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mmotion (Acts 6:8-12) - What bothered the religious leaders? 

 

 

Conviction (Acts 7) - How were the religious leaders’ “convictions” misguided? 

 

 

Conquest (Acts 8:1-4) - How did disruption grow the Church? 

 

 

Commission (Acts 1:8) - What expectation did God have of the Church? 

 

 

Cultivation (Acts 8:5-8; 26-29) - What did Godly obedience produce? 

SUNDAY, AUGUST 2, 2020 

WEEK 7: PHASE TWO 

The Spirit of God is not tied to a place or a person.  

What the enemy means for evil God always uses for good.  

Might COVID-19 be the little shove we need to get out of our comfort zone and  
get serious about fulfilling our mission?  

 
 

Look and listen for your  

Ethiopian eunuch  

this week.  

Reflection Questions 

 

1) How does your love for Christ demonstrate itself to others? 

 

2) What environments do you need to surrender more to Christ for His  
testimony to shine forth? 

 

3)   What’s an evidence of God’s empowerment in your life you can praise Him  
       for? 



      
 

    
              
                   

                            走出灰燼: 化廢墟為復興 系列 (第七講) 

 

                                               第二階段 
      

               Josh 牧師在這個講道系列裡用冠狀病毒的傳播來比喻早期教會的 
             信仰是如何傳播開來的，但不同的是冠狀病毒帶來了疾病和死亡， 
             而信仰帶來了希望和生命，但它們的傳播方式非常相似。 
             在使徒行傳第四章中，猶太聖殿領袖們試圖把彼得和約翰的信仰 
          「隔離」起來，他們是耶路撒冷最大的兩個耶穌信仰的傳播者，但 
             沒有奏效。使徒行傳第五和第六章記錄了妨礙早期教會發展的兩 
            個障礙，這兩個障礙是「罪」和「結構」。今天 Josh 牧師要講到， 
            教會如果要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就必須要走出我們的安樂窩。 
            當我們不願意這麼做時，神會興起環境助我們一臂之力。 

 
  牧師講道重點: 

 

                1. 神的聖靈不會被限制在一個地方或是一個人那裏。 
 

                2. 仇敵的意思是邪惡的，但神卻能將它變祝福。 
 

                3. 新冠病毒是不是神給我們興起的環境，希望我們能走出安樂窩去 

                完成大使命呢？ 

 

 

 

 

 
    

 

       深思問題: 

     1.  基督的愛在你身上是如何向別人展示出來的？ 
            2.  什麼環境是你需要更多降服基督，好讓基督的見證在你身上更多彰顯出

來？ 

            3.  有什麼事是神使你有能力去做的，使你不得不贊美他？    
     
 

 

 

 

    講道使用經文 
 
     使徒行傳 6: 8-12 
     8

司提反滿得恩惠、能力，在民間行了大奇事和神跡 。
9
當時有稱利百地拿會堂

的幾個人，並有古利奈、亞力山太、基利家、亞西亞各處會堂的幾個人，都起

來和司提反辯論。
10
司提反是以智慧和聖靈說話，眾人敵擋不住，

11
就買出人來

說：“我們聽見他說誹謗摩西和神的話。”
12
他們又聳動了百姓、長老並文士，

就忽然來捉拿他，把他帶到公會去， 
 

     使徒行傳 7: 51-60 
     51

你們這硬著頸項，心與耳未受割禮的人，常時抗拒聖靈！你們的祖宗怎樣，

你們也怎樣。
52
哪一個先知不是你們祖宗逼迫呢？他們也把預先傳說那義者要來

的人殺了。如今你們又把那義者賣了、殺了。
53
你們受了天使所傳的律法，竟不

遵守。”
54
眾人聽見這話，就極其惱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齒。

55
但司提反被聖靈

充滿，定睛望天，看見神的榮耀，又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56
就說：“我看見

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57
眾人大聲喊叫，捂著耳朵，齊心擁上前去；

58

把他推到城外，用石頭打他。作見證的人把衣裳放在一個少年人名叫掃羅的腳

前。
59
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司提反呼籲主說：“求耶穌接收我的靈魂；”

60

又跪下大聲喊著說：“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說了這話，就睡了。掃

羅也喜悅他被害。 
 

     使徒行傳 8:1-4 
     1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

瑪利亞各處。
2
有虔誠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為他捶胸大哭。

3
掃羅卻殘害教會，

進各人的家，拉著男女下在監裏。
4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 

 

     使徒行傳 1:8 
    8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

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使徒行傳 8:5-8 
    5

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督。
6
眾人聽見了，又看見腓利所行的神跡，就同心

合意地聽從他的話。
7
因為有許多人被汙鬼附著，那些鬼大聲呼叫，從他們身上

出來；還有許多癱瘓的、瘸腿的，都得了醫治。
8
在那城裏，就大有歡喜。 

 

 

騷動（使徒行傳 6：8-12）——到底是什麽在困擾著那些宗教領袖？ 

定罪（使徒行傳 7）——宗教領袖的“定罪”是如何被誤導的？ 

征服（使徒行傳 8：1-4)——這些逼迫是如何使得教會成長的？ 

使命（使徒行傳 1：8）——神對教會的期待是什麽？ 

培育（使徒行傳 8：5-8；26-29）敬虔的順服會結出什麽樣的果子？ 

 

             
 

                    

Centreville Baptist Church 
2020年8月22日星期日  

 
∼走出灰燼: 將廢墟變成復興系列∼ 

第二階段 
                       使徒行傳 6: 1-7 
 

                                                      付 諸 實 踐 
 
尋找你的“埃塞爾比亞太監”（就是饑渴慕義願意信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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