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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

25 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

读经
徒十二24

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1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十三3

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

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

他们事奉 禁食 候2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

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

3于是禁食祷告 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他们去了3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安提阿元素
徒十二24-十三3

诸长乐牧师 2018.06.03
享 东京 际基督教会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各位在主里的家人，大家平安！
心意 新 植堂宣教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心意更新 植堂宣教」，

感谢神的恩典，从去年开始，教会的十一奉献的十分之一就用来作为宣教。
去年我们有缅甸的访宣跟日本东北的短宣 今年我们又增加了柬埔寨的访宣去年我们有缅甸的访宣跟日本东北的短宣，今年我们又增加了柬埔寨的访宣。

五月份，当教会的短宣队去到缅甸的时候，弟兄姊妹在祷告和奉献上面
非常踊跃的参与，我们收到的奉献，实际比预估的要多很多，

谢谢主！因此短宣队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将上帝给我们的奉献支持了
当地苗族的十个神学生一年的生活费，那边的生活水平很低的，

当然我们也要感恩神给我们的丰富当然我们也要感恩神给我们的丰富。
更宝贵的是，无论是奉献、祷告参与的人，或是自己去的人都得激励！

另一项今年重大的事工就是要在西船桥植堂，我们也看到弟兄姊妹在祷告和奉献
上面竭力摆上，如果你有亲戚朋友在西船桥附近的，都可以带去那里聚会。， 亲 ，

很多人羡慕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彼此相爱，经历教会的增长，有最好的使徒，
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讲到宣教植堂时，没有一位个人会说要学耶路撒冷，

而是要学习安提阿教会。二间教会有很多的不一样—安提阿教会
是由一群逃难的平信徒所建立，因为司提反在耶路撒冷殉道，教会遭逼迫。

很多人都逃离了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心中有一个宝贝是环境和苦难不能夺去的—很多人都逃离了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心中有 个宝贝是环境和苦难不能夺去的—
耶稣基督宝贝的救恩，因此，他们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

他们到达了塞浦路斯，然后一路走到安提阿。他们一开始也是只向犹太人传讲，他们到达了塞浦路斯，然后 路走到安提阿。他们 开始也是只向犹太人传讲，
他们跟犹太人传道的时候是用「做见证」—我们不管到哪里都可以做见证：

我信耶稣以后、上帝如何恩待我，神怎么样改变我的生命。
另外 方面 也有些人向说希利尼话的人传讲福音 这个是 个很大的突破另外一方面，也有些人向说希利尼话的人传讲福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他们传讲主耶稣的时候是用一个—「能够完整的叙述耶稣救恩」的「信息」。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两个操练，一个操练是「会做我们生命蒙恩的见证」，我们每 个人都要有两个操练， 个操练是「会做我们生命蒙恩的见证」，

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能够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完整的介绍给别人」。



安提阿教会一开始就是一个跨文化的教会。
当我再次思想这个教会的时候 我非常的兴奋当我再次思想这个教会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

这个教会没有使徒和布道家，没有有名的传道人，
建立教会的都是一群弟兄姐妹，圣经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建立教会的都是 群弟兄姐妹，圣经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
更有意思的在他们当中没有明显的神迹奇事，但是他们有主的恩典和同在！

一个有主的恩典和同在的教会，就会经历上帝的祝福。

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有神的同在、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就不仅自己蒙福也可以使许多人蒙福。

神的同在是穿越环境的—约瑟被卖为奴仆的时候，上帝与他同在；
他被下到监牢的时候，上帝与他同在；当他身为宰相的时候，上帝与他同在！

求主帮助我们宝贝上帝的同在求主帮助我们宝贝上帝的同在！
也因着上帝的同在，安提阿教会经历了很大的成长，
甚至让耶路撒冷教会都不得不注意他甚至让耶路撒冷教会都不得不注意他，

他们派巴拿巴一起去关注这个教会。

一、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宽广的、接纳的教会，
能接纳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恩赐跟种族能接纳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恩赐跟种族。
反过来看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

虽然他们领受了到地极传福音的使命，而且很清楚的是要虽然他们领受了到地极传福音的使命，而且很清楚的是要
「向万民」传福音，但是他们就「只向犹太人」传福音。

徒十章彼得去哥尼流家传福音，上帝从天上显出异象三次，彼得都不肯去，
好不容易去了又心不甘情不愿；然后他看见上帝的作为。

可是这样一个把哥尼流一家带信主的经历，回到耶路撒冷并不受欢迎；
教会批评他、指责他—你为什么去外邦人家？你为什么跟外邦人一起吃饭？

所以彼得要花很大的功夫解释他为什么要去？
他在那里看见什么样的作为？他在那里看见什么样的作为？

甚至到最后他讲了一句我觉得有点血气的话—
「我是谁，我能够拦阻神吗？」「我是谁，我能够拦阻神吗？」

这才使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安静下来。

但是安提阿教会却是主动的向非犹太人传福音。
安提阿教会也不是一个封闭自守的教会 他们能够接纳其它教会的关心安提阿教会也不是 个封闭自守的教会，他们能够接纳其它教会的关心，

接受其它教会所拥有的恩赐和祝福，他们首先接纳了巴拿巴。
当巴拿巴到那里看见了上帝的工作，就劝勉他们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当巴拿巴到那里看见了上帝的工作，就劝勉他们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

当他们接纳了巴拿巴以后，教会又再一次经历了突破性的增长。
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跟其它的教会有好的连结，

从他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也分享上帝的祝福给他们。

安提阿教会更了不起的是：接纳有不良纪录的保罗。
我们现在都很喜欢保罗，甚至有很多人名字喜欢取保罗，

其实保罗在得救以前—
逼迫教会 杀害基督徒 是 个人见人怕的人逼迫教会，杀害基督徒，是一个人见人怕的人。

当他在大马色蒙光照以后，就开始在大马色传道，
然后犹太人就要杀他 所以他在晚上的时候然后犹太人就要杀他，所以他在晚上的时候，

被人用一个筐子从城墙上放下来逃走了。

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曾经逼迫过日本教会的人，甚至杀害日本基督徒的人，
他说他得救了—我们可以接纳他吗？他说他得救了—我们可以接纳他吗？
因此他到了耶路撒冷教会—门徒怕他，不相信他；多亏有一个

巴拿巴来接待他，而且让他和耶路撒冷教会可以有一些连结。巴拿巴来接待他，而且让他和耶路撒冷教会可以有 些连结。
他在耶路撒冷教会传福音，结果那些说希利尼话的人又要杀他—

他是一个十足的麻烦制造者，耶路撒冷教会也受不了他，
就送他到该撒利亚，并且打发他去大数。

他被打发走以后「各地的教会大得平安」。
不 忘记 使徒保罗他的得救跟呼召 就是成为 个宣教士不要忘记，使徒保罗他的得救跟呼召，就是成为一个宣教士—

做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做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士。耶路撒冷教会
以为送走了一个麻烦 但是也丧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人才和好机会以为送走了一个麻烦，但是也丧失了一个千载难逢的人才和好机会。

在这里让我们特别学习一件事情—不要太快放弃一个曾经犯过错的人，
不要随便去定论一个失败过的人—他仍然可以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不要随便去定论 个失败过的人 他仍然可以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

保罗杀人，摩西也杀人；但是他们都是神手中贵重的器皿。



当巴拿巴看到安提阿教会兴旺起来，他觉得这个教会在这个时候需要保罗，
他到大数去很仔细的寻找保罗，直到找着为止他到大数去很仔细的寻找保罗，直到找着为止。
求神也恩待我们教会，让我们能够看重上帝所给我们的人才和恩赐。

没有巴拿巴的寻找，就没有保罗；没有保罗，就没有宣教；
没有保罗，就没有新约的13卷书信。

巴拿巴看重上帝的工作，他也看重神的工人；圣经上形容他是一个「好人」，
而且在整本圣经只在这个地方形容 个人是好人 到底好在哪里？而且在整本圣经只在这个地方形容一个人是好人—到底好在哪里？

我们常常对好人的定义就是「不做坏事的人、品行端正的人」，这个当然是不错，
但是这里讲到的「好」，是「愿意把自己最好的跟别人分享」的好，但是这里讲到的「好」，是「愿意把自己最好的跟别人分享」的好，

是一种「不惜牺牲自己也要成全别人」的好，
这样的好就如同「上帝差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一样。

帝不是我们好，所以上帝说：你太好了，我把我儿子给你。
圣经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坏到无可救药！但是神仍然爱我们—

把他最宝贵的独生爱子给我们！所以福音叫做「好消息」 它是好在—把他最宝贵的独生爱子给我们！所以福音叫做「好消息」，它是好在
上帝把他最好的给我们，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被改变。

一个宣教植堂的教会，需要多一点这样的好人，
愿意摆下自己的权益去成全这些宣教的同工；愿意摆下自己的权益去成全这些宣教的同工；

当这样的同工被成全的时候，教会就蒙福。
安提阿教会能够接纳耶路撒冷来的

先知亚加布，他们也接纳了马可跟西拉，
接纳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

今天我们也要学习接纳的功课今天我们也要学习接纳的功课。

我在台北的教会一开始就是有许多宣教士帮助，
因着他们的帮助 生命影响生命因着他们的帮助，生命影响生命，

带领了许多年轻人也走上宣教的道路，
祝福了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

感谢神的恩典，在过去这一年中，
上帝也把宣教士带到我们当中，

让我们来爱他们 接纳他们 关心他们让我们来爱他们、接纳他们、关心他们，
上帝会给你极大的祝福。

二、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慷慨给予的教会。
主耶稣说：我们要给人 上帝就给我们主耶稣说：我们要给人，上帝就给我们。
我们常常说：你先给我，我再给你。
但是主耶稣的教导是：我们先给别人，别人再给我们。但是主耶稣的教导是：我们先给别人，别人再给我们。
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
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上帝就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

安提阿教会听到了耶路撒冷教会有饥荒，他们就奉献金钱，而且是人人参与，
他们不仅仅奉献钱，也奉献出他们当中的教会领袖—

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出去宣教。
他们不仅仅钱去、人去，他们的祷告也去；

当保罗跟巴拿巴要出去的时候 他们是 起当保罗跟巴拿巴要出去的时候，他们是一起
按手在他们的身上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出去。

求上帝帮助我们是 个愿意给别人的教会求上帝帮助我们是一个愿意给别人的教会，
而不是一个只想得到上帝祝福的教会。

李秀全牧师在我们当中讲过两句非常重要的话，
他说 上帝给的我都要 上帝给的 我都要！他说：上帝给的我都要，上帝给的—我都要！
但是后面那一句话呢？上帝要的—我都给！阿们！

我们在进步的当中我们在进步的当中，
宣教永远都是钱去、祷告去、人去。

感谢神 西船桥的 个hope教会愿意将两间教室借给我们感谢神，西船桥的一个hope教会愿意将两间教室借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开始植堂的工作，我们要奉主的名祝福他们；
因着他们的慷慨，许多在西船桥附近的人都要得听救恩。因着他们的慷慨，许多在西船桥附近的人都要得听救恩。

使徒信经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
也就是愿意跟其它的教会一起分享

上帝给我们资源的一个教会。



我在34年以前开始一个教会的时候是在一个公寓的里面，
虽然上帝祝福我们从2两间公寓变成6间公寓虽然上帝祝福我们从2两间公寓变成6间公寓，

但是毕竟它就是公寓。
我们教会20年的时候就开始植堂 神也赐福那个新堂我们教会20年的时候就开始植堂，神也赐福那个新堂，

后来他们有机会可以买到一个很漂亮的办公室，
大家心里觉得平安就一起奉献帮他们买了。觉 平安就 起 献 了。

我还记得献堂礼拜的时候，我的老牧师（沈正牧师）坐在我的旁边，
他跟我说：长乐啊，你的分堂都有一个这么漂亮的会堂，

你还在公寓里面。我说没有关系，只要上帝的旨意成全。
感谢主，两年以后在最恰当的时机，在房价最低谷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漂亮的堂。

弟兄姊妹，要有信心，你愿意给别人，上帝就会给你；
教会如此，个人也是如此；盼望你我都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三、谦卑的顺服。
使徒行传又称为圣灵的行传 圣灵才是主导者 教会只不过是圣灵的器皿使徒行传又称为圣灵的行传，圣灵才是主导者，教会只不过是圣灵的器皿，

教会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也要清楚圣灵的带领。
安提阿教会虽然经历好几次上帝很大的祝福；不断的增长安提阿教会虽然经历好几次上帝很大的祝福；不断的增长，

但是他们没有满足于自己的成功；他们对圣灵
有一颗敏锐的心，他们谦卑地来寻求神的引导，有 颗敏锐的心，他们谦卑地来寻求神的引导，

去做上帝要他们所做的工作—
他们顺服圣灵的引导来捐钱，他们顺服圣灵的引导来差人。

弟兄姊妹，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都是要花代价的；
顺服就是要花代价！

并且出钱出人之后，不是照他们的计划来做事，
而是去做圣灵要他们做的工作—

不是按着他们的期望或者是计画指示去做不是按着他们的期望或者是计画指示去做。

宣教植堂最大的忌讳就是「后方指导前方、外行领导内行」，
要明白圣灵的引导 需要大家不断的在一起敬拜 事奉 等候神要明白圣灵的引导，需要大家不断的在 起敬拜、事奉、等候神，

甚至有的时候需要禁食祷告。
今天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禁食祷告，这非常好，今天我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禁食祷告，这非常好，

但是安提阿教会并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而禁食祷告，
乃是他们感受到：上帝这么赐福给教会，

上帝一定在他们身上有一个计画—他们要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
「给谁多就向谁多要」。我在这边看到的原则，

不是遇到困难才禁食祷告，而是在你丰衣足食、凡事顺利的时候更要禁食祷告：
神哪，你把这么多宝贝的恩典给我，你在我身上有什么计画？

事奉主是 种敬拜 常常都是指着我们在圣餐的时候 起来纪念主事奉主是一种敬拜，常常都是指着我们在圣餐的时候一起来纪念主。
教会有许多的活动，这样活动非常好，会使许多人认识救恩；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教会也需要安静下来等候在神面前 寻求上帝的心意但是另外 个方面，教会也需要安静下来等候在神面前，寻求上帝的心意，
圣灵会向这样的教会讲话，而这样的教会也是一个蒙福的教会。

启示录里面讲到「圣灵向七个教会讲话」，
我求神让我们也常常听见圣灵向东京国际基督教会讲话我求神让我们也常常听见圣灵向东京国际基督教会讲话，
不仅听见而且能够顺服。要保持教会的活力就要懂得居安思危，

我们不要只享受神的恩典，而必须把眼光放远，我们不要只享受神的恩典，而必须把眼光放远，
常常在神的面前等候；让我们保持谦虚和敏锐的心，来寻求神的引导。

在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神给了我一句非常重的话：在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神给了我 句非常重的话：
神过去60年这么赐福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给我们最好的地点，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祝福；

我们面临一个很重要、很严肃的选择—
我们要做一个故步自封的耶路撒冷教会呢？
还是做一个能够被神在宣教和植堂上使用的安提阿教会？

愿我们不仅仅得到上帝的祝福，
更让我们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更让我们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
让我们不仅仅得到神所要给我们的，让我们也能够摆上神所要的。



在个人应用方面，
1 我愿意成为 个心胸宽广的人吗1.我愿意成为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吗？

我愿意求神帮助我接纳那些跟我不一样的人吗？
特别是那些人曾经有过明显的失败特别是那些人曾经有过明显的失败，

而他如今已经悔改？
弟兄姊妹，求神把一种忘记性给我们：弟兄姊妹，求神把 种忘记性给我们：

当我们认罪悔改以后，神涂抹我们的罪，
而且他说他不再记念。

但是我们却常常记念别人的失败，
不但纪念他的失败，还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我们说他的爸爸怎么样，他的妈妈怎么样…！
要记得神无条件的接纳我们，

我们也应该要学习上帝那样的宽广。

2.我愿意学习作一个慷慨给予的人吗？
教会的十分之一 我希望只是一个起步 让我们有更多的可以为主摆上；教会的十分之 ，我希望只是 个起步，让我们有更多的可以为主摆上；
更多的来支持国内国外的宣教；
不仅植一个堂，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植堂；， 续不断 植堂；
我们好好的爱护、宝贝在我们当中的宣教士，
而且特别的愿意花代价栽培那些有宣教心志的弟兄姊妹；
同时立志我一生当中最少去参加一次短宣！

我愿不愿意常常和一些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事奉寻求神？
甚至在禁食操练的当中来寻求神？

来明白上帝对教会还有对我个人的引导？
这才是主耶稣所说的 寻找的就必寻见 叩门的就会给你开门！这才是主耶稣所说的：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会给你开门！

不要一天到晚跟神要男朋友女朋友啊，要房子要车子，
然后抓住这句话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 其实真正的意思是—然后抓住这句话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其实真正的意思是

你愿意寻求神，得着神就得着一切，失去了神你一无所有。

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一起思想安提阿的教会，

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一天比一天更充满了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一天比一天更充满了
你祝福安提阿教会的各样元素；

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有 个宽广的心胸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一个宽广的心胸；
也愿意慷慨的奉献；

也一起寻求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我求你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和我们的教会，，

都能够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