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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11月16日 安息日下午

當衝突四起時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使徒行傳 6 ： 1 － 6 ；使徒行傳 10 ： 1 － 23 ；馬太福音 5 ： 17 － 20 ；使徒行傳
11：3－24；使徒行傳 15：1－22；阿摩司書 9：11－12。
存心節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並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
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了。」（加拉太書 3：27－
28）

基督教社群所面臨最艱巨的任務之一，就是在信徒們對教會的身分與使
命的看法出現分歧時，如何保持教會的團結。這樣的分歧往往會帶來毀
滅性的後果。
今天的基督教社群與我們在新約《聖經》中看到的沒有什麼不同。人還
是一樣的人，因此在至關重要的事上同樣會出現分歧。早期的基督徒們
所面臨的衝突，有些浮於表面，是人與人之間的成見，有些則來自對重
要的舊約故事及慣例的深層分歧。要不是那些心思細密的眾使徒和教會
領袖尋求聖靈和《聖經》的引導來緩解這緊張的局勢，單單這些衝突就
可以扼殺處在萌芽狀態的教會。

幾週前我們學習了早期教會有關教會團結的經驗。本週我們將要研究早
期教會是如何解決破壞其合一，並威脅到其生存的內部衝突。教會存在
什麼衝突？他們如何解決？今天的我們能從他們身上學得什麼經驗教
訓？
■研究本週學課，為11月17日安息日作準備。

星期日

11月11日

第7課／當衝突四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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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偏見】

閱讀使徒行傳 6：1。早期教會存在
什麼問題？人們為什麼要對給寡婦分
配食物的公平合理性產生質疑？

早期教會的一些基督徒似乎對他們
中間的希臘猶太人的寡婦有些偏
見，提供給她們的食物也比希伯來
寡婦來得少。這種偏袒行為在早期
會眾中造成裂痕。《聖經》並沒有
說這種偏心是否是有意而為之。它
只說有些人相信這是一種存心的偏
袒。這樣的衝突從很早的時候就威
脅到教會的團結。在這麼短的時間
內，教會中就出現了因種族偏見造
成的分裂，這是多麼令人匪夷所思
的事情。
閱讀使徒行傳 6：2－6。早期教會為
消除這一誤會採取了什麼簡單的方
式？

早期教會的增長非常迅速，這種增
速也使使徒們肩上的擔子越發沉
重。這七位傳統上稱之為「執事」

之人的任命（儘管新約《聖經》並
沒有如此稱呼他們），大大緩解了
耶路撒冷教會的緊張局勢，並使更
多的人參與教會的事工。

使徒們仔細聽取了講希臘語的信徒
的抱怨，並徵求他們的意見，還將
挑選七個人來作使徒們的同工的任
務交在他們手中。於是他們推薦了
七位門徒，他們都是講希臘文的
猶太人。據說這些人都是「有好名
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
（使徒行傳6：3）。在此之前，使
徒們既要傳揚上帝的道，又要管理
飯食，如今這責任被分擔了，兩
組人都為傳揚上帝的福音做著有
同樣價值的服事。路加用同一個
詞diakonia （意為「事奉」或「服
務」），既是指使徒們宣揚福音的
事工（使徒行傳6：4），也是指執
事們分派食物的服務（使徒行傳
6：1）。
你能從教會領袖召集許多信徒一起
（使徒行傳6：2）來討論解決之道的
事上，看出這種方式的重要意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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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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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邦人歸主】

在使徒行傳中，外邦人歸信耶穌基
督福音的記載，清楚呈現了早期教
會生活中最嚴重的衝突，它甚至威
脅到教會的存在和使命。

閱讀使徒行傳 10：28－29，34－
35。彼得如何理解他在約帕看到的異
象的含義？他如此解讀異象的原因是
什麼？

閱讀使徒行傳 10：1－23。你從哪裡
可以看出聖靈正在許多人心裡作工，
為外邦人接受福音鋪平道路？

在彼得看來，這異象一定特別離
奇。他對此感到無比震驚，因為作
為一名虔誠的猶太人，他謹遵律法
的要求，從未沾染過任何不潔淨或
污穢的食物（參見利未記11章；以
西結書4：14和但以理書1：8）。
但是，這異象並非關於飲食，而是
關於將猶太人和外邦人隔離，致使
福音傳播受阻的種族界限。時至今
日，這種障礙依然盛行，如古時一
樣。
基督教在開始的數十年中，基本上
是由猶太人組成的，他們接受耶穌
為舊約眾先知所預言的那位彌賽
亞。因此早期耶穌的信徒都是謹遵
律法教導的忠心的猶太人。他們並
不認為耶穌基督的福音已經抹去或
廢除了舊約的規定（參見馬太福音
5：17－20）。

我們在使徒行傳中所看到的，是聖
靈已經為外邦人進入基督徒社群的
團契做好準備。而且他們被接納，
無需受割禮，也不用先成為猶太
人。彼得和他的同伴們之所以相信
這確實出於上帝的旨意，是因為聖
靈降在哥尼流和他的家人身上，正
如五旬節那天聖靈沛降在耶穌的門
徒身上（使徒行傳10：44－47）。
如果聖靈既分賜給猶太人，也以同
樣的方式分賜給外邦人，那麼就證
明受割禮並非是成為耶穌信徒的先
決條件。這一結論為早期基督徒所
面臨的重大神學衝突拉開了序幕。

星期二

11月13日

第7課／當衝突四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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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正在引導】

在撒利亞哥尼流家發生的事情，很
快就傳到了耶路撒冷基督教領袖們
的耳朵裡，他們於是請彼得來將事
情解釋清楚。他們對彼得的行為深
感不悅，因為根據猶太人對摩西
律法的理解，虔誠的猶太人是不可
以與外邦人一起吃飯的（使徒行傳
11：3）。

閱讀彼得前書 11：4－18。彼得如何
解釋聖靈在此事上的工作以及引導
呢？當他講述事情的經過時，其主要
觀點是什麼？

雖然有些人對彼得的行為以及他為
外邦人施洗的決定提出質疑，但
還有許多隨行的人（使徒行傳11：
12）能夠證明聖靈的確用與五旬節
相同的方式彰顯了祂的同在。在這
件事上，聖靈的帶領與引導，以及
祂所賜下的恩賜，都是毋庸置疑
的。「眾人聽見這話，就不言語
了，只歸榮耀與上帝，說：『這樣
看來，上帝也賜恩給外邦人，叫他
們悔改得生命了。』」（使徒行傳
11：18）。

閱讀使徒行傳 11：19－24。接下來
在早期教會中發生了什麼事？

也許有些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認為
發生在哥尼流和他家人身上的事只
是特例，這樣的情況不會再重演。
但這並不是聖靈的意願。司提反死
後，逼迫的浪潮湧起（使徒行傳
8：1），耶穌的門徒被迫分散在耶
路撒冷和猶大以外，隨著他們逃到
撒瑪利亞、腓尼基、賽普勒斯和安
提阿，越來越多的外邦人也接受了
耶穌為個人的救主。這就實現了耶
穌所預言的（使徒行傳1：8）。假
設我們站在早期猶太基督徒的立場
思考，面對外邦信徒的大批湧入，
就不難理解為何他們當時不確定應
當如何應對這一局面了。
我們是否也有可能對教會和所傳的信
息持有某些狹隘的觀點，以至於妨礙
了我們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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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11月14日

安息日學研經指引／學課•2018年第4季•10～12月

【耶路撒冷會議】

閱讀使徒行傳 15：1－ 2 和加拉太書
2：11－14。在早期教會引發嚴重衝
突的兩個問題是什麼？

早期基督徒所面臨的、威脅教會團
結的問題，是實實在在且相當棘手
的。某些猶太基督徒認定，只有那
些與上帝立約的人才有資格享受救
恩，也就是說，必須先受割禮成為
立約之民。這些猶太信徒也深信，
要想過忠心的生活，就應該避免與
外邦人的一切接觸，以免阻礙了自
己的得救之路。
猶太人在與外邦人的交往上恪守傳
統。當使徒們開始向希望來追隨耶
穌的外邦人傳福音時，這些傳統迅
速成為新興基督教群體的絆腳石。
根據舊約《聖經》的預言，彌賽
亞是上帝聖約之民的救主，外邦人
若想要得救，難道不應該先成為猶
太人，並且同守這神聖之約的條例
嗎？
閱讀使徒行傳 15：3－22。在耶路撒
冷會議期間，提出了哪些問題？

人們對於如何解讀舊約中有關割禮
和與外邦人關係的教訓，本身就有
不同的意見，而當時出現的問題正
根植於此。使徒、長老和從安提阿
來的代表聚在一起商議此事，可是
辯論多時也沒有任何結果。

接著，彼得、巴拿巴和保羅分別起
來講話。彼得提到了上帝藉著異象
賜給他的啟示，也講到了為外邦人
的歸信開闢道路的聖靈恩賜。接著
保羅和巴拿巴分享了上帝藉著他
們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蹟奇事。結
果，眾人的眼目都開啟了，接受這
一新的真理。彼得說：「我們得救
乃是因主耶穌的恩，和他們一樣，
這是我們所信的。」（使徒行傳
15：11）這裡的「他們」就是指外
邦人。在福音的光照下，數百年來
持守的傳統正逐漸瓦解。
你是否有過改變曾經深信不疑的信念
的經驗？當你再次對信仰的理解產生
疑問時，你從之前的經驗中學到的哪
些教訓會對你有幫助？

星期四

11月15日

第7課／當衝突四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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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的決定】

安提阿教會派出代表去耶路撒冷，
尋求解決爭執的最好辦法，他們這
麼做也是需要經歷一番信心的鬥爭
的。使徒和長老們經過數小時的討
論，最終，擔任會議領袖之職的耶
穌的兄弟雅各起來作出了決定（使
徒行傳15：13－20）。會議明確地
表示，外邦人想要成為基督徒，不
必像猶太人那樣遵從包括割禮在內
的儀文律法的所有要求。
閱讀阿摩司書 9：11－12 和耶利米書
12：14－16。這兩位舊約先知對以色
列的鄰邦發出了什麼預言？

從雅各所引用的阿摩司書9章中我
們可以看到，舊約時代的其他先知
們也曾暗示了上帝對萬國的拯救。
其實上帝一直希望透過以色列人的
見證和經歷來使全世界的人得救。
事實上，上帝對亞伯拉罕的呼召，
就包括藉由他和他的後裔使萬民得
福（創世記12：1－3）。在聖靈的
引導，彼得、巴拿巴和保羅在外邦
人中的事工以及許多外邦人歸於主
的名下，這些都是不容忽視的確
據。這些見證幫助身在耶路撒冷基
督教領袖們意識到，許多舊約《聖
經》中的預言如今正在應驗。其

實，上帝早已賜下律法來指導住
在以色列人中的外邦人，並有律
例約束他們的行為（利未記17、18
章）。雅各也在他最終的決定中提
到這些律法（使徒行傳15：29）。
這樣所有人都看明上帝正呼召外邦
人加入祂子民的行列中，在耶穌基
督裡同得救恩。聖靈的引導使他們
對《聖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並
揭示出他們以前從未注意過的重要
真理。

使徒行傳 15：30－35寫到安提阿教
會的信徒們對耶路撒冷會議所作決
議的回應，「眾人……因為信上安
慰的話就歡喜了。」（使徒行傳
15：31）
使徒行傳所呈現的是一個令人心服
口服的例子，它告訴我們早期教會
是如何因順服上帝的話，懷著彼此
相愛、團結信任的堅定心志，在聖
靈的引導下避免了一場可能導致教
會分裂的重大危機。

要聆聽別人的意見，即便他們所說的
與我們想聽到的大相逕庭，我們也要
去思考或許他們的意見才是正確的。
根據《聖經》的記載，我們能看出這
樣做的重要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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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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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懷愛倫，《使徒行述》第十四章
〈真理的追求者〉，原文第131－
142頁，第十九章〈猶太人與外邦
人〉，原文第188－200頁。
「那決定這事的會議，乃是由那些
在建設猶太與外邦教會的工作上卓
有成效的使徒和教師，以及各處教
會選派的代表所組成的。耶路撒冷
的長老和安提阿的代表也都出席，
幾個最有力量的教會也有代表在
場。會議採取行動乃是根據蒙啟示
作判斷的指示，並符合上帝旨意所
建立之教會的尊嚴。
他們審慎考慮的結果，使大家都看
出上帝已經藉著傾降聖靈在外邦人
身上的事親自答覆了這意見不一致
的問題；所以他們也就認明自己的
本分乃是要隨從聖靈的領導。「這
個問題並沒有叫全體信徒進行表
決。具有感化力和判斷權的人『使
徒和長老』，擬定並發表了那一次
的宣言，這宣言就為各地基督教會
所普遍接受了。
然而這次的決定並不是全體都滿意
的；有一派野心勃勃而自以為是的
弟兄不表贊成。這些人竟擅自進行
工作；他們呼冤叫屈，吹毛求疵，
企圖另作計畫，破壞上帝所命定傳
福音信息之人的工作。教會從開始
就有這一類的障礙必須應付，並且

始終都有，直到末時。」─懷愛
倫，《使徒行述》，原文第196－
197頁。
討論問題

1透過閱讀本課，我們能夠學到哪些
消除衝突的方法，可以在你的教會出
現分歧的時候派上用場？雖然新約時
期的教會面對的是神學問題，但當我
們處理威脅教會合一的文化、政治和
種族問題時，有哪些經驗教訓值得借
鑑？從本課中我們可以學到哪些重要
原則？
2再次閱讀進修資料中列出的懷愛倫
著作節選。雖然大會取得了積極的成
果，但仍有些人不滿意。從這樣令人
傷感的現實中我們可以學到什麼教
訓？

總結
早期教會承受著內部衝突的壓力，這
些事情很有可能對教會造成致命打
擊。我們看到教會所採取的方式，他
們在聖靈的引導下，順服上帝的道，
最終解決這些衝突，並避免了教會的
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