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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差派
他們事奉主、
禁食的時候，
聖靈說：
「要為我分
派巴拿巴和
掃羅，去做
我召他們所
做的工。」
於是禁食禱
告，按手在
他們頭上，
就打發他們
去了。(徒
13:2-3)

地中海

小亞細亞

保羅第一次宣教之旅

居比路 安提阿

安提阿

路司得

以哥念

耶路撒冷



Paul’s First Missionary Journey

三城記 A Tale of Three Cities

傳福音？信主？ 反對？ 如何出去？ 再回去？

彼西底的
安提阿

有 有 有 趕出去
(13:50)

有

以哥念 有 有 有 逃出去
(14:6)

有

路司得 有 有 有 拖出去
(14:19)

有



傳福音的人 The Messengers

1. 一個從前的敵人：保羅 A Former Enemy: Paul

2. 一個圈外人：巴拿巴 An Outsider: Barnabas



信息 The Message

1. 以基督為中心 Christ-centered

2. 以聖經為根據 Bible-based



神的大能 The Power of God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The Gospel is the Power of God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
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羅1:16）

• For I am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 because it is the power 
of God that brings salvation to everyone who believes: first 
to the Jew, then to the Gentile. Romans 1:16



神的大能 The Power of God

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 The Word of the Cross is the 
Power of God

•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
的人卻為神的大能。（林前1:18）

• For the word of the cross is foolishness to those who are 
perishing, but to us who are being saved it is the power of 
God. 1 Corinthians 1:18



神的大能 The Power of God

基督總為神的能力 Christ the Power of God

•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利尼人，基督總為神
的能力，神的智慧。（林前1:24）

• But to those whom God has called, both Jews and Greeks, 
Christ the power of God and the wisdom of God.                     
1 Corinthians 1:24



神的大能 The Power of God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The Gospel is the Power of God

•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 The Word of the Cross is the 
Power of God

•基督總為神的能力 Christ the Power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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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福音的方法 The Methods

1. 直接傳講 Direct Proclamation

2. 直接邀請 Direct Invitation

3. 堅固門徒 Strengthening Discipleship



傳福音的動向 The Movements

•歷史動向 Historical Movement：

•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事工動向Ministry Movement：

1. 順服聖靈的引導

2. 走向接受的心靈



如何成為一位基督徒 How to become a Christian

• Admit 認罪：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
•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 Believe 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穌為主，相信他因救贖你而被
釘死在十字架上。
•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 Confess 宣告：決志信主，公開表明自己與基督的關係。
•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裡
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9-10）



決志之後 After you made the decision…

1. 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2.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3. 研讀聖經，使靈命得著餵養

4. 過團契生活，彼此相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