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宣教入门

第五课…

单元一：宣教与圣经

福音突破 - 彼得、保罗
彼得 保罗
播映操作小技术 滑鼠click各位置
播映操作小技术：
滑鼠 li k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号/总片数

暂停

请按

音量、全萤幕

目前时间/总播映时间

前后换片、暂停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开始播放

早期领袖被描绘成满有生命力跟动力的，
使徒的宣告的确是震动了耶路撒冷跟同文化的人，
使徒的宣告的确是震动了耶路撒冷跟同文化的人
但最终的使命是被召要做万族、外邦人之光…
使徒行传记载他们跨文化方面的作为，头一件就是五旬节，
很有力的证明神的心意是要将他的信息传遍万族。
每年的收割节犹太人从罗马各处来到耶路撒冷，
圣灵就在这时以明显可见、又戏剧式的形式降临，
 让聚集的人听到一百二十个门徒以众人的乡音来讲说
神奇妙的作为，是以罗马全国不同的语言说出来的
 天父的旨意还有比这更清楚的吗？
神的心意就是要叫各族、各民都有人归入他的国度
这些上到耶路撒冷来做礼拜的人，听见了使徒
用各地的乡谈 从他们侨居地来的语言
用各地的乡谈、从他们侨居地来的语言，
就很稀奇，他们清楚的听到神的作为。

两种福音使者，
 被踢出去、或说不情愿出去的，
被踢出去 或说不情愿出去的
上帝就兴起一些环境让他们不得不出去
 自愿出去的，就是使徒，被差遣出去
自愿出去的 就是使徒 被差遣出去
大使命的命令既然这么清楚，我们是不是可以期望
这十一个使徒立刻就前往世界各地传福音？
圣经却让我们看见，人要离开原来、既有的观念、
自己的本民族、本文化不是那么容易。
《把握时机生命课程》Meg Crossman 开启那道门，
耶稣的事工大部分集中在训练领袖，
他把爱和真理的信息委托给他们，盼望他们
把这个信息传给各族、各方、各国、各民，
复活以后的教导 专注在这点，
复活以后的教导也专注在这点，
问题在于使徒们回应这个命令有多快。

门徒就从耶路撒冷开始，
以真理的话语、大能的作为来宣讲信息，
真理的话语 大能的作为来宣讲信息
他们行神迹奇事证实所传的道，
许多
许多人做出回应，三千人、五千人悔改信主，
出
千
千 悔
教会在质和量的方面都有增长。
神
神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大得荣耀！
撒冷
地
然而向其他种族、文化传福音时，
说希伯来话的信徒就有所保留了，
一直到司提反殉道、发生大逼迫，
分散各处的门徒才往各地去传福音，
 这里的门徒是一般弟兄姊妹，还不是神膏立的使徒
 希腊人的执事腓利，才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
所以我们就要看福音是怎 样 步 步的
所以我们就要看福音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
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传到地极。

当一定数目的撒玛利亚人信了主，
使徒被迫差遣彼得 约翰去调查
使徒被迫差遣彼得、约翰去调查，
虽然肯定撒玛利亚人已经悔改、也信了主，
却 有计划在
却没有计划在那里设立进一步的外展工作，
进 步
展 作
他们在那里讲道、祷告，便回到耶路撒冷去了 (徒八25)。
好像要特别嘉许执事腓利的行事正确，
上帝的灵立刻给他一个文化差距更大的任务–
主的使者没有对在耶路撒冷的人发出讯号，
反而差派心胸宽广的腓利去迦萨，
在那里他遇见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
申廿三1 被阉割的人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
可是在新约的时代借着腓利却带领这太监。
湾 译做衣索
、中
做 塞俄
，
台湾翻译做衣索匹亚、中国翻做埃塞俄比亚，
他算是一个阿拉伯人。

彼得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必须要说服他的犹太同胞、
并且证明自己没有犯错，
并且证明自己没有犯错
使徒行传这段经文几乎是逐字不漏的重述整个事件，
也许圣灵借着重述来强调这个教训的重要。
也许圣灵借着重述来强调这个教训的重
耶路撒冷的使徒反应，不是说感谢主，
我们赶快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吧！
相反的，他们的反应是
「众人就不说话了，这样看来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使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也许他们需要有一些的时间去处理，
因为他们对圣经的认识跟上帝终极的心意
真的是有一段落差，以至于他们在想
上帝临到外邦人？上帝也这么爱外邦人吗？
这些都让他们相当的惊讶。

彼得在吕大和约帕服事那里的犹太信徒，
但是要让他去外邦人当中服事 竟然劳烦上帝三次
但是要让他去外邦人当中服事，竟然劳烦上帝三次
向彼得来显示异象，让他三次听见神的声音 (徒十11-18)，
彼得魂游向外、看到不洁净的动物，
得魂
看到
净
上帝却要他起来宰了吃。
如果单纯是为了找人向哥尼流全家传福音，
流
 主可以让正在该撒利亚的腓利去做，反正他正在附近
 神却特意叫彼得去，是要让他坚信神胸怀普世的目的
尽管彼得见过异象，当他看到哥尼流的家人
对福音立刻有反应、圣灵降临的佐证时，
他仍感到非常惊讶！
彼得在回忆他的反应时，他不是说
神
是多 荣耀 事，
这些人能进入神的国是多么荣耀的事，哈利路亚！
而是说，我是谁阿？能拦阻神吗？(徒十一17)

徒九 教会继续往外扩张、福音继续向外广传，

是借着一个最令人惊讶的后选人–大数的扫罗，
是借着
个最令人惊讶的后选人 大数的扫罗
是个无情逼迫教会的人，却当选为跨国事业的先锋，
保罗当时叫扫罗，在教会眼中他是恐怖份子，
在教会 中 是 怖
到处去逼迫神的教会。
但扫罗悔改的那一刻神已经讲的很清楚：
改
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当中、
在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徒九15-16)
这个到万族去的呼召，得到亚拿尼亚肯定 (徒廿二14-15)，
当他被差去为扫罗祈祷、使他得医治时，他说：
我们的祖宗的神拣选了你，让你明白他的旨意，
见 义 ，听见
中
声音， 为 要将
又看见那义者，听见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
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做他的见证人。

保罗积极回应神的指引往外邦人那里去，
获得「虔诚人」的回应 – 相信以色列神的外邦人，
相信以色列神的外邦人
 愿意归附会堂，没有接受割礼、遵守犹太律法
 保罗让外邦信徒保守保持外邦人的习性、文化
邦
守 持 邦
为外邦人开启福音大门，却成了犹太基督徒的绊脚石。
耶路撒冷大会 (徒十五) 保罗、巴拿巴到耶路撒冷领袖面前，
为他们在外邦人中所做的事工来辩解、做说明，
最后彼得、雅各都发言赞同他们的作法，
使徒领袖承认外邦人只要相信耶稣就能够得救，只要求
要节制 – 不要吃血、吃被勒死的牲畜、奸淫等等，
不要做那些非常严重会冒犯犹太文化的行为，
好让犹太信徒跟他们交往的时候不要太困扰。
耶路撒冷大会这个重要的决定开启了一道大门
耶路撒冷大会这个重要的决定开启了
道大门，
在罗马各族群中兴起归信上帝的巨大浪潮。

教会遭受逼迫也是一个神的作为、神的手在那当中，
当教会很迟钝、无法理解上帝对万族万民、
帝
不同文化人的心意时，有时上帝就兴起这种逼迫。
有一个见证：一个银行家对非洲尼日利亚北部
穆斯林有负担，离开银行工作到那传福音，
结果被一群穆斯林的狂热份子攻击
受到重伤回乡治疗，痊愈后没有回到职场，
乃是再次到尼日利亚的北方去向穆斯林宣教。
今天在福音未及的族群中，传福音所受到的抗拒、
福 未及 族群
基督徒所受的逼迫，比初代教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ISIS 兴起后很多的基督徒受到逼迫、
起后很多 基督徒受到逼 、
宣教士被撤离了，很不容易在那些地方传福音
 这个时代需要更清楚明白跟每一个时代一样，
这个时代需要更清楚明白跟每 个时代 样，
为福音而发热心的人，同样都是会遭遇逼迫的

使徒行传福音的进展一步一步往外扩展，满足 太十六17-19
耶稣问使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
耶稣问使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最后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耶稣就对他说 「 门 约拿 你 有福的
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这段的经文印证到使徒行传时，
 可以从彼得这位耶稣的大弟子身上
神使用他打开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外邦人信主的门
 但真正使得福音能够传到地极的，
但真正使得福音能够传到 极的，
却是另外一批以保罗为首的信徒

福音传到地极，通过保罗做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保罗的宣教原则 实践方式有几点
保罗的宣教原则、实践方式有几点…
一、保罗的呼召：特别针对外邦人传福音，
他清楚明白自己的使命，无论置身何种环境，
清楚 白自
使命
身何种 境
那怕是监禁、死亡，他都愿意持守遵行
二、保罗的异象：主要的志向是向
在基督的名未被传扬过的地方来传扬福音，
所以未闻福音之地就不断的召唤他前行
三、保罗的装备：保罗的背景非常适合工作的需求，
 来自外邦的城市、出生就有罗马公民的身分，
让他可以自由往来，曾接受最严谨的
圣经训练，是满有学问的法利赛人
 尽管已经拥有这些有利的条件，
尽管已经拥有这些有利的条件
主仍然使用许多年日来预备他参与事奉

四、保罗建立福音扩展团队：参与的人包括
巴拿巴、提多、提摩太、西拉
拿
提多 提摩太 西拉
五、保罗的策略：事工集中在大城市，
 让福音从城市的中心向周围的地方扩散开去，
音 城市 中
散 去
教会在核心地点建立起来后，保罗就继续往前走
 在一个地区的初期，他的努力会着眼于虔诚人，
虔
因为他们对福音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接纳
六、保罗的信念：相信福音有拯救人的大能，
尽管被拒绝、诲谤、逼迫、监禁、离弃、
各样的困难，他总不以福音为耻，他相信
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七、保罗的适应：乐意安于不同的文化、习俗，
没有意思要把自己的文化强加在别人身上
这些特质就成为教会继续往外扩张的重要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