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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幕第五幕第五幕第五幕：：：：第五幕第五幕第五幕第五幕：：：：昭告君王的喜訊昭告君王的喜訊：：

教會的任務教會的任務

第一場第一場：：由耶路撒冷到羅馬由耶路撒冷到羅馬

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徒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徒1:11:1））

使徒行傳述說一個持續的使命：是升使徒行傳述說一個持續的使命：是升
高的基督，藉著祂的聖靈，給予教會高的基督，藉著祂的聖靈，給予教會
救贖，並透過教會，將救贖帶進整個救贖，並透過教會，將救贖帶進整個
世界的一個故事世界的一個故事。。

耶穌的升高耶穌的升高

��加冕之日：按立那真正的王加冕之日：按立那真正的王

�� 地方：上帝的右邊（徒地方：上帝的右邊（徒2:332:33））

�� 名稱：主（腓名稱：主（腓2:92:9--1111））

��看不見看不見（來（來2:8 2:8 及後及後））

升天的基督之工作升天的基督之工作

�� 制服祂的仇敵制服祂的仇敵 （徒（徒2:342:34及後）及後）

�� 叫人作門徒（太叫人作門徒（太28:1828:18--2020））

�� 賜下救贖之福（路加福音賜下救贖之福（路加福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

�� 引導世界的歷史（啟示錄引導世界的歷史（啟示錄））

「「使徒行傳、書信和啟示錄使徒行傳、書信和啟示錄……都是都是
主要關於升高的基督在教會和世界主要關於升高的基督在教會和世界
的工作的工作。」。」

荷蘭神學家：博可夫（荷蘭神學家：博可夫（BerkhofBerkhof））

他既高舉在神的右邊，又從父受了他既高舉在神的右邊，又從父受了
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

聽見的，澆灌下來聽見的，澆灌下來。。

（徒（徒2:3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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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節：聖靈的降臨五旬節：聖靈的降臨

聖靈降臨聖靈降臨

耶穌耶穌

路路3:213:21--2222

聖靈降臨聖靈降臨

教會教會

徒徒2:12:1--1313

五旬節：徒五旬節：徒2:12:1--1313

�� 舊約的應許舊約的應許

�� 猶太的猶太的 五旬節五旬節

��初熟之果初熟之果

��列國的加入列國的加入

�� 風與火：神同在的能力風與火：神同在的能力

�� 方言：包括列國的救恩方言：包括列國的救恩

五旬節：徒五旬節：徒2:142:14--4141

�� 聖靈與末後的日子聖靈與末後的日子 （（1717--2121））

�� 耶穌的生命（耶穌的生命（2222））

�� 耶穌的死（耶穌的死（2323））

�� 耶穌的復活耶穌的復活 （（2424--3232））

�� 升高升高 （（3333--3636））

�� 應許聖靈的回應（應許聖靈的回應（3838--3939））

彼得的講道彼得的講道

一個關於天國的問題（徒一個關於天國的問題（徒1:61:6））……

……卻換來一個關於聖靈的答案（徒卻換來一個關於聖靈的答案（徒1:81:8））

「「「「「「「「似乎並不是說似乎並不是說似乎並不是說似乎並不是說，，，，耶穌在那裡耶穌在那裡耶穌在那裡耶穌在那裡似乎並不是說似乎並不是說似乎並不是說似乎並不是說，，，，耶穌在那裡耶穌在那裡耶穌在那裡耶穌在那裡，，，，，，，，
那裡就是天國那裡就是天國那裡就是天國那裡就是天國那裡就是天國那裡就是天國那裡就是天國那裡就是天國，，，，，，，，

經文似乎在說經文似乎在說經文似乎在說經文似乎在說，，，，聖靈在那裡聖靈在那裡聖靈在那裡聖靈在那裡經文似乎在說經文似乎在說經文似乎在說經文似乎在說，，，，聖靈在那裡聖靈在那裡聖靈在那裡聖靈在那裡，，，，，，，，
那裡就是天國那裡就是天國那裡就是天國那裡就是天國那裡就是天國那裡就是天國那裡就是天國那裡就是天國。」。」。」。」。」。」。」。」

新約學者：鄧雅各（新約學者：鄧雅各（DunnDunn））
（路（路3:213:21及後及後; ; 太太12:28; 12:28; 徒徒10:38; 10:38; 羅羅14:1714:17））

聖靈聖靈

耶穌對以耶穌對以
色列的天色列的天
國使命國使命

教會對萬教會對萬
國的天國國的天國
使命使命

死亡死亡
復活復活
升高升高
降臨降臨

見證的日子見證的日子 五旬節：徒五旬節：徒2:142:14--4141

�� 透過聖靈，藉著道成肉身的耶穌（福音書透過聖靈，藉著道成肉身的耶穌（福音書））

�� 是升高的基督，透過聖靈，藉著教會（使徒是升高的基督，透過聖靈，藉著教會（使徒

行傳行傳））

對天國的見證對天國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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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使命……

�� 以色列作為外邦的光的使命：失敗了以色列作為外邦的光的使命：失敗了！！

�� 耶穌完成了以色列的使命耶穌完成了以色列的使命

�� 耶穌召聚新以色列繼續執行對萬族的使耶穌召聚新以色列繼續執行對萬族的使

命命

�� 教會延續以色列、耶穌的使命教會延續以色列、耶穌的使命

由五旬節到教會由五旬節到教會

�� 組成新以色列（組成新以色列（1:121:12-- 2626））

�� 五旬節（五旬節（2:12:1--1313））

�� 彼得的講道（彼得的講道（2:142:14--3636））

�� 回應：回應：30003000人加入（人加入（2:372:37--4141））

�� 組成理想的見證群體組成理想的見證群體 （（2:422:42--4747））

聖靈建立的一個群體：徒聖靈建立的一個群體：徒2:422:42--4747

��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

，祈禱。慶祝和培育天國的生命（，祈禱。慶祝和培育天國的生命（vv. 42. 42））

�� 天國生活的展示：吸引的「佳音之人」（天國生活的展示：吸引的「佳音之人」（vv. . 

4343--4747））

�� 主加添人數主加添人數 （（v. 47v. 47））

使徒行傳的故事（使徒行傳的故事（1:81:8））

��耶路撒冷的見證耶路撒冷的見證 3:13:1--6:76:7

��撒撒馬馬利亞和猶利亞和猶太太的見證的見證 6:86:8--12:2412:24

��直至地極的見證直至地極的見證 12:2512:25--卷末卷末

耶路撒冷的見證耶路撒冷的見證：：
延續耶穌的使命延續耶穌的使命

�� 言與行（言與行（3:13:1--2626））

�� 受苦（受苦（4:14:1--2222））

�� 禱告禱告 （（4:234:23--3131））

�� 神的工作神的工作 （（6:76:7））

�� 吸引人的群體生活（吸引人的群體生活（4:324:32--37; 6:137; 6:1--66））

撒馬利亞和猶太全地的見證撒馬利亞和猶太全地的見證

�� 超越耶路撒冷超越耶路撒冷

��因逼迫導致非計劃的增長（因逼迫導致非計劃的增長（8:18:1--33））

��到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到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

�� 超越使徒超越使徒

��司提反、腓力（司提反、腓力（6:86:8--8:408:40））

��一般信徒（一般信徒（8:4; 11:198:4; 11:19--2121））

�� 超越猶太人超越猶太人

��外邦人（外邦人（10, 11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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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地極的見證直至地極的見證

�� 安提阿：首個外邦教會安提阿：首個外邦教會

�� 保羅的宣教旅程保羅的宣教旅程

�� 保羅的受苦和見證保羅的受苦和見證

�� 到羅馬到羅馬

教會作為一個宣教的群體教會作為一個宣教的群體：：
遠與近遠與近

�� 基督徒：見證「神所賜的恩」在安提阿教會基督徒：見證「神所賜的恩」在安提阿教會

（（11:2311:23））

�� 「有許多人歸服了主」（「有許多人歸服了主」（11:2411:24））

�� 差遣掃羅和巴拿巴差遣掃羅和巴拿巴 （（13:113:1--33））

安提阿的模式（徒安提阿的模式（徒11, 1311, 13））

瞬即增長的教會瞬即增長的教會（（RolandRoland AllenAllen））

�� 吸引人的群體生活吸引人的群體生活

�� 教會一般信徒傳福音的熱切教會一般信徒傳福音的熱切

�� 建立新的教會建立新的教會

保羅的模式保羅的模式

�� 建立教會的先鋒（羅建立教會的先鋒（羅15:2315:23））

��33個宣教旅程個宣教旅程

�� 建立他們作忠心的見證建立他們作忠心的見證

��旅程中的探訪旅程中的探訪

��書信書信

使徒保羅使徒保羅

�� 拉比的教導：舊的世代與將來的世代拉比的教導：舊的世代與將來的世代

罪罪
死亡死亡
邪惡邪惡
撒旦撒旦

神的認識神的認識
愛愛
喜樂喜樂
公義公義

將來的世代將來的世代舊的世代舊的世代

神的靈神的靈
彌賽亞彌賽亞

猶太人的期待猶太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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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使徒保羅

�� 拉比的教導：舊的世代與將來的世代拉比的教導：舊的世代與將來的世代

�� 拒絕耶穌的宣告，將來的世代已經來到拒絕耶穌的宣告，將來的世代已經來到

�� 歸信（徒歸信（徒9:19:1--1818））

�� 以新向導重新了解事物以新向導重新了解事物

保羅的教導保羅的教導

�� 神的國在耶穌的死亡與復活中開始神的國在耶穌的死亡與復活中開始

罪罪
死亡死亡
邪惡邪惡
撒旦撒旦
的能力的能力

聖靈聖靈
更新更新
的能力的能力

新約的成就新約的成就

將來的世代將來的世代舊的世代舊的世代

保羅的教導保羅的教導

�� 神的國在耶穌的死亡與復活中開始神的國在耶穌的死亡與復活中開始

�� 基督身體的成長基督身體的成長

��有機性：日漸成熟有機性：日漸成熟

��建築物：建於根基之上建築物：建於根基之上

保羅的教導保羅的教導

�� 神的國在耶穌的死亡與復活中開始神的國在耶穌的死亡與復活中開始

�� 基督身體的成長基督身體的成長

�� 新的生命與新的順服新的生命與新的順服

新的生命與新的順服新的生命與新的順服

�� 順服建基於神所作的順服建基於神所作的

�� 在聖靈中的復活生命在聖靈中的復活生命

�� 與神的新關係：稱義，復和，收納為兒女與神的新關係：稱義，復和，收納為兒女

�� 順服為愛所推動順服為愛所推動

�� 順服以誡命為準則順服以誡命為準則

�� 人生的全面人生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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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教導保羅的教導

�� 神的國在耶穌的死亡與復活中開始神的國在耶穌的死亡與復活中開始

�� 基督身體的成長基督身體的成長

�� 新的生命與新的順服新的生命與新的順服

�� 為了這個世界為了這個世界

為了這個世界為了這個世界

�� 示範性和吸引力示範性和吸引力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徒的生活不應是示範性示範性（exemplaryexemplary），
更應是能贏取別人的。它應該吸引外邊的人，並
邀請他們加入這群體…這樣「示範性的生活示範性的生活」是
一個強力的磁石，將外面的人拉進教會來。」

宣教學者：博許宣教學者：博許（BoschBosch））

為了這個世界為了這個世界

�� 示範性和吸引力示範性和吸引力
�� 文化中的公共生活文化中的公共生活

保羅的教導保羅的教導

�� 神的國在耶穌的死亡與復活中開始神的國在耶穌的死亡與復活中開始

�� 基督身體的成長基督身體的成長

�� 新的生命與新的順服新的生命與新的順服

�� 為了這個世界為了這個世界

�� 主的再來主的再來

使徒行傳的結尾使徒行傳的結尾

��可以這樣倉卒？未有結尾可以這樣倉卒？未有結尾？？

��使徒行傳的故事並未完結使徒行傳的故事並未完結

��今天仍然繼續，直至基督再來今天仍然繼續，直至基督再來

使徒行傳的結尾，是向那些彌賽亞子民所使徒行傳的結尾，是向那些彌賽亞子民所
繼續活出的生命而打開的。這樣的生命繼繼續活出的生命而打開的。這樣的生命繼
續宣講天國和教導關於耶穌的事情，是無續宣講天國和教導關於耶穌的事情，是無
懼的，又是不能制止的懼的，又是不能制止的。。

第五幕第五幕第五幕第五幕：：：：第五幕第五幕第五幕第五幕：：：：第一場第一場 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