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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2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 为他捶胸大哭

读经
徒八1-5
十一19- 2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

3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

4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十 19-
21

4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5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

十一19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十 19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

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

十一20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

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

十一21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宣教与植堂
徒八1-5；十一19-21
诸长乐牧师 2018.01.21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如果你还剩下一口气，你想做什么？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想做的事，跟我们正在做的事是一样，

那表示你的生活，就是为上帝而活，是可以坦然地活在上帝面前。
心意 新 宣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心意更新、宣教植堂」，心意更新常指我们内在的生命，

个人需要更新，教会、团契、事工，都需要更新！
心意更新就好像 台电脑 样 电脑的外表从买来到不能使用 都 样心意更新就好像一台电脑一样，电脑的外表从买来到不能使用，都一样。

但它却常常提醒你有没有扫毒？程式有没有更新？
因为这样你才能不断地接收新的东西，发挥最好的功能。因为这样你才能不断地接收新的东西，发挥最好的功能。

我们每个人也要有意无意地将属世的记忆体清空，才有空间领受神美善的旨意。

有一个指标告诉你，你有没有更新，就是你对上帝的话是否仍然渴慕？
有时候我们里面装满了东西有时候我们里面装满了东西，

我们一看今天读的经文就晓得牧师要讲什么！
因此便开始闭目养神，等待散会，觉得我都知道了！因此便开始闭目养神，等待散会，觉得我都知道了！

我对上帝的话、对圣灵的工作失去了新鲜感与渴慕，我心里充满了旧的东西。

一个心意更新的教会，不仅是合乎圣经真理的教会，新 教 ， ，
也是一个充满活力、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教会。

你对教会有期待吗？还是觉得都是老套？
一个被神用的教会，不是祇拘泥在传统里面。

传统很重要，但是传统是上帝在教会过去所做的事，
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上帝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上帝。

一个健康的教会也不会故步自封、自我设限—
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好像不能改变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好像不能改变。

所以我们不应该骄傲，也不应该拒绝改变。



宣教植堂是教会对外的福音行动，是主耶稣赋予我们的使命。宣教植堂是教会对外的 音行动，是 稣赋予我们的使命。
如果一个教会只注重自己内部的需要，而忽略对外传福音的呼召，

它不过是一个属灵的俱乐部。
因为教会不只是为基督徒设立的，教会也是为还没有信主的人设立的，

如同主耶稣在约十所说的「我另外还有羊，他们还没有在羊圈里面！」
主耶稣说 「我必须领他们来 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主耶稣说：「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

和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共同归一个牧人。」
今天你我可以在这里信耶稣 敬拜神 是有许多的宣教士 基督徒今天你我可以在这里信耶稣、敬拜神，是有许多的宣教士、基督徒

他们顺服上帝宣教植堂的使命，使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今天我们也必须接下这个棒子，顺服上帝的呼召使更多人蒙福。今天我们也必须接下这个棒子，顺服上帝的呼召使更多人蒙福。

我今天要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
福音的生命、福音的使命、福音的教会。福音的生命、福音的使命、福音的教会。

一、福音的生命：
使徒保罗在 罗一16「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使徒保罗在 罗一16「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福音不是只是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而已—
有病了来到耶稣的面前、孩子有困难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当然体恤我们，有病了来到耶稣的面前、孩子有困难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当然体恤我们，

然而更重要的是因着耶稣所给我们的救恩，让我们罪得赦免，
脱离自我中心的败坏、也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
脱离我们过去虚妄的生活，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可以活出上帝的荣美。

因为神实在知道若不脱离这些，
就算你拥有世人所羡慕的成功 财富 家庭和健康就算你拥有世人所羡慕的成功、财富、家庭和健康，

也不过是虚空、捕风、捉影。

「福音」不是告诉你要得到什么 更是要告诉你「福音」不是告诉你要得到什么？更是要告诉你—
你要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人，并且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意义和使命。
当你有了这些以后 你的生命就有了目标 方向和动力当你有了这些以后，你的生命就有了目标、方向和动力，

同时也知道如何面对人生各样的境遇。

我很喜欢使徒保罗说 腓四12「我知道怎么样处顺境，

我也知道怎么样处逆境；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 也知道怎么样处贫穷 」我也知道怎么样处逆境；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也知道怎么样处贫穷。」

因为他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他拥有的时候，他会做一个好管家；
腓三7-8当他没有的时候，他也不会抱怨。因为他里面知足，腓 当他没有 候，他也 抱怨。因 他 面 足，

是上帝所给的新生命。因此保罗说他已得到耶稣基督成为至宝！

他把过去生命中可夸之处，他都觉得没有什么价值。

他有正确的人生观、使命感和永恒观。
一个有这样认识的基督徒是有福的！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
罗八28「我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你知道这 句话的上下文在讲什么你知道这一句话的上下文在讲什么？
是我们在面对环境和自己生命当中许多的软弱、无奈的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上帝的作为。
我们仍然里面有一个确据就是—万事互相效力。

我有机会辅导一些年轻人—年轻人的两件事：婚姻、工作。
谈恋爱的时候追到心仪的对象 我问：「你相不相信万事互相效力？」谈恋爱的时候追到心仪的对象，我问：「你相不相信万事互相效力？」
「牧师，我百分之百相信！」如果失恋，我问：
「你相不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常常得到的答案是「你相不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常常得到的答案是
「我觉得上帝不爱我！否则为什么会让我失恋？」

他的功课还没有学好—一个基督徒
是在每一个环境当中都可以为耶稣作见证，
是有一个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显明上帝的恩典和能力，

使我们能够面对人生的每 个环境使我们能够面对人生的每一个环境。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司提反殉道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司提反殉道绝对是对初代教会情感上很重的打击司提反殉道绝对是对初代教会情感上很重的打击，
他们在那里捶胸大哭，

基督徒有很多时候也承认「我们不明白」，基督徒有很多时候也承认「我们不明白」，
也承认「我们舍不得」！



在我刚开始服事的时候，有一位我非常敬重的长老，在我服事半年就被主接去了！
我虽然没有捶胸大哭 但也是在棉被里面啜泣很久！我虽然没有捶胸大哭，但也是在棉被里面啜泣很久！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这么有福音活力的长老，为什么上帝这么快就接他走？

他是一个大学校长，教会刚刚成立，许多教授、学生都说要来我们教会！他是 个大学校长，教会刚刚成立，许多教授、学生都说要来我们教会！
他ㄧ过世以后人走茶凉，这些答应过要来的人，我去探访，他们都说：

「谢谢！不方便！」我想校长在的时候你敢说：「不方便？」我相信当时的教会
因着司提反的殉道，也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教会遭到逼迫、门徒「四散」。

我觉得很有意思，讲门徒「四散」、「分散」，不是讲门徒去「逃难」。
「分散」、「四散」跟「逃难」不一样！
我的父亲辈他们都有逃难的经验，逃难是一种放弃、是没有目的、只为了生存；

但是「分散」却是有使命感 有目标的但是「分散」却是有使命感、有目标的。
今天你我很多都是从世界各地来，没人是逃难来的吧？

你来日本是「分散」、「四散」来到日本。你来日本是「分散」、「四散」来到日本。
有时候神会借着读书、工作、婚姻带领我们分散、四散！

但是当基督徒每一次面对这样的情况时都应该考虑几件事情：
第 你要去的地方有没有教会？第一：你要去的地方有没有教会？

你是否可以在那里参与、好好地服事？
第二：你的家庭是不是被建立？第二：你的家庭是不是被建立？
第三：考虑薪水有没有增加？但优先顺序很重要！
不要老板说把你外派、薪水增加一倍，

连祷告都不祷告就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走！」

要注意优先顺序是什么！那里有没有教会？对我的家庭是有建立？
还是有影响？最后才考虑到我们在物质上面的生活。

因为你会发现这些「四散」、「分散」的人，
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个主要的信息，

他们不管到撒玛利亚、赛普路斯、或是安提阿，
他们都做 件事情 传道 讲道 传讲主耶稣他们都做一件事情—传道、讲道、传讲主耶稣。

主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我相信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他们一定有他们的专业 但是你觉得他们怎么自我介绍？他们 定有他们的专业，但是你觉得他们怎么自我介绍？
他会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的职业是医生、

我是织帐篷的、我是做生意的。」我是织帐篷的、我是做生意的。」
要记得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第一个身分就是「基督徒」，

接下来才是上帝给我们的专业。

我在台湾教会有一个弟兄很有趣，他是流体力学的专家，
他从中国到美国去读博士，非常年轻，到了美国以后信主了。
一年以后他的太太也到美国与他团聚，他去接他太太！他太太心里一定想，

一年没见了、又是年轻夫妇，一定有讲不完、卿卿我我的话！
结果这位弟兄从接到他太太上车到开车回家 个多钟头里结果这位弟兄从接到他太太上车到开车回家一个多钟头里，

他没有跟他讲一句甜言蜜语，他一个多钟头都在讲耶稣。
他太太从来没听过福音！他太太从来没听过福音！

她说：「你是来读博士的，怎么变成读耶稣了？」

你会发现一个被福音得着与点燃的人是不一样的！
读博士很重要，但是得着耶稣更重要！

他迫不及待地跟他太太分享。

教会应该是充满了这样的基督徒教会应该是充满了这样的基督徒—
不会因生活的困难和逼迫而退怯、

有美好的生命和见证有美好的生命和见证，
深深地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

不轻看自己、也不被传统约束，不轻看自己、也不被传统约束，
这样的生命才能够影响生命！

弟兄姊妹，你生命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弟兄姊妹，你生命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你我彰显的是一个怎样的生命？

遇到各样抉择的时候，
你第一优先考虑的是什么？



二、福音的使命：
主耶稣升天前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主耶稣升天前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不仅施洗、也教导他们成为门徒。」
在使徒行传也说「你们要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 可以从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也说「你们要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可以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为我作见证。」
教会应该是充满了门徒的地方，门徒是一群学习耶稣、跟随耶稣的人。教会应该是充满了门徒的地方，门徒是 群学习耶稣、跟随耶稣的人。

他们有一种热情，顺服他、住在他里面，
渴慕更像他、跟随他、影响别人。

当我们教会以门徒训练为主轴，传福音就是门徒训练的重要起点。
不断地有人信主，就不断地有人要被造就成为门徒。

传福音是由近的地方到远的地方；
由简单的地方到困难的地方；
由同文化到异文化由同文化到异文化。

教会成立时第 个聚会不是崇拜 是祷告会教会成立时第一个聚会不是崇拜，而是祷告会，
没有祷告就没有办法得着能力；
没有祷告 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成为空谈没有祷告，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成为空谈。

圣经形容上帝天天将得救的人交给教会，
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祷告的教会；个充满活力的教会，是 个充满祷告的教会；

也是一个充满上帝同在与祝福的教会。

使命不是一个行动，而是一个生命。使命不是 个行动，而是 个生命。
所以讲到「天天」，

教会增加的不是看热闹的人，而是得救的人。
求主让我们把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放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一起多花时间来祷告。

三、福音的教会
教会要从一个静态 呆板 自我中心的结构 变成一个活泼 敬拜 信息的教会教会要从 个静态、呆板、自我中心的结构，变成 个活泼、敬拜、信息的教会，

这样的教会充满了祷告、充满了相爱的见证，并且有宣教、植堂的异象。
教会对未来的梦想，要大于我们的历史；， ；

我们个人、或是教会的未来，要大于我们的回忆…
如果你的梦想不大于回忆，你现在就可以回天家了！

如果你的未来不大于过去，你现在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弟兄姊妹要向神大大地张口！

有人统计过，一个健康的教会每年最少应该有9%的增长，
一个兴旺的教会一年最少有20%以上的增长！

感谢神我们过去两年都有达到！不敢说是兴旺 最起码是健康感谢神我们过去两年都有达到！不敢说是兴旺，最起码是健康。
目前每个礼拜大人、小孩聚会大概是550人-600人，

我们现在面临的瓶颈是—我们没有空间再让我们增长我们现在面临的瓶颈是 我们没有空间再让我们增长，
因此教会决定今年要一起来植堂。

为什么要植堂？有三个原因：
1 就是教会要有异象和使命 否则教会就会散漫 萎缩1.就是教会要有异象和使命，否则教会就会散漫、萎缩。
2.还有很多人、很多地方没有听到福音，很多地方没有教会。使徒保罗说：

对于这样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欠他们债(罗一14）对于这样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我们每 个基督徒都欠他们债(罗 14）。
你成为基督徒，就成为一个欠债的人；

对那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你就欠他福音的债。，
3.植堂也是教会增长和栽培同工重要的途径。

很多人想服事，但一个教会能够服事的职缺是有限的，
当我们出去植堂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有服事的机会。

所以我们有几个需要：
1.请大家迫切地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合适的场所。

很多地方我们觉得不错，因为是做教会用途，别人不愿意租给我们！
但我始终相信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我始终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祷告到那里，上帝作工到那里。



弟兄姊妹，答应我，每天5分钟为植堂祷告。
诸牧师是非常人性化的，没有叫你一天祷告五小时；5分钟！每天祷告5分钟：诸牧师是非常人性化的，没有叫你 天祷告五小时；5分钟！每天祷告5分钟：

「主啊！把这个合适的场所给我们！」也为自己祷告：
「上帝你是不是要呼召我跳脱这个舒适的安乐窝？成为一个植堂的勇士！」

这次的开办费需要一千五百万。
好好地祷告：「主啊！在这次的植堂当中，你要我奉献多少？」

弟兄姊妹 将来你见神面的时候 神从来不会在乎你在世上弟兄姊妹，将来你见神面的时候，神从来不会在乎你在世上
曾经有多少钱、住过什么样的大房子！

但是你见神面的时候会发现，你为神所花的每一块钱，神都纪念。

有一部电影叫「辛德勒名单」，讲到一个发战争财的商人，他赚了很多钱、
奢华宴乐，但他也花了一部分的钱去解救关在集中营的犹太人，一个人多少钱。

他也救了不少人 可是我始终记得 当电影结束的时候 战争结束了他也救了不少人！可是我始终记得，当电影结束的时候，战争结束了，
他在那里懊悔，他说：「我为什么这么奢侈浪费？如果我少花一些钱

在这些没用的事情上面，我可以多救多少人的生命？」在这些没用的事情上面，我可以多救多少人的生命？」
弟兄姊妹，求神把这样的感动摆在我们里面。

保罗特别称赞一个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在大患难当中仍然有喜乐，
他们做了马其顿 亚该亚教会的榜样，神的道从他们传扬开。（帖前1:6-7）他们做了马其顿、亚该亚教会的榜样，神的道从他们传扬开。（帖前1:6 7）

他们的信心，在马其顿和亚该亚被众人所知道。
求神祝福我们东京国际基督教会，我们也是有美好见证的，

我们对主的信心与摆上 也成为众教会的榜样我们对主的信心与摆上，也成为众教会的榜样。
我和师母来到东京快两年了，我的母会在这两年当中有一些变化：

因为缺乏年长的传道人 所以有一些人离开教会 奉献也受到一些影响因为缺乏年长的传道人，所以有 些人离开教会，奉献也受到 些影响。
但是我非常地感动：虽然奉献减少了，但是宣教奉献的预算是一直在增加的。

同时在我这走的这两年当中，他们又植一个堂，自己购堂的贷款都还没有还清，
又慷慨地奉献五千万来植堂。他们今年用在自己的贷款还款上占年度预算仅3%，

但是他们用在宣教植堂的预算是教会年度预算的20%。
求神恩待我们每一个教会，我和师母来到东京只有一个盼望和祷告—求神恩待我们每 个教会，我和师母来到东京只有 个盼望和祷告

希望建立东京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成为一个不断宣教植堂的教会，
如同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弟兄姊妹，植堂宣教的号角已经吹响！你听见了吗？

你要怎么回应 让我们 起有合神心意的回应你要怎么回应？让我们一起有合神心意的回应，
让我们是心里火热地，愿意看到上帝的国度不断地拓展。

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
谢谢你给我们在全日本、甚至东京最好的地方，

可以在这里敬拜你。敬拜你
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只成为一个可以享受你恩典的教会，

也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使别人蒙福的教会也帮助我们可以成为 个使别人蒙福的教会。
在西葛西、西船桥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

我们愿意如同迦勒那样的祷告我们愿意如同迦勒那样的祷告—
主啊！把这个山头给我！
然 难 在 没有难成 事虽然困难，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带领我们的教会如同21世纪的迦勒一样！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