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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会首差宣教



二、《使徒行传》
的文体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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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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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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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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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五旬节（徒1:1-2:47）

教会内忧外患（徒3:1-6:7）

福音首大突破（徒6:8-9:31）

谁能阻止上帝（徒9:3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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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的脉络

第一段：耶路撒冷教會的誕生 
Section One: The Birth of the Church in Jerusalem (1:1–2:47) 

⚫ 聖靈的洗：五旬節聖靈澆灌第一批猶太信徒﹙2:1-4﹚ 

⚫ 第一段的總結 Conclusion of Section One (2:40-47) 

 「那天門徒添加了約三千人。」﹙2:41b﹚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教會。」﹙2:47b﹚ 

 

第二段：教會在耶路撒冷的發展 
Section Two: The Expansion of the Church in Jerusalem (3:1–6:7) 

⚫ 第二段的總結 Conclusion of Section Two (6:7) 

「神的道傳開了；在耶路撒冷，門徒人數大大增加，有很多祭司也信從了真

道。」 

 

第三段：教會擴展至猶大和撒瑪利亞 
Section Three: The Extension of the Church to Judea and Samaria (6:8–9:31) 

⚫ 聖靈的洗：聖靈澆灌第一批撒瑪利亞信徒﹙8:14-17﹚ 

⚫ 第三段的總結：Conclusion of Section Three (9:31) 

「那時猶太、加利利、撒馬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到平安，被建立起來；存

著敬畏主的心過生活，並且因著聖靈的激勵，人數增多起來。」 

 

第四段：教會擴展至安提阿 
Section Four: The Extension of the Church to Antioch (9:32–12:24) 

⚫ 聖靈的洗：聖靈澆灌第一批外邦信徒﹙10:44-46﹚ 

⚫ 第四段的總結 Conclusion of Section Four (12:24) 

 「神的道日漸興旺，越發廣傳。」 

 

第五段：教會擴展至小亞細亞 
Section Five: The Extension of the Church to Asia Minor (12:25–16:5) 

⚫ 第五段的總結 Conclusion of Section Five (16:5) 

 「於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增加。」 

 

第六段：教會擴展至愛琴海一帶 
Section Six: The Extension of the Church to the Aegean Area (16:6–19:20) 

⚫ 聖靈的洗：聖靈澆灌施洗約翰的門徒﹙19:1-7﹚ 

⚫ 第六段的總結 Conclusion of Section Six (19:20) 

 「這樣，主的道大有能力地興旺起來，而且得勝。」 

 

第七段：教會擴展至羅馬 
Section Seven: The Extension of the Church to Rome (19:21–28:31) 

⚫ 第七段的總結 Conclusion of Section Seven (28:30-31) 

「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兩年。凡來見他的人，他都接待，並且放

膽地傳講神的國，教導有關主耶穌基督的事，沒有受到什麼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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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段：教会
扩展至小亚細
亚（12:25–16:5）

A. 在安提阿委派巴拿巴和扫罗

(12:25–13:3)

B. 巴拿巴和保罗在小亚细亚的宣教

(13:4–14:28)

1. 塞浦路斯 (13:4-12)

2. 彼西底的安提阿 (13:13-52)

3. 南加拉太：以哥念、路司得、
特庇 (14:1-21a)

4. 回到路司得、以哥念、和安提
阿 (14:21b-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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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首差宣教



第五段：教会
扩展至小亚細
亚（12:25–16:5）

C. 耶路撒冷会议讨论有关外邦宣教课题

(15:1-35)

1. 处境：安提阿的犹太主义者 (15:1-5)

2. 使徒们与长老们在耶路撒冷会见 (15:6-21)

3. 会议写信给外邦信徒 (15:22-35)

D. 坚固小亚细亚的教会 (15:36–16:4)

1. 保罗与巴拿巴争论约翰马可一事 (15:36-41)

2. 在南加拉太：提摩太加入保罗和西拉 (16:1-4)

E. 第五段的总结 (16:5)

「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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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首差宣教



第五段：教会
扩展至小亚細
亚（12:25–16:5）

8

保罗第一次布道旅程
（徒12:25-16:5）

教会首差宣教



第五段：教会
扩展至小亚細
亚（12:2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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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安提阿委派
巴拿巴和扫罗
(12:25–13:3)

C.耶路撒冷会议讨
论有关外邦宣教课题

(15:1-35)

B. 巴拿巴和保罗在
小亚细亚的宣教

(13:4–14:28)

D. 坚固小亚细亚
的教会 (15:36–

16:4)
1.福音传到外邦

2.耶路撒冷会议

3.保巴分道扬镳

教会首差宣教

保罗第一次布道旅程
（徒12:25-16:5）



1. 福音传到外
邦

耶路撒冷
教会 安提阿教会

10

徒13:1在安提阿的教会中,...,2 ...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
他们做的工作。」
1 ... in the church at Antioch ... 2 ..., the 

Holy Spirit said, “Set apart for me 

Barnabas and Saul for the work to which I 

have called them.



1. 福音传到外
邦

11

徒13:43 许多犹太人和敬虔的皈
依犹太教的人

many of the Jews and God-fearing

徒13:45 满心嫉妒，辩驳保罗所
说的话，并且毁谤他

they were filled with jealousy, 

and they began to contradict what 

Paul was saying by reviling him .



1. 福音传到外
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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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13:46 神的道本应先传给你们; 

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
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

46 Both Paul and Barnabas replied 

courageously, “It was necessary to 

speak the word of God to you first. 

Since you reject it and do not consider 

yourselves worthy of eternal life, we 

are turning to the Gentiles.”



1. 福音传到外
邦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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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唆众人，并且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
（徒14:19）
after winning the crowds over, they stoned Paul and dragged him 

out of the city, presuming him to be dead.



路司得

15“走进城去，第二天，保罗同巴拿巴往
特庇去”（徒14:20）
he got up and went back into the city. On the 

next day he left with Barnabas for Derbe.



2. 耶会议路撒
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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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
基督徒

外邦
基督徒



2. 耶路撒冷会
议

▪在安提阿：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

教导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照

摩西的规矩受割礼，不能得救。」

（徒15:1）

Now some men came down from Judea 

and began to teach the brothers, “Unless 

you are circumcised according to the 

custom of Moses, you cannot be sa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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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耶路撒冷会
议

▪在耶路撒冷：惟有几个法利赛派

的信徒起来，说：「必须给外邦

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

律法。」（徒15:5）

But some from the religious party of the 

Pharisees who had believed stood up 

and said, “It is necessary to circumcise 

the Gentiles and to order them to 

observe the law of M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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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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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在
哥尼流的家
（徒 10）

諸位弟兄，你們知道神早已
在你們中間揀選了我，讓外
邦人從我口中得聽福音之道，
而且相信。（徒15:7）
Brothers, you know that some time 

ago God chose me to preach to the 

Gentiles so they would hear the 

message of the gospel and believe.



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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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在
哥尼流的家
（徒 10）

我們得救是因主耶穌
的恩典，和他們一樣。
（徒15:11）
we are saved through the

grace of the Lord Jesus, in

the same way a they are.



巴拿巴
&

保罗

▪在彼西底的安提阿：13:43散会以

后，有许多犹太人和敬虔的皈依犹

太教的人跟从了保罗和巴拿巴。

▪在以哥念：14:1有很多犹太人和希

腊人都信了。

▪在特庇：14:21好些人成为门徒

▪安提阿述职：14:27他们一到那里，

就聚集了会众，述说神藉他们所行

的一切事，并且神怎样为外邦人开

了信道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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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

15:19所以，我的意见是不可难为
那归向神的外邦人; 20但是要写信

吩咐他们禁戒偶像所玷污的东西、
血和勒死的牲畜，禁戒淫乱。

19 “Therefore I conclude that we 

should not cause extra difficulty for 

those among the Gentiles who are 

turning to God, 20 but that we should 

write them a letter telling them to 

abstain from things defiled by idols and 

from sexual immorality and from what 

has been strangled and from b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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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巴
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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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巴
分道扬镳

▪背景：巴拿巴和保罗第一次宣教

旅程时，“有約翰作他們的幫手”

（徒13:5）。但中途“約翰卻離

開他們，回耶路撒冷去了”（徒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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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巴
分道扬镳

▪引发：保罗邀请巴拿巴探望所建

立的小亚细亚教会。巴拿巴有意

带着“称为马可的约翰”

（15:37）。但因为马可中途离

开过，保罗“认为不宜带他去”

（徒15:38）。

▪结果：“於是二人起了爭執，甚

至彼此分手。”（徒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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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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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分歧
sharp disagreement



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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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分歧
sharp disagreement



路加的叙事
用意

▪徒4:36有一个利未人，名叫约瑟，使徒

称他为巴拿巴。

▪徒11:22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

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到安提阿去。

▪徒13:2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

罗去做我召他们做的工作。

▪接下来的记载，路加一再提及“保罗和

巴拿巴”。

▪第二次布道旅程：“保罗和西拉”（如

16:2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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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为何接下来不是
保罗和巴拿巴配搭，
而改为西拉。



从巴拿巴看
保—巴争执

▪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西4:10）

▪巴拿巴是塞浦路斯人（徒4:36）

▪巴拿巴带马可到塞浦路斯（徒

15:39b）

▪传统：巴拿巴在塞浦路斯殉道，

为塞浦路斯正统教会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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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罗看
保—巴争执

▪徒13:5 约翰…帮手。

▪保罗的理由（徒15:38）

▪两类助手：巴拿巴式的& 马可式

30

保
巴

马

保
西

提



应用

伪装的祝福

美善的张力

成熟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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