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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居宣教的教会
《使徒行传》11:19-13:3

龚文辉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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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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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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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主与他们同
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使徒行传Acts 11: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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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
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23) 他到了那里
，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
久靠主。(24)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
有信心。於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25)他又往大数去
找扫罗，(26)找著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
一年的工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
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

使徒行传Acts 11: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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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28) 内中有一位，名叫亚迦布，站起来，藉著圣灵
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革老丢年间果然有了。
） (29) 於是门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
住在犹太的弟兄。 (30)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
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

使徒行传Acts 11:27-30



5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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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
著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13:1)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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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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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
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使徒行传Acts 12:24-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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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Acts 1:8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著能力，并要
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



《使徒行传》事工区域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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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散冷 犹太全地和撒
玛利亚

直到地极

种族 本族人 混杂人 外族人

位置 本地 近临 远地

语言 本地话 带方言 外国话

文化 同文化 近文化 异文化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

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第一至七章 第八至十二章 (8:1b-13:3) 第十三至廿八章

主要区域 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 直到地极

主要语言 希伯来（亚兰文） 希伯来（亚兰文）与希腊语 多种外国语

服事人群 本族犹太人 本族犹太人与外族希腊人 各国各民

文化类型 同文化 双文化 异文化

宣教代价 司提反殉道 雅各殉道和彼得被监禁 保罗被监禁罗马

教会阶段 婴孩/草创时期 儿童/组织时期 青年/拓殖时期 壮年/动员时期

发展特征 无变有，小到大

(内部增长）

组织更新、发展

（扩充增长）

由一变成众教会

（延伸增长）

跨地区文化到地

极（桥梁增长）

散聚宣教

模式
服事「散居人口」
To the diaspora

藉用「散居人口」
Through  the diaspora

超越「散居人口」
By/Beyond the diaspora

联同「散居人口」
With the diaspora

从使徒行传看教会的散聚宣教



安提阿
教会

安提阿
教会

耶路撒
冷教会

安提阿教会祷
告差派巴拿巴

和保罗
（13:1-3）

巴拿巴和保
罗完成募捐
回到安提阿
（12:25）

分散的使徒在安
提阿向犹太人和

希腊人传福音
（11:19-21）

巴拿巴邀请保
罗在安提阿讲
道（11:25-26）

安提阿供应耶
路撒冷的需要
（11:27-30）

耶路撒冷差派
巴拿巴去安提
阿(11:22-24)

信而归主
的人增多

（11:21）

信而归主
的人越发
增多
（11:24）

许多人接
受门训
（11:26）

各 人 按 着
力 量 捐 钱
宣教
(11:29-30)

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12:24）

向他人传递好消
息(12:17）

让那恶者自相残
杀(12:19a）

听神的声音和
敬拜祂

（12:22-23）

新的同工
加入

（12:25）

顺从圣灵
的声音差
派工人
（13:2）

主耶稣拯救
（12:11）

彼得被囚，天使
领他奇妙出监
（12:1-11）

彼得现身，祷告
会众喜出望外
（12:12-17）

希律恼羞，兵丁被审
被杀

（12:18-19a）

希律自义，被虫所
咬魂断气绝

（12:19b-23）

使徒行传11:19-13:3构架 (2 6 4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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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

使徒行传Acts 12:24



使徒行传11:19-13:3 

交叉对称结构 (Chiastic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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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3:1-3) 

A (11:19-26) 

B’ (12:25) 

B (11:27-30)

C (12:1-24)

A:安提阿教会初建，巴拿巴和保罗来教会

牧养（11:19-26）

B:巴拿巴和扫罗从安提阿去到耶路撒冷，

送去爱心支持（11:27-30）

C:教会在现实生活（艰难与逼迫）中的生

命见证（12:1-23), 与总结报告（12:24）

B’:巴拿巴和扫罗从耶路撒冷回到安提阿，

带来宣教同工（12:25）

A’:安提阿教会成熟， 巴拿巴和扫罗被教

会差派（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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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

使徒行传Acts 12:24



宣 教 的 教 会
(徒11:19-13:3)

一、注重教会成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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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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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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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主与他们同
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使徒行传Acts 11:19-21



宣 教 的 教 会
(徒11:19-13:3)

一、注重教会成长

1. 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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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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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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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主与他们同
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使徒行传Acts 11:19-21



宣 教 的 教 会
(徒11:19-13:3)

一、注重教会成长

1. 传福音

2. 作门训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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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
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23) 他到了那里
，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
久靠主。(24)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
有信心。於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25)他又往大数去
找扫罗，(26)找著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
一年的工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
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

使徒行传Acts 11:22-26



二、着手宣教行动

1. 关怀

19

宣 教 的 教 会
(徒11:1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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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
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23) 他到了那里
，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
久靠主。(24)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
有信心。於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25)他又往大数去
找扫罗，(26)找著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
一年的工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
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

使徒行传Acts 11:22-26



二、着手宣教行动

1. 关怀

2. 奉献

21

宣 教 的 教 会
(徒11:1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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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28) 内中有一位，名叫亚迦布，站起来，藉著圣灵
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革老丢年间果然有了。
） (29) 於是门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
住在犹太的弟兄。 (30)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
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

使徒行传Acts 11:27-30



二、着手宣教行动

1. 关怀

2. 奉献

3. 祷告

23

宣 教 的 教 会
(徒11:1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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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2)用
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3)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
，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4) 希律
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
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後把他提出来，当著百姓办
他。(5) 於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
祷告神。

使徒行传Acts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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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
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 (12)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
马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13) 彼
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
(14)听见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
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 」

使徒行传Acts 12: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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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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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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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他们去了。

使徒行传Acts 13:1-3



二、着手宣教行动

1. 关怀

2. 奉献

3. 祷告

4. 差派
27

宣 教 的 教 会
(徒11:1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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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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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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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他们去了。

使徒行传Acts 13:1-3



差传动员4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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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
Giving

祷告
Praying

差派
Going

关怀
C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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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
≥65%
Giving

祷告
≥65%
Praying

差派
≥8%
Going

关怀
≥20%
Caring

理想的差传动员



三、活出生命见证

31

宣 教 的 教 会
(徒11:1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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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2)用
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3)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
，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4) 希律
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
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後把他提出来，当著百姓办
他。(5) 於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
祷告神。

使徒行传Acts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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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
著，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
(7) 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
，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8)天使对他说：「
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
上外衣，跟著我来。」(9) 彼得就出来跟著他，不知
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

使徒行传Acts 12:6-9



三、活出生命见证

1. 信靠

34

宣 教 的 教 会
(徒11:1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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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
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
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8)天使对他说：「束上带
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
跟著我来。」(9) 彼得就出来跟著他，不知道天使所做
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10) 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
，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
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11) 彼得醒悟过来，说
：「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
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使徒行传Acts 1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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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马利
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13) 彼得敲
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 (14)听
见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
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 」(15)他们说：「你是疯
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
天使！」 (16) 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
就甚惊奇。(17) 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
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
」於是出去，往别处去了。

使徒行传Acts 12:12-17



三、活出生命见证

1. 信靠

2. 顺服

37

宣 教 的 教 会
(徒11:1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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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那里去
了。 (19)希律找他，找不著，就审问看守的人，吩
咐把他们拉去杀了。

使徒行传Acts 12:18-19a



39

(19b) 後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
里。(20)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
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
的情，一心来求和。(21)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
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22)百姓喊著说：
「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 (23) 希律不
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
气就绝了。

使徒行传Acts 12:19b-23



注重教会成长

活出生命见证

着手宣教行动

40

宣 教 的 教 会
(徒11:19-13:3)



祷告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