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分歧 (教會篇)

使徒行傳第15章



分開比較好？

過了些日子，保羅對巴拿巴說：「我們可以回到從前宣傳
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們景況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帶稱
呼馬可的約翰同去；但保羅因為馬可從前在旁非利亞離開
他們，不和他們同去做工，就以為不可帶他去。於是二人
起了爭論，甚至彼此分開。巴拿巴帶著馬可，坐船往居比
路去；保羅揀選了西拉，也出去，蒙弟兄們把他交於主的
恩中。他就走遍敘利亞、基利家，堅固眾教會。

使徒行傳 15:36-41



(一) 真理上的分歧：割禮與得救

徒 14:24 二人經過彼西底，來到旁非利亞。25 在別加講了
道，就下亞大利去，26 從那裡坐船，往安提阿去… 27 到了
那裡，聚集了會眾，就述說神藉他們所行的一切事，並神怎
樣為外邦人開了信道的門。…

徒 15:1 有幾個人從猶太下來，教訓弟兄們說：「你們若不
按摩西的規條受割禮，不能得救。」2 保羅、巴拿巴與他們
大大的分爭辯論；眾門徒就定規，叫保羅、巴拿巴和本會中
幾個人，為所辯論的，上耶路撒冷去見使徒和長老。3 於是
教會送他們起行。他們經過腓尼基、撒瑪利亞，隨處傳說外
邦人歸主的事，叫眾弟兄都甚歡喜。



(一) 真理上的分歧：割禮與得救

創 17:9-10 神又對亞伯拉罕說：「你和你的後裔
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約。你們所有的男子都要受
割禮；這就是我與你並你的後裔所立的約，是你
們所當遵守的。…

創 17:12 你們世世代代的男子，無論是家裡生的，
是在你後裔之外用銀子從外人買的，生下來第八
日，都要受割禮。



(一) 真理上的分歧：割禮與得救

徒 15:4 到了耶路撒冷，教會和使徒並長老都接待他們，他
們就述說神同他們所行的一切事。5 惟有幾個信徒、是法利
賽教門的人，起來說：「必須給外邦人行割禮，吩咐他們遵
守摩西的律法。」6 使徒和長老聚會商議這事；

徒 15:7 辯論已經多了，彼得就起來，說：「諸位弟兄，你們
知道神早已在你們中間揀選了我，叫外邦人從我口中得聽福
音之道，而且相信。8 知道人心的神也為他們作了見證，賜
聖靈給他們，正如給我們一樣；9 又藉著信潔淨了他們的心，
並不分他們我們。



福音的本質

徒 10:28 就對他們說：「你們知道，猶太人和別國的人親
近來往本是不合例的，但神已經指示我，無論什麼人都不可
看作俗而不潔淨的。29 所以我被請的時候，就不推辭而來。
現在請問：你們叫我來有什麼意思呢？」

徒 10:33 所以我立時打發人去請你。你來了很好；現今我
們都在神面前，要聽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話。」



福音的本質

徒 10:34-43 彼得就開口說：「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原來，
各國中那敬畏主、行義的人都為主所悅納。神藉著耶穌基督傳和
平的福音，將這道賜給以色列人。這話在約翰宣傳浸禮以後，從
加利利起，傳遍了猶太。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
這都是你們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
人，因為神與他同在。他在猶太人之地，並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
事，有我們作見證。他們竟把他掛在木頭上殺了。第三日，神叫
他復活，顯現出來；不是顯現給眾人看，乃是顯現給神預先所揀
選為他作見證的人看，就是我們這些在他從死裡復活以後和他同
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
作審判活人、死人的主。眾先知也為他作見證說：『凡信他的人
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福音的本質

徒 10:44 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聖靈降在一切聽道
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禮、和彼得同來的信徒，見聖靈
的恩賜也澆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因聽見他們說
方言，稱讚神為大。於是彼得說：「這些人既受了聖
靈，與我們一樣，誰能禁止用水給他們施浸呢？」就
吩咐奉耶穌基督的名給他們施浸。…

徒 15:8 知道人心的神也為他們作了見證，賜聖靈給
他們，正如給我們一樣



福音的本質：信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徒 15:10 現在為什麼試探神，要把我們祖宗和我們
所不能負的軛放在門徒的頸項上呢？11 我們得救乃
是因主耶穌的恩，和他們一樣，這是我們所信的。」
12 眾人都默默無聲，聽巴拿巴和保羅述說神藉他們
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蹟奇事。



(一) 真理上的分歧：神的話語 (雅各)

徒 15:13 他們住了聲，雅各就說：「諸位弟兄，請聽我
的話。14 方才西門述說神當初怎樣眷顧外邦人，從他們
中間選取百姓歸於自己的名下；15 眾先知的話也與這意
思相合。16 正如經上所寫的：此後，我要回來，重新修
造大衛倒塌的帳幕，把那破壞的重新修造建立起來，17
叫餘剩的人，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尋求主。
18 這話是從創世以來，顯明這事的主說的。19 「所以
據我的意見，不可難為那歸服神的外邦人；20 只要寫信，
吩咐他們禁戒偶像的污穢和姦淫，並勒死的牲畜和血。
21 因為從古以來，摩西的書在各城有人傳講，每逢安息
日，在會堂裡誦讀。」



(一) 真理上的分歧

分歧原因：

受割禮的信徒認為外邦人要受割禮成為猶太人，才能算得救。

保羅與巴拿巴堅持外邦人只要信耶穌基督的福音就可以得救。

解決方法：

神的作為，回到福音本質

神的話語，耶穌就是基督

結論：真理的合一：回歸主話語 (聖經)。



徒 15:22  那時，使徒和長老並全教會定意從他們中間揀選人，差他們和保羅、
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揀選的就是稱呼巴撒巴的猶大和西拉。這兩個人在弟
兄中是作首領的。23 於是寫信交付他們，內中說：「使徒和作長老的弟兄們
問安提阿、敘利亞、基利家外邦眾弟兄的安。24 我們聽說，有幾個人從我們
這裡出去，用言語攪擾你們，惑亂你們的心。（你們必須受割禮，守摩西的律
法。）其實我們並沒有吩咐他們。25 所以，我們同心定意，揀選幾個人，差
他們同我們所親愛的巴拿巴和保羅往你們那裡去。26 這二人是為我主耶穌基
督的名不顧性命的。27 我們就差了猶大和西拉，他們也要親口訴說這些事。
28 因為聖靈和我們定意不將別的重擔放在你們身上；惟有幾件事是不可少的，
29 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並勒死的牲畜和姦淫。這幾件你們若能自己禁
戒不犯就好了。願你們平安！」30 他們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眾
人，交付書信。31 眾人念了，因為信上安慰的話就歡喜了。32 猶大和西拉
也是先知，就用許多話勸勉弟兄，堅固他們。33 住了些日子，弟兄們打發他
們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們的人那裡去。34 （惟有西拉定意仍住在那裡。）
35 但保羅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許多別人一同教訓人，傳主的道。



(二) 信件暗藏的分歧？

徒 15:24 我們聽說，有幾個人從我們這裡出去，用言語攪擾你
們，惑亂你們的心。（你們必須受割禮，守摩西的律法。）其
實我們並沒有吩咐他們。 … 28 因為聖靈和我們定意不將別的
重擔放在你們身上；惟有幾件事是不可少的，29 就是禁戒祭偶
像的物和血，並勒死的牲畜和姦淫。這幾件你們若能自己禁戒
不犯就好了。願你們平安！」

徒 15:1 有幾個人從猶太下來，教訓弟兄們說：「你們若不按
摩西的規條受割禮，不能得救。」

徒 15:20 只要寫信，吩咐他們禁戒偶像的污穢和姦淫，並勒死
的牲畜和血。21 因為從古以來，摩西的書在各城有人傳講，每
逢安息日，在會堂裡誦讀。」

關乎得救

關乎信主後的生活



(二) 信件暗藏的分歧？使命與命令

雅 2:26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羅 14:15 你若因食物叫弟兄憂愁，就不是按著愛人的道理
行。基督已經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敗壞。

太 28:19-20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
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
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結論：教導裡合一：主的使命、主的命令。



(三) 同工的分歧：忠心？愛心？

徒 15:36 過了些日子，保羅對巴拿巴說：「我們可
以回到從前宣傳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們景況如何。」
37 巴拿巴有意要帶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38 但保羅
因為馬可從前在旁非利亞離開他們，不和他們同去做
工，就以為不可帶他去。39 於是二人起了爭論，甚
至彼此分開。巴拿巴帶著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40 
保羅揀選了西拉，也出去，蒙弟兄們把他交於主的恩
中。41 他就走遍敘利亞、基利家，堅固眾教會。



合一來自主

真理的合一：回歸主話語

教導裡合一：主的使命、主的命令



(三) 同工的分歧：忠心？愛心？合一的心！

弗 4:1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
蒙召的恩相稱。2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
容，3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4 身體只有一個，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
指望。5 一主，一信，一浸，6 一神，就是眾人的父，超
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

太 5:23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
你懷怨，24 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
獻禮物。



如何成為一位基督徒 How to become a Christian

• Admit 認罪：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
•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 Believe 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穌為主，相信他因救贖你而被
釘死在十字架上。
•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 Confess 宣告：決志信主，公開表明自己與基督的關係。
•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裡
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9-10）



決志之後 After you made the decision…

1. 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2.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3. 研讀聖經，使靈命得著餵養

4. 過團契生活，彼此相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