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行传

危机与契机
第十三课…

使徒行传十五章

危机的造成 ─ 安提阿教会已经透过保罗跟巴拿巴，
带来外邦人得救信主的好消息；在这个时候
带来外邦人得救信主的好消息；在这个时候…

危机与契机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
「你们若 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
能得救
十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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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已经信耶稣的犹太教的信徒，
这些是已经信耶稣的犹太教的信徒
他们生命当中仍然有些框框在，
也就是耶稣所说的 ─
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
把新酒灌在旧皮袋里。
十五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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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问题的对策 ‧耶路撒冷会议‧会议的决议‧带回安提阿教会
在我们所服事的群体，一定会有些问题，
怎么样合乎圣经的面对问题 而不要逃避问题 ─
怎么样合乎圣经的面对问题，而不要逃避问题
假装问题不存在，不表示没有问题…
变成台面下之后，就暗流汹涌
圣经的教导，
 不容许粉饰太平，说
不容许粉饰太平 说 ─没事没事、平安平安
没事没事 平安平安
 跟真理有关的事情，合乎圣经的去面对问题

面对问题一定会有冲突，

冲突挑战了我们本来的自我强界，
我们才有成长跟突破的空间。
不要怕问题，也不要随便去制造问题，
问题来的时候，让我们靠上帝的恩典，去面对问题。

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

在教会内部产生问题的当下，他们怎么样去面对问题呢？

‧面对问题的对策 ‧耶路撒冷会议‧会议的决议‧带回安提阿教会
在主后第一世纪安提阿的教会，内部产生了问题 ─
条， 成
争
因为犹太教的框框、规条，造成了纷争。
他们决定，就请教会领袖保罗跟巴拿巴，
跑耶路撒冷一趟，回到福音的发源地去澄清─
跑耶路撒冷
趟，回到福音的发源地去澄清─

到底福音、救恩，是惟独相信耶稣，
还是要加上受割礼、加上行律法呢？
面对搅扰、纷争，不是在本地辩论…
而是真正去澄清
是真 去澄清 ─ 到底真理是什么？
到底真 是什
事情扭曲跟模糊的时候，内在会有个信念 ─
在我们里面有真理，

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勇敢面对问题，会让我们更认识真理。

‧面对问题的对策 ‧耶路撒冷会议 ‧会议的决议‧带回安提阿教会

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
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十五4

他们先报告 ─ 外邦人从我们的口中得听福音、而且相信，
同时见证上帝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
正如给我们 样

‧面对问题的对策 ‧耶路撒冷会议 ‧会议的决议‧带回安提阿教会

首先彼得说 ─ 上帝如何借着我
已经做过了使外邦人信主的作为，
已经做过了使外邦人信主的作为
 印证这完全是上帝的工作
 不论犹太教的人或是外邦人，
不论犹太教的人或是外邦人
所信的福音是一模一样的

这时后开始讨论，最先发言的是彼得，
所引用的证据是他在哥尼流家里 ─
 第十、十一章的经文…
 第十五章 ─ 要来印证外邦人信主得救的事情，
是合乎福音真理规模的，这是多次多方的印证
印证…
…
这是路加在写作使徒行传当中非常重要的宗旨，
如果这个关卡不突破的话
如果这个关卡不突破的话，
福音传递上不但有阻隔、也会失真。

‧面对问题的对策 ‧耶路撒冷会议 ‧会议的决议‧带回安提阿教会

彼得讲述 ─ 过去上帝已经使外邦人信主得救的案例，
证明所领受的福音、所领受的圣灵、因信得洁净的恩典，
他们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
外在的现象如果没有经过思考、解释，我们只会停留在现象界；
 在圣灵的灵感跟默示中，我们开始明白上帝作为的原则…
 如果只停留在外在的现象，
我们很容易只是去追求外在圣灵充满的某些的记号
在彼得的解释当中，
这些圣灵的作为、神的恩典，
在以色列人 在外邦人身上 都是见证
在以色列人、在外邦人身上，都是见证
见证 ─
这是耶稣的恩典、福音的真恩
恩，
不论在以色列人 在外邦人
不论在以色列人、在外邦人，
是一模一样的。

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
正字标记 ─ 这是圣灵的作为、纯正的福音
这是圣灵的作为 纯正的福音

十五8b-9

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
我们得救乃是因
我
得救
主耶稣的恩，
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
所有的得救的根源，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十五11

‧面对问题的对策 ‧耶路撒冷会议 ‧会议的决议‧带回安提阿教会

现在为甚么试探神，
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
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
十五10-11

犹太教的基督徒还在框框当中认为 ─
还要受割礼、还要行摩西律法…
所以彼得提醒说 ─ 这个是不必要的。
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
神藉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

十五12

神迹奇事是为了见
是为了见证 ─ 印
印证所传的道，
所传的道，
而不是神迹奇事本身有什么神秘的效应…
我们常常会追逐外在的神迹奇事，
而是注意看神迹奇事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面对问题的对策 ‧耶路撒冷会议‧会议的决议 ‧带回安提阿教会
十五13-17

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

不是三大使徒的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雅各…
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
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
引用阿摩司书第九章
『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
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 ─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
要说服犹太人一定要引圣经，
证明旧约的先知就已经有说了 ─
在外邦人当中也会被神拣选，
来求告上帝成为属神的人。

‧面对问题的对策 ‧耶路撒冷会议‧会议的决议 ‧带回安提阿教会

外邦世界受希腊文化影响
外邦
希 文化
─ 充满乱伦、淫乱的问题，
伦 淫
问题，
希腊神庙当中，会有一些奸淫的问题产生。
外邦信徒归主的时候，雅各特别提出来 ─
要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
在外邦文化，奸淫跟宗教信仰掺杂在一起。
另外是勒死的牲畜和血，根据旧约律法 ─
 犹太人禁戒用勒死牲畜的方式取得肉品
 血在旧约圣经认为 ─活物生命是在血里
活物生命是在血里
整个圣经以血来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
希伯来书 ─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在犹太教信仰的基础，让外邦人进入会堂信主的时候，
雅各提出这四点 让外邦信徒要尊重 ─
雅各提出这四点，让外邦信徒要尊重
犹太教信徒已经有的、某些文化的情境。

‧面对问题的对策 ‧耶路撒冷会议‧会议的决议 ‧带回安提阿教会

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
只要写信，吩咐他们
，
─

十五19-21

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
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
，
在
人
，
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
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经过的城市，都有犹太人的会堂
犹太人的会堂，
，
如果外邦人在犹太教的会堂领受福音，
而在会堂某些禁忌，外邦人冒犯了犹太人，
会使犹太人信心软弱；
他是为着犹太人某些生活中的软弱、文化的差异，
就让这些进入会堂当中信耶稣的外邦人，
就让这些进入会堂当中信耶稣的外邦人
留意尊重会堂当中的规矩，所以提出了几件…

‧面对问题的对策 ‧耶路撒冷会议‧会议的决议 ‧带回安提阿教会

这部分跟救恩没有直接的关系 ─ 不是要做到这几样才能得救，
而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信耶稣之后的合一、彼此尊重的原则。
保罗在罗马书跟哥林多前书都会再次讨论 ─
为了爱的缘故、为了软弱的弟兄良心软弱的缘故，
要遵守的还不止这四样呢！
要尊重不同群体当中、内部的文化处境，
学习去尊重别人。
传道人到外地服事，会发现外地教会
传
到外
事，会发 外 教会
有些很特别生活的方式…
当我们出于爱的缘故，去服事人的时刻，
不只是这四件禁忌，其实有更多…
我们愿意为爱的缘故，
的缘故
荣神益人的事情、愿意留心去做。

‧面对问题的对策 ‧耶路撒冷会议‧会议的决议 ‧带回安提阿教会

这是第一次讨论大公会议，为了教会的事务…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
惟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
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
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
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
平安！
！

十五28 29
十五28-29

后来他们流传外邦，在各处传福音、作见证，
这封信是多 的重要！
这封信是多么的重要！
这封信打下非常重要的基础，
福音才能够脱离犹太教的框框传向外邦 ─
 单单因为信耶稣、而不是受割礼行律法才能得救
 外邦信徒在信主当中，
外邦信徒在信主当中
仍然要尊重犹太教 ─ 福音的根源，某些的文化处境

危机与契机
这个福音队就分成了两队 ─

保罗跟西拉就出去布道
 巴拿巴跟他的表弟马可回到了居比路


又是 回合分裂的危机
又是一回合分裂的危机，
可是它也是转机 ─
 巴拿巴这一队的布道，没有写很多在使徒行传当中，
巴拿巴这 队的布道 没有写很多在使徒行传当中
可是福音借着这一支队伍带下去了
 马可也被造就，成为后来保罗身边的好同工
马可也被造就 成为后来保罗身边的好同工
谢谢主，
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当中、
在事情的危机当中，

显为真实！

‧面对问题的对策 ‧耶路撒冷会议‧会议的决议‧带回安提阿教会

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
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
我们就差了犹大和西拉，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
十五31 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
十五25-27

犹大跟西拉继续在安提阿教会服事，
后来保罗继续旅行布道的时候，
后来保罗继续旅行布道的时候
西拉跟保罗一队，参与向外邦布道的任务。
当保罗跟巴拿巴继续准备出去布道的时候，发生了争执…
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旁非利亚离开他们，
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于是二人起了争论。

十五37-39a
十五37
39a

危机与契机
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它调整了核心 ─
 救恩就是单单借着信心、不是加上行律法
法
 信仰真正的跨越了种族、文化、国籍的框框，
不再只是在犹太教、在会堂宣讲耶稣
不再只是在犹太教、在会堂宣讲耶稣而已
 展示了教会处理问题的范例
求上帝帮助我们 ─ 只要一起服事，会遇见挑战，
只要 起服事 会遇见挑战
 表示我们正在逆流而上
 让我们不怕冲突，就是勇敢的靠上帝的恩典，
让我们 怕冲突 就是勇敢的靠上帝的恩典
上帝会赐给我们智慧、勇气来面对问题
 在处理问题、胜过问题的时刻，
处 问
过问
教会成长了，弟兄姐妹的灵命也被建造了。
这是教会面对的危机，也是极大的契机 ─ 福音要预备扩展了！

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

祷告

当我们成为属于你的人的时刻，
不表示我们所做的事情 定都是 帆风顺
不表示我们所做的事情一定都是一帆风顺；
但是让我们不怕危机、让我们不怕困境，
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认真的来面对 ─
生命当中我们卡住的地方。
当我们认真面对的时刻，你的恩典就进来，
你的话语、你的智慧，使我们跨越了困难的山巅，
让我们的生命又被提升了！
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
就愈发有信心，愿意来面对生命当中的困难。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