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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活水-開啟自己的生命故事 4服事方向的共識 
講道-蔡維恩牧師 

前言: 「小組生活共識」 
       我們岡山長老教會三月份要開始「幸福小組」的推動以及「成

全牧養領袖訓練」十二課。在小組聚會我們參考福氣教會有設立

生活共識。這共識為: 

歡迎你加入教會這個大家庭，並加入細胞小組（簡稱小組）過小

組的生活，這是每一位小組員的基本信仰生活。小組生活以耶穌

基督為中心，以上帝的愛為核心。我們看重小組，各自在所歸屬

的小組中過健康蒙福的小組生活。 

小組生活三大功能：扶持服事福音稱做「三福」小組。 

三福小組學習：互相扶持彼此相顧、一起服事、同心傳福音的意

思。 

因此，以下必要的共識與認知： 

我願意 

 在小組中與弟兄姊妹一起學習「彼此扶持、一起服事、同心傳福

音」。 

 在小組中學習彼此相愛、學習接納彼此的差異性。 

 認同小組長在屬靈上的帶領。小組長就是屬靈的家長，若在小組

生活中有遇到困難或問題，應優先請小組長協助，然後再到區

長。 

我了解 

 小組生活是為生養健康門徒，傳福音為導向。 

 我不傳遞弟兄姊妹所分享的隱私。 

 我不批評論斷我的小組長及組員。 

 我使用公共平台（如 line、facebook）時，我知道要遵守以下的

原則 

1. 不能在其上表達對小組的不滿或批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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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能用來發洩個人情緒、抱怨、指責、不滿、批評等具有傷害

性的言語，而造成小組的傷害。 

3. 不能張貼不合宜的廣告。 

4. 不討論爭議性的問題。 

5. 不宜公開向小組長建議乃是私下建議。 

6. .不要利用平台尋求認同。 

7. 要保持平台的陽光、健康與建設性。 

 

 每一個人只歸屬一個小組，專心委身在同一小組接受牧養，不要

參加兩個小組。同時不要輕易接受福氣教會以外的人做個別性的

讀經或靈修帶領，除非經過小組長的認可，因為教會有系統性的

養育及訓練。 

 不能拉別組小組組員到自己小組。除非有特殊的狀況，但仍須先

告知小組長，由小組長判斷是否合宜。 

 若要介紹未加入小組的會友加入你的小組前，要優先告知你的小

組長，並尊重小組長及牧區安排，經充分了解、協調後作安排。

不宜自作主張加入或退出。 

 小組生活若有適應不良，要與小組長溝通，由小組長來協助處

理，不宜直接找其他小組加入。 

 小組三不：不在小組生活中操作「金錢借貸、保險直銷、男女感

情」。 

極力避免勸募、推銷販售商品、男女不合宜或過近交流，以免造

成弟兄姊妹 

困擾與爭議，影響小組生活不安及扭曲的人際關係。 

 若有人邀約你參與任何服事，請事先告知小組長，由小組長與事

工團隊溝通後，再由小組長安排，等確定後再加入服事。會內會

外均同樣原則。 

 不要邀請其他教會的基督徒加入本教會或參加本教會的固定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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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參加本教會的服事。 

 加入教會的新家人都必須參加教會的「幸福門訓系統」栽培。 

 若有不瞭解教會的事情，先請教小組長。 

 小組家人要受邀分享見證時需:對內-由小組長告知小組長，小組

長再回報給區長。對外-要回報教會中央，由教會統籌統一委派。 

 邀約「作見證」時需考量見證者屬靈生命所能承載的合宜性與造

就性。 

以基督為中心、過肢體的生活、接受養育、學習互相負責、接受

小組長領導、一起傳福音、這是參加小組生活的共識。 

以上共識是為了小組生活的健康而訂定，我願意成為教會的成

員，接受幸福門訓系統的建造，並加入小組過正常的基督徒生

活。 

同意人： 

日期：年月日 

岡山教會 

牧區 

 

共識是解決彼此意見不同的重要基礎，若無法產生共識，則

無論在個人、家庭、小組、教會的服事，都會因彼此個性不同，

經歷不同、想法不同，造成溝通不良，產生「老我彰顯」的爭

議。如何學習順服「聖靈帶領」、「彼此溝通，產生共識」形成

合一力量，這是現代基督徒極要學習的課題。 

 

一、思考的焦點. 
1. 我們如何在家庭、工作、小組與教會的服事中，產生共識，帶

出合一的力量？ 

2. 面對二二八，岡山長老教會設教一百一十週，此後「黃金宣教

十年」我們產生什麼服事的異象與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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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經文：《使徒行傳十五:6-17》    

15:6 使徒和長老聚會商議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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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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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又藉著信潔淨了他們的心，並不分他們我們。 

15:10 現在為甚麼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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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1 我們得救乃是因主耶穌的恩，和他們一樣，這是我們所信

的。」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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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3 他們住了聲，雅各就說：「諸位弟兄，請聽我的話。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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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5 眾先知的話也與這意思相合。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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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 叫餘剩的人，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尋求主。 

 

二、經文背景 
      今天經文，記載著初代教會很關鍵的一個會議與共識-耶路撒冷

會議，又稱使徒會議，或是耶路撒冷大會，大約是公元 49 年在耶

路撒冷召開。具有獨一無二的地位。該會議決定外邦人歸化為基

督徒沒有義務遵守大部分的摩西律法，包括關於男性割禮的規

則。然而，會議卻保留禁止吃被勒死的牲畜和血，禁止通姦和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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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崇拜。 

     該次會議的目的是解決外邦人信教後，加入教會所要遵守的條

件。當時有兩派主張：一派以法利賽人為主，要求嚴格遵循摩西

律法（當然是已經被祭司與文士過度儀式化的規矩），包含割

禮。另外一派，以保羅和巴拿巴為代表，主張摩西律法連猶太人

都覺得難以遵守，不必強求外邦人遵循。 

 

與會者包括：保羅、巴拿巴和安提阿教會的代表。使徒和耶路

撒冷教會的長老，包括西門彼得和雅各。 

會議最後結論是首先，不要求信耶穌的外邦人遵循猶太人的律

法。只剩下三項為外邦人必須遵守。其次，派遣代表陪同保羅和

巴拿巴去向外邦人說明，以免爭議。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長老們，

怕保羅和巴拿巴回安提阿之後，仍無法說服堅持實行割禮的人，

所以派了比較有聲望的兩個人，猶大與西拉，陪同他們到安提

阿，並向會眾說明在耶路撒領會議上的結論。 

 

後續發展與影響-外邦人不必施行割禮，使宣教工作更容易為外邦

人接納，福音才能廣傳。擺脫已經僵化成繁文縟節的摩西律法，

使信徒的心靈更加自由。 

使基督教神學有獨立發展的空間，而基督教不只是成為猶太教的

一個教派。 

開了大公會議的先例，使得以後教徒能以會議討論方式解決教義

上的爭論。 

 

三、啟示: 
（一）共識是因「上帝的恩典」 

      今天所讀經文就是：有幾個人從雅各(耶路撒冷教會)來，似乎

有一個目的-要分化雅各和保羅使徒，他們宣稱雅各(在耶路撒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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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是他們的領袖，宣稱自己是-法利賽派門的人，為律法熱心

等等。 (徒十五:1) 有些人從猶太來到安提阿，開始教導信徒們說：

「除非你們遵照摩西的法律接受割禮，你們不能得救。」 

也就是說有一些人「假傳信息」，對外邦信徒說-受割禮並不是

對於歸主的外邦人唯一的要求，還要(徒十五:5)「...外邦人必須接

受割禮，也必須遵守摩西的法律。」 

受割禮是上帝所賜，表明與上帝立約的記號，但是這些人所強

調的卻比上帝多走了一步，他們強調：割禮是得救的條件。他們

告訴歸主的外邦人，在耶穌裡的信心並不夠，不能使他們得救。

也就是說這些人主張-在信心之上，他們一定要加上割禮，在割禮

之上，還要加上遵守律法。也就是說-耶穌基督的福音不夠，要讓

摩西律法來補足。這不僅是對於接受耶穌福音的外邦信徒的重

擔，這更是福音的真理和教會前途的打擊。 

保羅和巴拿巴為了「割禮」問題，特別從安提阿教會回到耶路

散冷，請求使徒和長老們在信仰上帝的基礎上給予指引，使問題

得以解決。經過長時間的辯論後，針對外邦人怎樣才能成為上帝

的子民、是否要遵守猶太律法和傳統習俗才可以得救這類問題，

彼得簡略表述了一下他向哥尼流傳福音的事，儘管沒有提及哥尼

流的名字。外邦人無須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上帝仍將聖靈賜給

他們，好像上帝在五旬節時將聖靈賜給猶太籍的基督徒一樣。彼

得起來見證上帝對他的選召，並要他把福音傳給外邦人。彼得質

問那些主張割禮的人，為何要試探上帝，把祖先和他們自己挑不

起的擔子放在外邦門徒的肩膀上呢？彼得認為這樣很不對。我們

相信我們得救是藉著主耶穌的恩典，是跟他們一樣的。」 

彼得的信仰告白是，外邦人和猶太人一樣，都是經由主耶穌的

恩典而得救。這件事，使徒雅各接受並肯定彼得的見解，猶太人

以外的人同樣可以從主耶穌的恩典而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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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識是因為「大使命」 

          雅各跟著發言，他是耶穌的兄弟，大概是因為他有機會見證

耶穌的顯現，在他後來所寫的書信中，他將要強調的：救贖的信

心永遠會帶來(愛心)而有好行為。雅各應該是這次會議的主持人。

他也做了總結：(就是使徒行傳十五:16-18)，藉著大衛後裔基督耶

穌，外邦人將要被歸納於祂的新群體中。 

讓人得到安慰的是後面這段話-(十五:28) 因為聖靈贊同我們，除了

一些必要的規例，不要把其他的重擔加給你們。 

換成現代語言可以說：福音合一是為普天下的。教會合一是有紀

律的。 

 

耶路撒冷會議主要處理的問題是：保羅所謂超越猶太律法體系的

福音能否得到教會的肯定？外邦信徒若不接受割禮是否能成為上

帝家裡的一分子？這些問題的出現，主要是源於保羅第一次宣教

旅程的豐富成果，外邦人信主的數目迅速增加。保羅顯然清楚，

如果會議不能達成共識，將會造成他的宣教工作與耶路撒冷教會

之間的分裂。 

   雅各在大會上作出了最後的裁決。他引述阿摩司書九章十一至十

二節來支持自己的裁決。這是上帝的心意，讓外邦人可以成為上

帝的子民。所以不要為難外邦人，或是將重擔加在他們身上。所

要求外邦基督徒的，只是「禁戒偶像的污穢和姦淫，並勒死的牲

畜和血。很明顯，絕不是外邦人是歸入以色列民之下，成為「附

屬的子民」而連於以色列的歷史中，而是上帝重建大衛的帳幕

後，會吸引剩餘的人和外邦人，尋求上帝。 

 

（三）共識是因為「順服聖靈」 

      經文中給我們可貴的功課，教會的首領們慎重其事地討論，以

回答那令人不安的信息；他們透過討論商議，給予信仰正確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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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和公開聲明，以對抗和糾正那製造「無中生有」之信仰爭端的

擾亂分子。之後，使徒和長老及全教會又經過商議，選派令人尊

重且為事奉主耶穌基督而不惜冒生命危險的猶大（別號巴撒巴）

和西拉，要他們同保羅、巴拿巴一道去安提阿、敘利亞、基利家

等地請安和宣讀議決結果，以解開外邦基督徒的信仰困惑，並堅

固其信心。 

耶路撒冷會議做出了一個劃時代的決定，這是聖靈引導教會

所做的決定。 耶穌撒冷教會的領袖肯定了保羅的看法，使福音從

猶太人的律法體系中得以釋放出來。保羅可以無後顧之憂地繼續

他的宣教工作，這對初代教會的發展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 

    許多人不清楚議會的功用；事實上，教會的各項會議為的就是經

由商議過程來找出信仰意義，以尋求最貼近上帝的心意。透過共

同商討，不單能對抗惡勢力，對事情也能更多方了解，還原受扭

曲的真相。早期的教會如此，現代的教會也該如此。 

現代的教會面臨很多信仰議題，在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中，

如何彰顯信仰的真義，需要我們從慎讀聖經中，領悟出上帝的教

導。有深度的信仰生命是經由許多信仰歷程和省思，在日常生活

中彰顯合乎上帝心意又符合人心的生命味道。教會的會議須經由

真誠、迫切的禱告，以得到聖靈的幫助和指引，使議決的事能奉

主耶穌的聖名來執行。 

 

四、自己的感受 
       從教會歷史來看，許多的「信仰定義」，是需要多方的會議討

論才能提出不朽的「信仰告白」。會議的過程是為要訂出最合上

帝心意的「議決文」，指出信仰意義和使命方向。開會中的討論

與意見發表，是要尋求信仰的確據，經全方位的意見及對話來釐

清和認同，議會中所決定的才能彰顯上帝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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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奇異恩典」詩歌的約翰牛頓牧師(John Newton)說：保羅

在不是絕對的事情上是一根蘆葦，在絕對的事情上是一條鐵柱。 

 

基督耶穌所帶來我們人類與上帝之間的「復和」，轉化於基督

信仰實踐的「復合」-對我們的教導是雙方一起努力，在基督耶穌

的愛中，雙方的共同努力才可能成就「復和」。猶太人放棄堅持

必須受割禮才是歸主；因信歸化後的外邦基督徒「對於信仰教導

在生活行為確實落實」；門徒願意順服尊重使徒們的教導與提醒

(雅各和保羅似乎不相容，彼得似乎居於其中擺盪)，但是最終福音

的合一與教會的合一得以保存，耶路撒冷會議重要的結論與彼此

的復合才帶出福音的遠播-從亞洲到歐洲。 

 

     對我們基督徒而言，共識是解決彼此意見不同的重要基礎，若

無法產生共識，則無論在個人、家庭、小組、教會的服事，都會

因彼此個性不同，經歷不同、想法不同，造成溝通不良，產生

「老我彰顯」的爭議。如何學習順服「聖靈帶領」、「彼此溝

通，產生共識」形成合一力量，這是現代基督徒極要學習的課

題。 

在教會服事中，對於如何建立教牧與長執、小組長在事工上的

夥伴關係問題的關鍵在於雙方要有共同的異象和目標。雖然大家

在一些事情的看法與作法有差別，但只要心存共同的使命和願

景，就能作到求同存異，朝著共同的目標努力。 

 

因此，教牧與長執、小組長必須弄清楚什麼才是他們共同的目

標，換言之，「誰是教會真正的主人？教牧與長執到底是為誰服

事？」只要教牧與長執、小組長在此問題達成共識：「神是教會

的元首，我們為祂服事，且單單的事奉祂。」雙方才能為建立彼

此公的關係打下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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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牧與長執、小組長要明確且擔好各自的分工。教牧的職

責是提供屬靈的原則及教會事奉的方向和計畫；而長執與小組長

的責任是維護教會健全的組織和架構，以求最佳的牧會環境，從

而協助落實教牧的屬靈原則。 

 

特別是我們教會一百一十年週年，我們的目標就是「千人聚

會」的目標，如何達到目標，我們必須學習「安提阿教會」的精

神。看到安提阿教會是聽聖靈聲音、順服聖靈引導的教會。也是

充滿主的愛（願意對外奉獻）以及主的話（願意對外宣教）的教

會。這對我們在個人、家庭、工作、教會的服事上有重大的啟

示。也看到「耶路撒冷會議」中，聖靈的作為，將不同文化與傳

統的同工，願意放下「老我堅持」合一建造上帝國，這就是看到

「上帝榮光彰顯 」，本身就是個神蹟呈現。 

        我們就要為三月份開始，除了「每日活水」每日讀經（使徒行

傳）外「三合一鐵三角策略」推行順利。   3/18 開始每週四晚上

「成全牧養領袖訓練」共十二課，3/20（六）幸福密訓準備啟動，

來關心代禱。 

 

五、結論 
   顯然，聖靈向雅各和大會成員印證了：大會的決定是正確的。以

宣導合一和團契的方式清楚地傳遞（交通）大會的決定（徒十五

19－29）神喜悅我們以正確的方式作出正確的決定，並正確地傳

遞給信徒。徒 15 章確實為有爭議的問題提供了合乎聖經的解決途

徑。這提供我們處理無論是個人、家庭 、小組與教會服事衝突很

好的參考。若我們都能在神面前謙卑下來，省察自己，先從改變

自己開始。當我們都有這樣的心志，神一定動工更新所有人的生

命，使我們做到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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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綱： 

1. 你對長老教會的會議認知有多少？對於長執會議、小會會議及

中區會會議和總會，你的期待是什麼？參加開會的你，你的表

決是依據什麼？是否順服「聖靈的帶領」？ 

2. 目前困擾你或困擾紛爭議題是什麼？整理後，請排出優先順

位，找你信任的人來商議，學習如何處理紛爭問題。 

 

代禱事項： 

1. 請為教會、家庭、工作中令你憂心的事或已議決的事項禱告，

可以找同工、小組長或你所信任的人一同為你所擔憂的事禱

告。 

2. 請為二二八下午岡山教會一百一十週年，報名達 550 人，期待

禮拜中看到「與主立約」「千人教會」形成共識，來關心與代

禱。 

 

祈禱文： 

親愛的上帝，我們知道有許多信仰議題是我們不願坦誠面對的，

尤其當我們處於優勢或安全範圍內，我們實在不願打開心門來真

誠面對那些無助者的心聲。求祢教導我們從各項有爭議的課題中

得到成長，無論是教會間的互動或教會內部的議題討論，求祢使

我們分辨權益相爭所帶來的腐敗。祈願我們用祢的慈愛與憐恤，

來接納幫助那些被教會輕看的弟兄姊妹，賜我們勇氣給他們機

會，同時讓我們得著救贖。禱告是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安排小組成員學習如何召開會議，邀請牧者及長老來分享會議

的程序和目的，並帶領弟兄姊妹學習開會中「順服聖靈」帶領

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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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動員邀請會友參加二二八下午岡山教會一百一十週年，形成共

識，帶出使命來關心與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