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
【小组查经材料】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圣灵在
圣灵在教会的工作
教会的工作
年五月 、 日
第一时
第一时段 欢迎你来
迎你来 分钟
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离开繁忙、疲惫，并预备心来归向神。
第二时
第二时段 敬拜赞
敬拜赞美 分钟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面、
带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开口为下列事项祷
告。（组员个人的需要请在第四个时段分享祷告。）
宣教单位 认领的单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的单位，请洽教会。）
教会事工
主日崇拜：网络直播进行
周三祷告会：以 进行
周二 、五
的琴与炉：以 进行
周一到周五下午茶经会：以 进行
主日装备课程：以 进行 ： ：
主日启程福音视讯：以 进行 ：
：
新来宾
请于聚会前确认来宾名字。
病痛组员或亲朋
并商讨如何关怀他们。
特别为新冠肺炎的疫情祷告：祈求神施恩怜悯，制止病毒的持续扩
散，保守医护人员能免除病毒的感染，医治所有受感染者，使他们
能安然度过危险，赐智慧给疫苗研发人员，能研制有效疫苗，让接
受疫苗的人对病毒有免疫力。并保守美国各州各地以及教会的重新
开放，是一个经历神的作为的全然复兴景象！
第三时
第三时段 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 分钟 以分享讨论
以分享讨论应
讨论应用神的话
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响应主日信息—聚会前，请上网仔细重听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
思想是什么？哪一句话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分享你过去一周所思想的是什么是你需要加强或实践。（请尽量保
持在 分钟之内）
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圣灵在教会的工作
经文：使徒行传
背诵经文：「他又往大数去找扫罗，找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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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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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到该撒利亚外邦人哥尼流家，为他和其家人施洗的事传开
了。在耶路撒冷的一些非常守旧和遵守律法的传统犹太信徒就和
彼得争辩说，他不该进入外邦人的家中。彼得向众门徒陈述整个
事情的经过，神以异象并声音向他显明神洁净的人不可说不洁，
并且圣灵对他说，要接受去外邦人的家里的邀请，到他们那里传
福音的时候，也看见圣灵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如同降在犹太人
的身上一样；他知道这都是神的工作，无人能拦阻。众人也无话
可说，只能归荣耀给神，明白神的心意是要外邦人悔改得救，得
生命。从此，教会开始普遍性的向外邦人传福音。今天查考 11 章，
记载圣灵是如何在安提阿教会的工作。

1.

一、 教会开
教会开始传福音给
福音给外邦人（徒
外邦人（徒 11：19-21）：(请先读 v. 1921 再读下文)
司提反殉道后，门徒们被迫离开耶路撒冷，福音也被传开，
甚至传到叙利亚北边的腓尼基(黎巴嫩)和在地中海的的东边的
居比路(塞浦路斯)岛上。 有些门徒来到比腓尼基更北边位于
叙利亚的安提阿。在当时安提阿是西方世界的第三大城，仅
次于罗马和埃及的亚历山大。可是，他们只传福音给住在当
地的犹太人。有些信徒从居比路和古利奈（现今北非的利比
亚）来到安提阿，他们开始向当地的希腊人传福音。这些外
邦人是深受希腊哲学和文化的影响，信仰多神，生活奢靡，
不像哥尼流是已经接触到犹太教，敬畏神的人。向这样的人
传福音更加困难，但主与他们同在，圣经原文是主的手与他
们同在，主的手，就是主的能力，使信而归主的外邦人就增
多起来。因为他们顺服神福音向外扩张的心意，使传福音更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讨论问题 1： 你是否有因环
你是否有因环境所逼，而
境所逼，而做你本
，而做你本来应该
做你本来应该做的事情
来应该做的事情？
做的事情？
（破冰题
（破冰题）

2.

讨论问题 2： 是哪些原因促使初代
原因促使初代信徒
初代信徒开
信徒开始向外邦人传
始向外邦人传福音？
福音？结
果如何？（
果如何？（观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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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会的信徒被称为
教会的信徒被称为基督徒
称为基督徒（徒
基督徒（徒 11：2222-26）：(请先读 v. 222226 再读下文)
A. 教会差派巴拿巴
教会差派巴拿巴（
巴拿巴（2222-24）：福音传播的初期，耶路撒冷
）：
教会，就好像所有散布各地教会的母堂，耶路撒冷的门
徒们也关顾各地新成立的教会。当信徒在安提阿向外邦

人传福音的事传到耶路撒冷，使徒们想了解这个新成立
的教会，所信的道是否正确？就派被称为劝慰子的巴拿
巴从耶路撒冷去到安提阿。巴拿巴是有好名声，得到很
多人称颂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被圣灵充满，敏锐圣
灵的工作而且是大有信心的人。耶路撒冷教会派他他去
了解这间刚成立的，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是最适当的
人选。当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果然赐恩给外邦信徒，看见
他们聚会的情形，知道神大大的动工，他虽然是犹太人，
但明白而且相信神也将福音的恩典赐给外邦人，这绝对
是圣灵的工作，就心中欢喜。就劝慰他们，鼓励他们要
全心坚定信靠主，持之以恒，众人也喜欢他的教导，因
此就有更多的人信服了主。
B. 门徒首先被称为
门徒首先被称为基督徒
称为基督徒（
基督徒（2525-26）：当巴拿巴看见安提阿
有那么多外邦人归主，他们需要在真理上打好基础，他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扫罗。因为扫罗是敬虔的法利赛人，
曾经在有名的教师迦玛列门下受教，对圣经真理的认识
非常扎实。巴拿巴也知道扫罗在大马色被主呼召要向外
邦人宣教的经历。当时耶路撒冷的信徒都害怕扫罗，不
愿意与他来往，他是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当中，唯一
接待扫罗的人，他也说服使徒们接纳扫罗（徒 9 ： 2627 ）。虽然多年没有和扫罗联络，他特意去到扫罗的家
乡大数去找到扫罗，并将他带回来安提阿，一起牧养这
间新成立的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扫罗是有教导恩赐的
人，与众人爱戴的巴拿巴一起在安提阿教会配搭牧养这
些信主不久的外邦信徒。经过一年的时间，教会人数增
加，信徒们在神的话语上扎根，信心坚定，脱离了他们
过去随从世俗和情欲的生活，过着敬虔的生活，这使安
提阿人看见他们的好行为和见证，有如耶稣基督的样式，
就称呼他们为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这是历史上
教会信徒们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从此信耶稣为基督、
是神的儿子、是救主的人都被称为基督徒。这对我们来
说是何等的荣幸，我们也当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见证耶
稣基督的名。
讨论问题 3： 神如何复兴安提阿的教会
神如何复兴安提阿的教会？
？巴拿巴为
巴拿巴为什么去
什么去大数找
扫罗？
扫罗？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什么？（观察解释题）

讨论问题 4： 安提阿的信徒，
安提阿的信徒，为
为什么被称为
什么被称为基督徒，
称为基督徒，这对
基督徒，这对他
这对他们有
何意义，这对
何意义，这对我
这对我们有何提醒？（
有何提醒？（观察应用题）
三、 教会顺
教会顺从圣灵的引导
从圣灵的引导（徒 11：2727-30）：(请先读 v. 2727-30
再读下文)
当扫罗和巴拿巴所带领的安提阿教会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
耶路撒冷教会也重视这间教会，派遣多位先知从耶路撒冷到
安提阿教会服事，给他们一些启示的话语和教导。神也透过
先知到他们当中，使他们更听从神的话。如今先知不只是在
犹太人的教会中宣讲，更开始服事外邦人的教会。其中有一
个先知名叫亚迦布在一次聚会当中，站起来，借着圣灵预言
罗马帝国全境将要发生大饥荒，这事在革老丢执政的时候确
实发生了。他们第一次听到圣灵那么清楚的告诉他们要如何
做，他们就顺从圣灵的带领，于是安提阿的信徒们决定每个
人都竭尽所能的捐助犹太地区的弟兄姐妹。他们收集好了，
就委托巴拿巴和扫罗将捐款送到并交给耶路撒冷管理教会的
长老手中。圣灵的工作借着先知在外邦人的教会中宣讲出
来。神也预备好这个教会，顺服圣灵的带领，成为一个向外
扩展的福音据点。
讨论问题 5： 圣灵的工作如何在外邦人的教会彰显
圣灵的工作如何在外邦人的教会彰显？他们有何响
应？（解释题）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祢。祢赐下圣灵在我们心中，求
祢帮助我们聆听祢的声音，顺从祢的指引，完成祢要我们作的
工。我们感谢祢，圣灵在初代教会大大的做工，将福音传给外邦
人，并在安提阿建立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成为传福音的据
点，我们也感谢祢，在过去的 20 多年来，祢带领我们跟随祢的脚
步，一步一步，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将福音传到世界各地。我们
也愿意在真理上扎根，更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见证祢荣耀的
名，并参与将福音传到地极的宣教事工，领人归向祢。我们如此
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第四时
第四时段:祷告服事（10 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一个祷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告。
06/05/20 徒 12：1-17；06/12/20 徒 13：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