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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12月7日 安息日下午

團結與破裂的關係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提摩太後書 4 ： 11 ；腓利門書 1 ‒ 25 ；哥林多後書 10 ： 12 ‒ 15 ；羅馬書 5 ：
8‒11；以弗所書 4：26；馬太福音 18：15‒17。
存心節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上帝兒子的死，得與上帝和好；既已和好，
就更要因祂的生得救了。」（羅馬書 5：10）

從《聖經》中我們發現，即使是在五旬節過後，信徒之間的關係有時也
會變得十分緊張。新約《聖經》中反覆記述了教會領袖和信徒個人處理
這些挑戰的方法。他們所採用的原則對今天的教會來說頗具價值。《聖
經》中的範例告訴我們，若使用《聖經》的原則來處理衝突並維持在基
督裡的合一，就會帶來積極的結果。
本週課程的研究重點是，關係的重建以及人際關係如何影響我們在基督
裡的合一。聖靈的工作是要使人與上帝更加親近，也與他人更加親近。
它包括打破我們與上帝之間的障礙，也打破與他人關係中的壁壘。總而
言之，福音力量的最大明證不一定是教會教導了什麼真理，而是教會活
出了什麼樣式。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
翰福音13：35）若是沒有這種愛，那麼所有關於教會合一的言論都無濟
於事。
■研究本週學課，為12月8日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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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的重建】

保羅和巴拿巴共同為耶穌作見證。
但他們在一件事上意見相左，就是
是否應當信任那稱呼馬可的約翰
（使徒行傳15：36－39）。傳福音
的潛在危險嚇得這位年輕人一度退
縮，拋下保羅和巴拿巴回家去了
（使徒行傳13：13）。
「馬可這樣半途而廢，致使保羅對
他的批判非但一時很為不利，而且
甚至非常嚴厲。反之，巴拿巴則因
馬可缺少經驗而予以原宥。他深覺
馬可不應見棄於傳道工作，因為
他看出馬可具有為基督作有用工人
的資格。」─懷愛倫，《使徒行
傳》，第170頁。

雖然這些人都是上帝所使用的器
皿，但他們之間也有問題極待解
決。傳揚恩典的使徒需要向令他失
望的年輕傳道人顯出恩慈。蒙赦免
之恩的使徒需要寬恕他人的過錯。
在巴拿巴的肯定與指導下，馬可也
成長了（使徒行傳15：39），就連
保羅也因他的變化而感動。

在保羅寫給提摩太和歌羅西教會的信
中，他是如何提到他與馬可之間關係
的重建，並表達出他對這位年輕傳道
人滿懷信心？ 歌羅西書 4：10－11；
提摩太後書 4：11。

雖然保羅與馬可和好的事情只是一
筆帶過，但《聖經》的記載是不容
置疑的。馬可成為使徒可以信賴的
夥伴之一。保羅向歌羅西教會大
力推薦馬可，稱他為自己的「同
工」。就在保羅生命行將結束時，
他還強烈建議提摩太將馬太也帶到
羅馬來，因為他在「傳道的事上與
我有益」（提摩太後書4：11）。
有了這位年輕的傳道人，保羅的事
工也大大豐富起來，當然，他也早
已原諒了馬可之前的行為。從前橫
亙在他們之間的障礙被打碎了，他
們能夠在福音的事業上攜手共進。
不管他們中間有什麼心結，也許保
羅依然相信自己先前對待馬可的態
度是合理的，但如今他已把一切都
拋在腦後了。
我們如何能夠學會原諒那些曾經傷害
我們，或讓我們失望的人？再者，為
何饒恕並不總是代表關係要完全復原
到以前的狀態？為何我們不一定要這
樣做？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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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奴隸變為兒子】

當保羅被羈押在羅馬時，他遇到了
一個名叫阿尼西母的奴隸，他偷偷
離開歌羅西主人的家，逃到了羅
馬。保羅想起他其實是認識阿尼西
母的主人的。這封寫給腓利門的信
就是保羅以個人名義向他的朋友發
出請求，要他修復與這逃跑奴隸之
間的關係。
在保羅看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
很重要的。使徒知道破碎的關係會
對靈性成長和教會的團結造成損
害。腓利門是歌羅西教會的領袖。
若是他對阿尼西母心懷苦毒，那麼
他向那些不信之人分享他的信仰歷
程以及教會的見證也會變得軟弱無
力了。
閱讀腓利門書 1－25節。我們可以從
中找出哪些修復關係的重要原則？請
注意，我們要找的是原則。

乍看之下，保羅並沒有言辭激烈地
控訴奴隸制的罪惡，這多少讓人感
到驚訝，但保羅的策略卻更加有
效。按著上帝的心意，福音能夠打
破所有階級的界限（加拉太書3：
28；歌羅西書3：10－11）。使徒打
發阿尼西母回到腓利門那裡，卻不

再是奴隸的身分，而是他在基督裡
的兒子，是腓利門在主裡「親愛的
弟兄」（腓利門書16節）。
保羅知道逃跑的奴隸都沒有好下
場。他們可能隨時被抓到，也註定
要過著貧苦的生活。但如今，阿尼
西母成了腓利門在基督裡的弟兄，
一個任勞任怨的工人，這樣他可以
有更美好的前途。在腓利門的手
下，他的吃喝、住宿及工作都可以
得到保障。修復這段破碎的關係可
能會使他的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
化。他已經成為「親愛忠心的弟
兄」，在福音的事上作保羅的同工
（歌羅西書4：9）。保羅非常熱心
且堅定地促成兩人之間的和解，甚
至他願意自掏腰包，來償付因阿尼
西母犯錯所產生的債務。
從本卷書所涵蓋的福音原則中，哪些
能夠幫助你解決人際關係中所面臨的
壓力、緊張甚至摩擦？ 這些原則怎
樣幫助你們來維護你所在的教會的團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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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結合一的屬靈恩賜】
我們在前一課中學到，在哥林多教會
中存在很大的問題。保羅在哥林多前
書 3：5－11；12：1－11和哥林多後
書10：12－15中提出了哪些對於教會
合一極為重要的醫治與修復原則？

使徒在這些章節中概述了教會團結
的重要原則。他指出，雖然每個人
都是在為建立上帝的國度而努力
（哥林多前書 3：9），但耶穌在教
會中會揀選不同的工人來完成不同
的事工。

上帝召我們為要合作，而非競爭。
每位信徒都得蒙聖靈的恩賜，要在
服事基督的身體並社群的事上合作
（哥林多前書 12：11）。恩賜不
分大小，在基督的教會中都能派上
用場（哥林多前書 12：18－23）。
我們所得的恩賜不是為了自私的炫
耀，而是由聖靈賜下，為要在傳福
音的事上獻出一份心力。
任何與他人的比較都是不智的，因
為結果若非讓我們感到氣餒，就是
使我們傲慢自大。假如我們認定其
他人遠比我們優秀，那麼與他們相
比只會使我們感到沮喪，並容易

在我們的事奉上灰心喪志。反過來
說，如果我們認為自己為主作工比
其他人要有效率得多，難免會驕傲
起來，這可是任何基督徒最不願染
上的不良心態了。
這兩種態度都會削弱我們事奉上帝
的果效，也會損害我們彼此間的關
係。假若我們能在基督所賜的範圍
內服事，那麼就會在我們為基督的
見證中得到喜樂與滿足。我們的
事奉會與他人的努力連結得天衣無
縫，而基督的教會也會大踏步地邁
向上帝的國度。
有沒有誰在事奉上的恩賜讓你十分羡
慕的？（應該不難想吧？）與此同
時，與其他人的恩賜相比，你是否常
常為自己的恩賜而感到驕傲？這就是
保羅所擔心的問題，這就是軟弱墮落
的人類永遠存在的現實。不管我們是
上述情況的哪一種，為了維持我們在
基督裡必要的合一，我們如何才能擁
有無私的心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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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恕】

什麼是饒恕？饒恕是否意味著為那
些深深傷害過我們的人的行為開
脫？我的饒恕是否應取決於對方的
悔改？如果那個惹惱我的人不值得
我饒恕他，該怎麼辦呢？

根據下列經文，我們應當如何理解
《聖經》中所說的饒恕的真意？ 羅
馬書5：8－11；路加福音 23：31－
34；哥林多後書 5：20－21；以弗所
書 4：26。

在與我們和好的事上，是耶穌採取
主動。這是「祂的恩慈領你悔改」
（羅馬書2：4）。當我們還是罪人
的時候，就藉著耶穌基督與上帝和
好了。我們的悔改和認罪都不是達
成和解的基礎，是基督在十字架上
的死成就這事，我們所要做的就是
接受祂為我們成就的一切。

誠然，我們若不承認自己的罪，就
無法獲得罪得赦免的祝福。但這並
不等同於我們的認罪成就了上帝的
赦免。赦免之恩一直存留在上帝的
心中。而認罪能夠幫助我們接受這
一恩典（約翰一書 1：9）。認罪之
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能改變上帝
對我們的態度，而是因為它能改變
我們對上帝的態度。當我們降服於
聖靈使人知罪的大能之下，承認並

悔改我們的罪時，我們的生命就得
以更新。
饒恕對我們靈性的福祉也非常重
要。如果我們不能饒恕那曾經虧負
我們的人，即便他們不值得被原
諒，最後受傷的還是我們，而不是
他們。因為如果一個人傷害了你，
而你任憑這痛苦在心中滋生而不選
擇原諒，那麼你就是在放任他們傷
你更深。這種痛苦和受傷的感受往
往是造成教會分裂和緊張的元兇。
信徒之間無法釋懷的傷害會破壞基
督身體的合一。
饒恕是將他人從我們的定罪中釋放
出來，因為基督也將我們從祂的定
罪中釋放出來。這樣做並不是證明
別人對我們的傷害是正當的。我們
可以與那些虧負我們的人和好，因
為當我們傷害了基督時，祂也與我
們和好。我們能夠饒恕，是因為我
們也蒙饒恕。我們可以愛，是因為
我們也被愛。饒恕就是一種選擇。
我們可以選擇去原諒他人的行為或
態度。這才是耶穌的真精神。
思考我們在基督裡所蒙的饒恕如何使
我們學會饒恕他人？為何饒恕在我們
的基督徒經驗中是非常關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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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修復與合一】

閱讀馬太福音 18：15－17。當被其
他弟兄姐妹得罪的時候，耶穌提出哪
三個步驟來幫助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怎樣結合現狀來運用這些教訓？

耶穌在馬太福音18章所提出的建
議，其目的是要在教會內部，在盡
可能小的範圍內解決人與人之間的
矛盾。祂的本意是要讓發生衝突的
雙方自己來解決問題。因此耶穌
說：「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
去，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
候，指出他的錯來。」（馬太福音
18：15）倘若兩人間的衝突將更多
的人牽扯進來，那麼爭執必隨之升
級，其他信徒之間的團契也會因此
受到傷害。人們開始選擇陣營，戰
鬥一觸即發。但當基督徒們尋求私
下解決紛爭時，本著基督愛的精神
與相互理解，和解的心便油然而
生。當他們努力解決彼此之間的紛
爭時，就為聖靈的工作創造了恰當
的氛圍。
有時候個人尋求和解達不到效果。
在這種情況下，耶穌指示我們要帶
一兩個人同去。這是和解的第二
步，一定要在第一步無效的情況下

進行。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將人們團
結在一起，而非使他們分離。然而
被得罪的一方帶的這一兩個人，他
們的目標不是要去證明他的觀點正
確，或是合夥來責備另一方。他們
要帶著基督的愛與同情，作為輔導
員和代禱的同伴，為要使得兩個日
漸疏遠的人重歸於好。
當然也會有所有努力都宣告無效的
時候。在這種情況下，耶穌的指示
是將這件事告訴教會。當然，祂不
是要我們停止安息日早晨的敬拜來
處理個人的衝突。如果前兩步都沒
能幫助雙方和好，那麼恰當的方式
就是將此事提交教會管理委員會。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基督的目的是
要雙方和好如初。所以這不是追究
到底，宣佈一方無辜，而另一方有
罪。
「切莫讓憤怒轉變成為怨恨，不要
讓創傷醞釀潰爛，終至發出惡毒的
言語來，敗壞了聽者的思想。切莫
讓惡意繼續存留在你和他的腦海
中。要去到弟兄那裡，本著謙卑誠
懇的態度和他談論這件事。」──
懷愛倫，《傳道良助》，原文第
4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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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閱讀《懷愛倫百科全書》中〈饒
恕〉一文，原文第825－826頁。

「當工人們有基督常住在他們心
中，所有的自私全都死亡；當再無
競爭，也沒有人奪取高位；當眾人
合一、自潔，以致可以看見和感受
彼此相愛時，聖靈恩典的甘霖就必
降在他們身上，就如上帝的應許連
一點一劃也永遠不會落空一樣。」
─懷愛倫，《信息選粹》卷一，
原文第175頁。

「我們如果要在主的大日站立得
住，有基督作我們的避難所，作
我們的高臺，我們就必須放棄一切
的嫉妒，一切對權勢的競爭。我們
務必完全根除這些不聖潔的事，使
它們不致死灰復燃，再度滋長。我
們務必完全置身在主的這一邊。」
─懷愛倫，《末日大事記》，原
文第190頁。
討論問題

1 閱讀歌羅西書3：12－17。就使徒
保羅鼓勵歌羅西教會信徒們去尋求的
基督徒品格進行討論。為什麼這些品
格是解決一切衝突的基礎？它們如何
指導我們貫徹耶穌在馬太福音18：
15－18中給出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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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讀歌羅西書3：12－17，重溫經
文中所提出的教導。為什麼這些事對
於教會的團結至關重要？
3假如將我們的教會―基督復臨安
息日會―看做一個整體，我們必須
團結一致才能將福音傳遍世界，那麼
在合一的道路上我們面臨的最大障礙
是什麼？是我們的教導和教義出了問
題嗎？當然不是！它們正是上帝託付
我們要向世界宣告的事。也許問題就
出在我們身上，我們的人際關係，小
心眼，爭吵，自私的心，以及對權力
以及許多事物的渴望。為什麼你必須
懇求聖靈的力量先改變你自己，然後
才會出現整個教會團結一致的景象？

總結
耶穌基督的福音在於醫治和更新。當
這一切發生時，一定會影響我們的人
際關係。《聖經》為我們記錄了許多
有效的原則與範例，告訴我們在罪惡
的世界中應當如何去行才能與他人建
立良好且密切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