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novation #1 (Vs. 19-21): Christians preached to Greeks also, not just Jews.   

 

 

 

Innovation #2 (Vs. 22-26): The church was willing to show grace to those with scandalous pasts.  

 

 

 

Innovation #3 (Vs. 27-30): Voluntarily sending aid to assist another church.  
 

 

 

Innovation #4 (Acts 13:13): Intentional church-planting mission trips.  
 

 

Let’s choose to be the church at Antioch, not the church at Jerusalem.  

 
 

Allow the Spirit to lead you 

to innovate.  

Reflection Questions 

 

1) What has God been teaching you during this series Out of Ashes? 
 
 
 

2) How do you play it “safe” with your Christian walk? 
 
 
 

3) What is a way you can join CBC in living out the core values?   



Innovación #1 (Vs. 19-21): Los cristianos predicaron a los griegos, no solo a los judíos. 

Innovación #2 (Vs. 22-26): La iglesia estaba dispuesta a demostrar gracia a aquellos aun con sus 
pasados escandalosos. 

Innovación #3 (Vs. 27-30): Enviando ayuda voluntaria para asistir a otra iglesia. 

Innovación #4 (Hechos 13:13): Viajes misioneros para plantar iglesias intencionalmente. 

Preguntas de Reflexión 

1) ¿Que ha estado ensenando Dios a usted durante esta serie De 
Las Cenizas? 

2) ¿Como usted actúa “seguro” durante su caminar 
cristiano? 

Permita que el Espíritu lo 
dirija a innovar. 

3) ¿De qué manera se puede usted unir a CBC viviendo los 
valores fundamentales? 

 

 

Decidamos ser la iglesia de Antioquia, no la de Jerusalén. 
 

 

Pasaje de Estudio: Hechos 11-13 



 혁신#1 (19-21 절): 그리스도인은 유대인말고도 그리스인들에게도 복음을 전파했습니다. 

혁신#2 (22-26절): 교회는 과거가 복잡한사람들에게도 은혜를 베풀었습니다. 

혁신#3 (27-30절): 초대교회는 다른교회를 아낌없이 도와주었습니다. 

혁신#4 (사도행전 13:13): 교회를 심는 선교여행을 많이 준비했습니다 

묵상 질문지 - Reflection Questions 

1) 하나님이 Out of Ashes 시리즈를 통해서 무엇을 가르쳤습니까? 

2) 당신은 어떤면어세 안전하기만한 신앙생활을 하는것 같습니까? 실천에 옴기기 
 

성령이 당신을 혁신적으로 
이끄는데 몸을 맡기기 

 3) 어떤 방법으로 CBC교회의 Core value 방침에 조인하여 섬길수 
있으십니까? 

 

 

예루살렘교회가 아닌 안디옥 교회가 되도록 힘씁시다. 
 

구절 살펴보기, 사도행전 11장 13 

 



      

 
    

              
                   
                            

                         走出灰燼: 化廢墟為復興 系列 (第九講) 

                                             崩解 
 

在疫情期間，生活只是被干擾或是日常已被裂解，這兩種不同的心態會 

影響你在危機中是否有去改變和去創新的態度。Josh 牧師今天以使徒行 

傳 11 和 13 章來結束這個系列，解說安提阿教會如何在當時崩解毁壞的 

背景下做到許多創新，比耶路撒冷教會更出色的幫助其他教會，重塑人類 

歷史。 Josh 以 CBC 的五個核心價值鼓勵我們成為安提阿教會，設定時程 

完成神的大使命，神的大使命遠遠超過單一的教會或單一的國家。 

 

安提阿教會的創新: 
 

   創新 1  基督福音也傳給希臘人 不只是猶太人 (11:19- 21） 
           受迫害的猶太基督徒四散，若他們視迫害只是暫時性的干擾中斷而非已是  

      崩解毁壞，他們就不會去植牧一個安提阿教會，有意識的對非傳統猶太人 

      分享基督福音，並展開創新。 
 
     CBC 今天如何活出創新 ?  ->  核心價值: 多元族裔  同為一體 
 

 
     創新 2    教會願意對那些過往有醜聞的人 展現神的恩典 (11:22- 26） 
          當時的掃羅才只不過幾年前迫害過基督徒，巴拿巴卻看見他的潛在內心，   
      安提阿是個新的開始，他們給後來成為使徒保羅的掃羅,一個機會。 
 
      CBC 今天如何活出創新 ?  ->  核心價值: 療癒心靈的醫院丶透過團隊改變世界 
 

 
  創新 3  教會自願地提供救助 支持其他教會 (11:27- 30） 
     當時耶路撒冷教會是在內部分享金錢捐項，但安提阿教會是在有紀錄上第一個 

      資助其他教會的。 
 
     CBC 今天如何活出創新 ?  ->  核心價值:  無比慷慨 
 

 
  創新 4  國際教會的植牧 全球差傳的福音使命 (13:1- 3） 
     這是創新的頂峰轉折點，它改變西方文明進程並形塑了教會的歷史；即使會 

      有灼熱的過程 如 15 章的耶路撒冷大辯論，但是基督的教會無視種族差異， 

      而是為所有人所造。 
 
     CBC 今天如何活出創新 ?  ->  核心價值:  使命超越喜好 
 
 

 牧師講道重點: 
                  

  今天只有一個，讓我們選擇成為安提阿教會 而不是耶路撒冷教會。 

 
 
  

 

講道使用經文 
 
使徒行傳 11:19-21 

  19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並安提阿。他們不向 

     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講。 20 但內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們到了安提阿，也向希 

     臘人傳講主耶穌。 21 主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 

使徒行傳 11:22-26 

     22 這風聲傳到耶路撒冷教會人的耳中，他們就打發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為止。     

     23 他到了那裏，看見神所賜的恩就歡喜，勸勉眾人，立定心志，恆久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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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他又往大數去找掃羅， 26 找着了，就帶他到安提阿去。他們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會  

          一同聚集，教訓了許多人。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 

使徒行傳 11:27-30 

     27 當那些日子，有幾位先知從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28 內中有一位名叫亞迦布，站起 

           來，藉着聖靈指明天下將有大饑荒。這事到革老丟年間果然有了。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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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他們就這樣行，把 

          捐項託巴拿巴和掃羅送到眾長老那裏。 

使徒行傳 13:1-3 

       1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 

          求，與分封之王希律同養的馬念，並掃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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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 

 
                     CBC 教會的五個核心價值 
 
                                                    1.  多元族裔，同為一體  

              我們重視接觸並反映我們多元化的社區，我們是一個由多元族裔、多元世代 

               組成的教會，但是我們同為一體。 
 
                                                    2.  療癒心靈的醫院  

              我們重視成為一個療癒心靈的地方，在這裡人們能透過耶穌找到盼望、修復 

               及自由，因此無論他們正處於什麼境況，我們會接納他們，與他們一起走向 

               在基督裡的完全。 

                                                    3.  透過團隊改變世界  

               當我們服事他人時，我們靈命的成長會加速，與別人一起服事比分別服事所 

               成就的更多，因此我們將以團隊的方式服事，我們也會裝備能夠改變世界的 

               團隊領導人。 

                                                     4.  使命超越喜好  

               我們珍視耶穌給我們的使命去為他在世界各地造就門徒，這使命遠超過教會 

               傳統或個人喜好，我們要盡力和盡可能 - 在不違背聖經的情況下 - 去接觸那些 

               遠離神的人。 

                                                    5.  無比慷慨  

              施比受更有福，所以我們要歡欣地給別人祝福，要成為一個以慷慨及做為神 

              好管家為標誌的教會。                             

 
 

                                                             

    Centreville Baptist Church 
     20 20年8月1 6日星期日  

 
  ∼走出灰燼: 將廢墟變成復興系列∼ 

                          崩解 

             使徒行傳 11章, 13章 
 

 

                                       付 諸 實 踐 

           讓聖靈引領你去做到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