来卡尔加里开会，就采访我，问我植堂

最大的心得是什么，我说最大的心得就是“耐心”。因为我们的教会里全是

初信的，不能太快要求他们这样那样的，他们就做不起来。或者我们要硬拖

着他们，他们也会掉队，最后走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像养孩子那样，对他们

耐心。因为他们真是需要时间长大，需要时间去明白，需要时间去操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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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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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6 一心一口荣耀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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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神的工程，

神在建造他们。他们的灵命在不同的阶段，在认识神上、信心上和行为改变

上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不要太快，太急去判断、批评、论断他们，要有

耐心，等候神的作为。但等候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行在当下，追求神喜悦

的，彼此建立德行，担代软弱的。我们都是神的工程，都在施工当中，特别

需要忍耐、需要安慰、需要鼓励。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领受

忍耐和安慰，让我们有耐心来效法耶稣基督，接纳软弱的人，建立软弱的人，

担代软弱的人，这样我们的生命就是荣耀神的生命。 
 

今天的信息就是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对待信心软弱的人。盼望不仅仅在我

们的教会里，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给我们带来益处，带来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