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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者
THE BUILDERS



我們是與神同工的…我照神給我的恩，好像一個聰明的工頭，立好了根
基…因為那已經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穌基督，此外沒有人能立別的根基。
For we are God’s fellow workers…According to the grace of God which was 
given to me, like a wise master builder I lay a foundation…For no man can 
lay a foundation other than the one which is laid, which is Jesus Christ.
(林前 1 Cor. 3:9-11)

神的同工 God’s Co-Workers



安提阿教會 The Church in Antioch

段 經文 誰來安提阿？ 做了何事？ 有何結果？

一 徒 11:19-21 四散的門徒 向猶太人和希利尼
人傳講主耶穌

許多人信而歸主

二 徒 11:22-24 巴拿巴 堅固教會 更多人歸主

三 徒 11:25-26 掃羅 教導眾人 門徒被稱為基督徒

四 徒 11:27-30 幾位先知 指明天下將有飢荒 安提阿教會捐款給
猶太的弟兄



安提阿
大數

耶路撒冷

羅馬

安提阿是西流古帝國的故都，羅馬帝國第三大城，繁華興旺

居比路
Cyprus



伸出援手 The Helping Hand

1. 神的援手：主手（cheir）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
And the hand of the Lord was with them: and a great number believed, 
and turned unto the Lord.（徒11:21）

2. 人的援手：把捐項託巴拿巴和掃羅手（cheir），送到眾長老那裏。
Sent it to the elders by the hands of Barnabas and Saul. （徒11:30）



但內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們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傳講主
耶穌。Some of them, however, men from Cyprus and Cyrene, went to 
Antioch and began to speak to Greeks also, telling them the good news 
about the Lord Jesus. (徒11:20)

一、造橋者 Bridge Builders



何者是你？Which one are you?

Wall Builders

造牆者 造橋者



Houston, 8/27/2017 Charlottesville, 8/12/2017



以善勝惡 Overcome Evil with Good

Good善 Evil惡

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 Neither 
Jews nor Greeks

種族歧視 Racism

在神面前眾人平等 Equal before God 白人至上 White Supremacy

愛 Love 恨 Hatred

和平 Peace 暴力 Violence

神的真理 God’s Truth 民粹 Populism

橋 Bridge 牆Wall



有生命的教會 The Living Church

1. 傳到教會的耳中：這風聲傳到耶路撒冷教會人（原文無人字）的耳
中，他們就打發巴拿巴出去…Then tidings of these things came unto 
the ears of the church which was in Jerusalem: and they sent forth 
Barnabas…（徒11:22）

2. 和教會一同聚集：他們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會一同聚集，教訓了許
多人。That a whole year they assembled themselves with the church, 
and taught much people. （徒11:26）



1. 傳的是主：他們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傳講主耶穌。

2. 信的是主：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

3. 靠的是主：勸勉眾人：立定心志恆久靠主！

4. 出名的是主：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

二、建造教會者 Church Builders



被聖靈充滿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目的：被聖靈充滿的目的是為了完成主的使命
應許：耶穌應許門徒，聖靈降臨在他們身上，他們就必得著能力，作主的見證直
到地極（徒1:8）
實例：
1. 徒2:4：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2. 徒4:8：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對他們說：
3. 徒4:31：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
4. 徒6:3：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
5. 徒6:5 ：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
6. 徒7:55：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望天，看見神的榮耀…
7. 徒9:17：叫你能看見，又被聖靈充滿。

8. 徒11:24：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於是有許
多人歸服了主。



• 基督的人 Christ-People

• 「基督徒」是外人加給門徒的標籤，意思是「基督的人」。門徒在
安提阿的言論和活動是如此與眾不同，引起當地人（包括羅馬官方）
的特別注意。他們就以門徒所信奉的主來稱呼他們：基督的人。

• Christian, which means “Christ-People”, is a label given to the disciples 
by outsiders. The disciples’ proclamations and activities in Antioch were
so distinctive that the local people, including Roman officials,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he them. They labeled the disciples with the Lord they 
worshipped: Christ-People.

三、建造基督名聲者 Name Builders



四、建造「偉大」者 Greatness Builders

1. Big Church
Big gathering of people.

大教會
聚會者眾多

2. Great Church
Reflection of God’s greatness.

偉大的教會
反映出神的偉大

伸出援助的手：於是門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錢，送去供給住在猶太的弟兄。
他們就這樣行，把捐項託巴拿巴和掃羅(的手)送到眾長老那裡。(徒11:29-30)



當那些日子，有幾位先知從耶路撒冷
下到安提阿。內中有一位，名叫亞迦
布，站起來，藉著聖靈指明天下將有
大饑荒。這事到革老丟年間果然有了。
（徒 11:27-28）

根據史書記載，革老丟在位期間曾經
發生大饑荒（44-45 AD），災區包括巴
勒斯坦、敘利亞、埃及等地。

羅馬皇帝革老丟
Claudius, Roman Emperor
41-54 AD



四、建造「偉大」者 Greatness Builders

• 行公義 Do Justice
• 好憐憫 Love Mercy 
• 有恩典 Full of Grace
• 有真理 Full of Truth
• 有能力 Full of Power
• …



國度的建造者 The Kingdom Builders

1. 建造橋樑 Bridge Builders
• 他們和希利尼人說話 They speak to the Greeks

2. 建造教會 Church Builders
• 他們信主又靠主 They believe and trust in the Lord

3. 建造基督的名聲 Name Builder
• 他們使基督出名 They make Christ famous

4. 建造偉大的品格 Greatness Builders
• 他們反映出神的偉大 They reflect God’s great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