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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

25 巴拿巴和掃羅辦完了他們供給的事，

讀經
徒十二24 拿 掃羅辦 了 事

就從耶路撒冷回來，帶著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

1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

十三3

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

與分封之王希律同養的馬念，並掃羅。

他們事奉主 禁食的時候2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

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工。」

3 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3 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

安提阿元素
徒十二24-十三3

諸長樂牧師 2018.06.03
分享于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各位在主裡的家人，大家平安！

今年教會的主題是「心意更新 植堂宣教」，

感謝神的恩典，從去年開始，教會的十一奉獻的十分之一就用來作為宣教。

去年我們有緬甸的訪宣跟日本東北的短宣，今年我們又增加了柬埔寨的訪宣。去年我們有緬甸的訪宣跟日本東北的短宣，今年我們又增加了柬埔寨的訪宣。

五月份，當教會的短宣隊去到緬甸的時候，弟兄姊妹在禱告和奉獻上面

非常踴躍的參與，我們收到的奉獻，實際比預估的要多很多，

謝謝主！因此短宣隊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我們將上帝給我們的奉獻支持了

當地苗族的十個神學生一年的生活費，那邊的生活水平很低的，

當然我們也要感恩神給我們的豐富。當然我們也要感恩神給我們的豐富。

更寶貴的是，無論是奉獻、禱告參與的人，或是自己去的人都得激勵！

另一項今年重大的事工就是要在西船橋植堂，我們也看到弟兄姊妹在禱告和奉獻

上面竭力擺上，如果你有親戚朋友在西船橋附近的，都可以帶去那裡聚會。面竭 果 有 戚 友在 橋附近 都可 帶去那 聚會

很多人羨慕耶路撒冷教會，他們彼此相愛，經歷教會的增長，有最好的使徒，

很多的神蹟奇事；但是講到宣教植堂時，沒有一位個人會說要學耶路撒冷，

而是要學習安提阿教會。二間教會有很多的不一樣—安提阿教會

是由一群逃難的平信徒所建立，因為司提反在耶路撒冷殉道，教會遭逼迫。

很多人都逃離了耶路撒冷；然而他們心中有一個寶貝是環境和苦難不能奪去的—很多人都逃離了耶路撒冷；然而他們心中有一個寶貝是環境和苦難不能奪去的—

耶穌基督寶貝的救恩，因此，他們走到哪裡就傳到哪裡。

他們到達了塞浦路斯，然後一路走到安提阿。他們一開始也是只向猶太人傳講，他們到達了塞浦路斯 然後 路走到安提阿 他們 開始也是只向猶太 傳講

他們跟猶太人傳道的時候是用「做見證」—我們不管到哪裡都可以做見證：

我信耶穌以後、上帝如何恩待我，神怎麼樣改變我的生命。

說希利 話的人 音另外一方面，也有些人向說希利尼話的人傳講福音，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他們傳講主耶穌的時候是用一個—「能夠完整的敘述耶穌救恩」的「信息」。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有兩個操練，一個操練是「會做我們生命蒙恩的見證」，我們每 個人都要有兩個操練， 個操練是 會做我們生命蒙恩的見證」，

另外一個我們也要「能夠把耶穌基督的救恩完整的介紹給別人」。



安提阿教會一開始就是一個跨文化的教會。

當我再次思想這個教會的時候，我非常的興奮。當我再次思想這個教會的時候，我非常的興奮。

這個教會沒有使徒和佈道家，沒有有名的傳道人，

建立教會的都是一群弟兄姐妹，聖經也沒有記載他們的名字；建立教會的都是 群弟兄姐妹 聖經也沒有記載他們的名字；

更有意思的在他們當中沒有明顯的神蹟奇事，但是他們有主的恩典和同在！

一個有主的恩典和同在的教會，就會經歷上帝的祝福。

我們每一個人也是如此，有神的同在、神的恩典在我們身上，

就不僅自己蒙福也可以使許多人蒙福。

神的同在是穿越環境的—約瑟被賣為奴僕的時候，上帝與他同在；

他被下到監牢的時候，上帝與他同在；當他身為宰相的時候，上帝與他同在！

幫 我 寶 帝求主幫助我們寶貝上帝的同在！

也因著上帝的同在，安提阿教會經歷了很大的成長，

甚至讓耶路撒冷教會都不得不注意他甚至讓耶路撒冷教會都不得不注意他，

他們派巴拿巴一起去關注這個教會。

一、安提阿教會是一個寬廣的、接納的教會，

能接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恩賜跟種族。能接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恩賜跟種族。

反過來看耶路撒冷教會，他們只向猶太人傳福音，

雖然他們領受了到地極傳福音的使命，而且很清楚的是要雖然他們領受了到地極傳福音的使命 而且很清楚的是要

「向萬民」傳福音，但是他們就「只向猶太人」傳福音。

徒十章 彼得去哥尼流家傳福音，上帝從天上顯出異象三次，彼得都不肯去，

好不容易去了又心不甘情不願；然後他看見上帝的作為。

可是這樣一個把哥尼流一家帶信主的經歷，回到耶路撒冷並不受歡迎；

教會批評他、指責他—你為什麼去外邦人家？你為什麼跟外邦人一起吃飯？

所以彼得要花很大的功夫解釋他為什麼要去？

他在那裡看見什麼樣的作為？他在那裡看見什麼樣的作為？

甚至到最後他講了一句我覺得有點血氣的話—

「我是誰，我能夠攔阻神嗎？」我是誰，我能夠攔阻神嗎？」

這才使耶路撒冷教會的弟兄姊妹安靜下來。

但是安提阿教會卻是主動的向非猶太人傳福音。

安提阿教會也不是一個封閉自守的教會，他們能夠接納其它教會的關心，安提阿教會也不是一個封閉自守的教會，他們能夠接納其它教會的關心，

接受其它教會所擁有的恩賜和祝福，他們首先接納了巴拿巴。

當巴拿巴到那裡看見了上帝的工作，就勸勉他們要立定心志、恆久靠主。當巴拿巴到那裡看見了上帝的 作 就勸勉他們要立定心志 恆久靠主

當他們接納了巴拿巴以後，教會又再一次經歷了突破性的增長。

弟兄姊妹，我們要求神幫助我們，讓我們能夠跟其它的教會有好的連結，

從他們領受上帝給我們的祝福，也分享上帝的祝福給他們。

安提阿教會更了不起的是：接納有不良紀錄的保羅。

我們現在都很喜歡保羅，甚至有很多人名字喜歡取保羅，

其實保羅在得救以前—

教會 害基督逼迫教會，殺害基督徒，是一個人見人怕的人。

當他在大馬色蒙光照以後，就開始在大馬色傳道，

然後猶太人就要殺他，所以他在晚上的時候，然後猶太人就要殺他，所以他在晚上的時候，

被人用一個筐子從城牆上放下來逃走了。

你可以想像：如果有一個曾經逼迫過日本教會的人，甚至殺害日本基督徒的人，

他說他得救了—我們可以接納他嗎？他說他得救了—我們可以接納他嗎？

因此他到了耶路撒冷教會—門徒怕他，不相信他；多虧有一個

巴拿巴來接待他，而且讓他和耶路撒冷教會可以有一些連結。巴拿巴來接待他 而且讓他和耶路撒冷教會可以有 些連結

他在耶路撒冷教會傳福音，結果那些說希利尼話的人又要殺他—

他是一個十足的麻煩製造者，耶路撒冷教會也受不了他，

就送他到該撒利亞，並且打發他去大數。

他被打發走以後「各地的教會大得平安」。

不要忘記，使徒保羅他的得救跟呼召，就是成為一個宣教士—

做一個外邦人的使徒，做一個跨文化的宣教士。耶路撒冷教會

以為送走了 個麻煩 但是也喪失了 個千載難逢的人才和好機會。以為送走了一個麻煩，但是也喪失了一個千載難逢的人才和好機會。

在這裡讓我們特別學習一件事情—不要太快放棄一個曾經犯過錯的人，

不要隨便去定論一個失敗過的人—他仍然可以成為神手中貴重的器皿。不要隨便去定論 個失敗過的人 他仍然可以成為神手中貴重的器皿

保羅殺人，摩西也殺人；但是他們都是神手中貴重的器皿。



當巴拿巴看到安提阿教會興旺起來，他覺得這個教會在這個時候需要保羅，

他到大數去很仔細的尋找保羅，直到找著為止。他到大數去很仔細的尋找保羅，直到找著為止。

求神也恩待我們教會，讓我們能夠看重上帝所給我們的人才和恩賜。

沒有巴拿巴的尋找，就沒有保羅；沒有保羅，就沒有宣教；

沒有保羅，就沒有新約的13卷書信。

巴拿巴看重上帝的工作，他也看重神的工人；聖經上形容他是一個「好人」，

在整本聖經只在這個地方形容 個 是好人 到底好在哪裡而且在整本聖經只在這個地方形容一個人是好人—到底好在哪裡？

我們常常對好人的定義就是「不做壞事的人、品行端正的人」，這個當然是不錯，

但是這裡講到的「好」，是「願意把自己最好的跟別人分享」的好，但是這裡講到的 好」 是 願意把自己最好的跟別人分享」的好

是一種「不惜犧牲自己也要成全別人」的好，

這樣的好就如同「上帝差衪的獨生愛子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一樣。

不是我們好，所以上帝說：你太好了，我把我兒子給你。

聖經上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罪人，我們壞到無可救藥！但是神仍然愛我們—

把祂最寶貴的獨生愛子給我們！所以福音叫做「好消息」，它是好在—把祂最寶貴的獨生愛子給我們！所以福音叫做 好消息」，它是好在

上帝把衪最好的給我們，以至於我們的生命可以在神的恩典當中被改變。

一個宣教植堂的教會，需要多一點這樣的好人，

願意擺下自己的權益去成全這些宣教的同工；願意擺下自己的權益去成全這些宣教的同工；

當這樣的同工被成全的時候，教會就蒙福。

安提阿教會能夠接納耶路撒冷來的

先知亞加布，他們也接納了馬可跟西拉，

接納不同階層、不同種族、不同膚色的人；

今天我們也要學習接納的功課今天我們也要學習接納的功課。

我在台北的教會一開始就是有許多宣教士幫助，

因著他們的幫助，生命影響生命，因著他們的幫助，生命影響生命，

帶領了許多年輕人也走上宣教的道路，

祝福了教會，讓我們成為一個宣教的教會。

感謝神的恩典，在過去這一年中，

上帝也把宣教士帶到我們當中，

讓我們來愛他們、接納他們、關心他們，讓我們來愛他們、接納他們、關心他們，

上帝會給你極大的祝福。

二、安提阿教會是一個慷慨給予的教會。

主耶穌說：我們要給人，上帝就給我們。主耶穌說：我們要給人，上帝就給我們。

我們常常說：你先給我，我再給你。

但是主耶穌的教導是：我們先給別人，別人再給我們。但是主耶穌的教導是 我們先給別 別 再給我們

上帝給我們的祝福是連搖帶按、上尖下流的；

我們用什麼量器量給別人，上帝就用什麼量器量給我們。

安提阿教會聽到了耶路撒冷教會有饑荒，他們就奉獻金錢，而且是人人參與，

他們不僅僅奉獻錢，也奉獻出他們當中的教會領袖—

保羅跟巴拿巴，一起出去宣教。

他們不僅僅錢去、人去，他們的禱告也去；

當保羅 拿 要出去的時 他們是 起當保羅跟巴拿巴要出去的時候，他們是一起

按手在他們的身上為他們禱告，讓他們出去。

求上帝幫助我們是 個願意給別人的教會求上帝幫助我們是一個願意給別人的教會，

而不是一個只想得到上帝祝福的教會。

李秀全牧師在我們當中講過兩句非常重要的話，

他說 上帝給的我都要 上帝給的 我都要他說：上帝給的我都要，上帝給的—我都要！

但是後面那一句話呢？上帝要的—我都給！阿們！

我們在進步的當中，我們在進步的當中，

宣教永遠都是錢去、禱告去、人去。

感謝神 西船橋的 個hope教會願意將兩間教室借給我們感謝神，西船橋的一個hope教會願意將兩間教室借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開始植堂的工作，我們要奉主的名祝福他們；

因著他們的慷慨，許多在西船橋附近的人都要得聽救恩。因著他們的慷慨 許多在西船橋附近的人都要得聽救恩

使徒信經說：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也就是願意跟其它的教會一起分享

上帝給我們資源的一個教會。



我在34年以前開始一個教會的時候是在一個公寓的裡面，

雖然上帝祝福我們從2兩間公寓變成6間公寓雖然上帝祝福我們從2兩間公寓變成6間公寓，

但是畢竟它就是公寓。

我們教會20年的時候就開始植堂，神也賜福那個新堂，我們教會20年的時候就開始植堂，神也賜福那個新堂，

後來他們有機會可以買到一個很漂亮的辦公室，

大家心裡覺得平安就一起奉獻幫他們買了。大家 裡覺得平安就 起奉獻幫 們買了

我還記得獻堂禮拜的時候，我的老牧師（沈正牧師）坐在我的旁邊，

他跟我說：長樂啊，你的分堂都有一個這麼漂亮的會堂，會

你還在公寓裡面。我說沒有關係，只要上帝的旨意成全。

感謝主，兩年以後在最恰當的時機，在房價最低谷的時候，

上帝給我們一個非常漂亮的堂。

弟兄姊妹，要有信心，你願意給別人，上帝就會給你；

教會如此，個人也是如此；盼望你我都成為一個蒙福的人。

三、謙卑的順服。

使徒行傳 稱為聖靈的行傳 才 導者 教會 聖靈的器使徒行傳又稱為聖靈的行傳，聖靈才是主導者，教會只不過是聖靈的器皿，

教會要順服聖靈的帶領也要清楚聖靈的帶領。

安提阿教會雖然經歷好幾次上帝很大的祝福；不斷的增長，安提阿教會雖然經歷好幾次上帝很大的祝福；不斷的增長，

但是他們沒有滿足於自己的成功；他們對聖靈

有一顆敏銳的心，他們謙卑地來尋求神的引導，有 顆敏銳的心 他們謙卑地來尋求神的引導

去做上帝要他們所做的工作—

他們順服聖靈的引導來捐錢，他們順服聖靈的引導來差人。

弟兄姊妹，沒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都是要花代價的；

順服就是要花代價！

並且出錢出人之後，不是照他們的計劃來做事，

而是去做聖靈要他們做的工作—

按著 期望或者 計畫指示不是按著他們的期望或者是計畫指示去做。

宣教植堂最大的忌諱就是「後方指導前方、外行領導內行」，

要明白聖靈的引導，需要大家不斷的在一起敬拜、事奉、等候神，要明白聖靈的引導，需要大家不斷的在一起敬拜、事奉、等候神，

甚至有的時候需要禁食禱告。

今天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遇到困難的時候禁食禱告，這非常好，今天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遇到困難的時候禁食禱告 這非常好

但是安提阿教會並不是遇到了什麼困難而禁食禱告，

乃是他們感受到：上帝這麼賜福給教會，

上帝一定在他們身上有一個計畫—他們要在神的面前尋求神的心意。

「給誰多就向誰多要」。我在這邊看到的原則，

不是遇到困難才禁食禱告，而是在你豐衣足食、凡事順利的時候更要禁食禱告：

神哪，你把這麼多寶貝的恩典給我，你在我身上有什麼計畫？

事奉主是 敬 常常都是指著我 在 餐 時 起來 念主事奉主是一種敬拜，常常都是指著我們在聖餐的時候一起來紀念主。

教會有許多的活動，這樣活動非常好，會使許多人認識救恩；

但是另外一個方面，教會也需要安靜下來等候在神面前，尋求上帝的心意，但是另外一個方面，教會也需要安靜下來等候在神面前，尋求上帝的心意，

聖靈會向這樣的教會講話，而這樣的教會也是一個蒙福的教會。

啟示錄裡面講到「聖靈向七個教會講話」，

我求神讓我們也常常聽見聖靈向東京國際基督教會講話我求神讓我們也常常聽見聖靈向東京國際基督教會講話，

不僅聽見而且能夠順服。要保持教會的活力就要懂得居安思危，

我們不要只享受神的恩典，而必須把眼光放遠，我們不要只享受神的恩典，而必須把眼光放遠，

常常在神的面前等候；讓我們保持謙虛和敏銳的心，來尋求神的引導。

在我準備這篇信息的時候，神給了我一句非常重的話：在我準備這篇信息的時候 神給了我 句非常重的話：

神過去60年這麼賜福東京國際基督教會，

給我們最好的地點，給我們許許多多的祝福；

我們面臨一個很重要、很嚴肅的選擇—

我們要做一個故步自封的耶路撒冷教會呢？

還是做一個能夠被神在宣教和植堂上使用的安提阿教會？

願我們不僅僅得到上帝的祝福，

更讓我們成為神手中貴重的器皿更讓我們成為神手中貴重的器皿，

讓我們不僅僅得到神所要給我們的，讓我們也能夠擺上神所要的。



在個人應用方面，

我 意成為 個心胸寬廣1.我願意成為一個心胸寬廣的人嗎？

我願意求神幫助我接納那些跟我不一樣的人嗎？

特別是那些人曾經有過明顯的失敗，特別是那些人曾經有過明顯的失敗，

而他如今已經悔改？

弟兄姊妹，求神把一種忘記性給我們：弟兄姊妹 求神把 種忘記性給我們

當我們認罪悔改以後，神塗抹我們的罪，

而且衪說衪不再記念。

但是我們卻常常記念別人的失敗，

不但紀念他的失敗，還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子

我們說他的爸爸怎麼樣，他的媽媽怎麼樣…！

要記得神無條件的接納我們，

我們也應該要學習上帝那樣的寬廣。

2.我願意學習作一個慷慨給予的人嗎？

教會的十分之一，我希望只是一個起步，讓我們有更多的可以為主擺上；教會的十分之一，我希望只是一個起步，讓我們有更多的可以為主擺上；

更多的來支持國內國外的宣教；

不僅植一個堂，我們可以繼續不斷的植堂；植 堂 我們可 繼續不斷的植堂

我們好好的愛護、寶貝在我們當中的宣教士，

而且特別的願意花代價栽培那些有宣教心志的弟兄姊妹；

同時立志我一生當中最少去參加一次短宣！

我願不願意常常和一些弟兄姊妹一起來敬拜事奉尋求神？

甚至在禁食操練的當中來尋求神？

來明白上帝對教會還有對我個人的引導？

這才是主耶穌所說的 尋找的就必尋見 門的就會給你開門這才是主耶穌所說的：尋找的就必尋見，叩門的就會給你開門！

不要一天到晚跟神要男朋友女朋友啊，要房子要車子，

然後抓住這句話說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開門，其實真正的意思是—然後抓住這句話說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開門，其實真正的意思是

你願意尋求神，得著神就得著一切，失去了神你一無所有。

天父我們感謝你，天父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今天一起思想安提阿的教會，

求你幫助我們的教會 天比 天更充滿了求你幫助我們的教會一天比一天更充滿了

你祝福安提阿教會的各樣元素；

祝 我 弟 姊妹有 個寬廣也祝福我們的弟兄姊妹有一個寬廣的心胸；

也願意慷慨的奉獻；

也一起尋求明白神在我們身上的心意；

我求你讓我們的弟兄姊妹和我們的教會，我求 讓我 弟 我 會

都能夠成為你手中貴重的器皿。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