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行傳(二)1:1~2:47 教會的誕生與發展
教會原文是指蒙召的一群人，他們從世界被選召出來，藉耶穌基督的救贖，成為
神國的子民。救恩雖從猶太人出來的(約 4:22)，但福音並不僅限於猶太人，而要
傳給世上萬民，神願萬人得救，明白真道。使徒行傳記錄使徒們靠著聖靈傳福音
的見證，教會被建立起來，神的國度漸漸開展，正如神的應許。
一. 前言 1:1-11
本書的宗旨一開頭就指明耶穌基督給門徒「大使命」
，要把天國的福音傳給萬民，
從耶路撒冷起，直到地極。同時，耶穌也把傳福音的方法指明出來，不是靠人的
智慧努力，而是靠著聖靈的大能，才能完成主所交付的使命。
＊ 提阿非羅大人：原文的意思是「神所愛的」
，可能不是指某一特定讀者的名字，
而是泛指被神所愛的子民。前書〔路加福音〕也是寫給提阿非羅(路 1:1-4)，
從歷史的角度描述耶穌基督的生平，和祂吩咐使徒去完成祂所交付的大使命。
＊ 復活顯現：耶穌復活後，有幾次向門徒顯現(林前 15:4-8)，祂不向一般人顯現，
而是向愛祂，守祂誡命，並要為祂作見證的人顯現(約 14:21; 徒 10:40-41)。
＊ 神國的事：彌賽亞降臨傳神國的福音(可 1:15)，祂的國度要臨到世界(太 6:10)。
1. 神國的王：彌賽亞降臨，要成為神國的君王，拯救祂的百姓(太 1:21)。
2. 神國的百姓：凡承認彌賽亞是王和救主的，都可進到神國，作神國的百姓。
3. 神國的完成：現在神國在承認耶穌是主，是救主的人心裡，他們得著權柄
和使命去傳揚神國的福音，直到基督再臨，世界要成為神的國(啟 11:15)。
＊ 等候聖靈：門徒不是立即去把福音傳遍天下，而是等候聖靈降臨在他們身上，
他們才有權柄能力傳福音。耶穌升天後的第 10 天是五旬節，那天聖靈降臨。
＊ 兩種洗禮：洗禮有許多的意義(來 6:2)，其中兩種最重要，是關乎神國的事。
1. 水的洗禮：是悔改的洗，承認自己是個罪人，需要神的救贖，相信並接受
耶穌基督是主和救主(徒 19:4)，使我們與神和好，得以進入神的國。
2. 聖靈的洗：門徒用水施洗(約 4:2)，耶穌卻用聖靈給人施洗(太 3:11)，聖靈
是耶穌完成十字架的救贖，復活升天後所賜下的(約 7:39; 16:7; 路 24:49)。
＊ 復興以色列國：人渴望得著地上輝煌的邦國，但神要建立永不衰殘的神國。
1. 父的權柄：基督再臨，祂要榮耀得國，但這日子只有父知道(太 24:36)。
2. 門徒的使命：傳天國的福音，使萬民成為門徒，進到神的國。
＊ 從耶路撒冷：那裡是神子民事奉神的中心，福音從那裡開始，並向外傳播：
1. 猶太全地：同樣的人種、語言與文化背景，他們都頌讀舊約，盼望彌賽亞。
2. 撒馬利亞：猶太人和外邦人的混種，雖信奉耶和華神，但信仰不純正。
3. 地極：到人種、文化、習慣完全不同的地方，他們都要蒙召成為神的國民。
＊ 橄欖山：位於耶路撒冷城東，過去神的榮耀從那裡離開(結 11:23)，後來神的
榮耀也從東門進城(結 43:2)。耶穌首次顯明祂是彌賽亞，是從橄欖山騎驢進
耶路撒冷(太 21:1-11; 亞 9:9)，祂從那裡升天，也要從那裡榮耀再臨(亞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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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揀選使徒 1:12-26
耶穌復活時，曾一時顯現給五百多人看(林前 15:6)，但後來多有離去，惟有堅持
到底，才有分於神所應許的恩典。使徒的意思是「奉差遣的」
，耶穌是神差來的，
也被稱為使徒(來 3:1)，但後來成為初代教會特定的職分和根基。
＊ 一間樓房：傳統認為那樓是馬可的母親提供的場地(徒 12:12)，故稱馬可樓。
＊ 同心合意地恆切禱告：不是憑著人的意思，而是同心尋求神的旨意。
＊ 彼得提議：他按領受的去做，不管這作法是否出於人意，自有神在當中掌權。
＊ 使徒的職分：使徒的職分是神所定的(徒 1:2)，要成就神的工作，若不盡責，
神會興起別的器皿來完成神所託付的工作(斯 4:14)。
＊ 舊約提到猶大：猶大出賣基督，他原是屬魔鬼的(約 6:70)，其實就是敵基督
的靈，他們從教會中出來(約一 2:18-19)，就像撒但原是天使，因墮落而沉淪。
＊ 使徒的條件：要被選為 12 使徒之一，必須從耶穌服事的起頭，直到耶穌升天
都一直跟隨祂，後來作使徒的也有特定的條件，基本的原則都很類似。
1. 在我們當中：作耶穌的門徒，作基督身體〔教會〕的一分(林前 12:12-13)。
2. 同作耶穌復活的見證：見過復活的耶穌(林前 9:1)，帶著基督復活的生命。
＊ 搖籤：舊約的大祭司有烏陵和土明來做決斷(出 28:30)，當人無法做決定時，
就把決斷的事交給神(箴 16:33)。這是聖經上最後提到搖籤，以後不再有了。
因為基督復活得榮耀，聖靈賜下，聖靈可以直接指示門徒當行的事。
＊ 馬提亞：約瑟似乎較有名望，但馬提亞卻被選上。十二使徒的數目填滿了，
象徵神子民的數目，舊約以色列 12 支派，新約 12 使徒(啟 21:12-14)。
三. 聖靈降臨 2:1-36
聖靈是門徒得基業的憑據(林後 1:21; 弗 1:13)，只有被聖靈感動的，才承認基督
是主(林前 12:3)，祂印證我們是神的兒女(羅 8:16)。神在舊約預言要賜下聖靈，
但聖靈是聖潔的，祂不能與罪人同住。必須等耶穌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贖，復活，
升天得榮耀，人的罪被塗抹，聖靈才被賜下來與人同住(結 36:25-27; 約 7:39)。
＊ 五旬節：逾越節過後安息日的次日是初熟節，祭司要獻上初熟的禾捆〔大麥〕
(利 23:10-11)。初熟節過後第 50 天是五旬節，祭司要把細麵〔小麥〕加酵，
烤成兩個餅，當作初熟之物獻給神(利 23:15-17)。耶穌復活是在初熟節，祂是
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林前 15:20)；門徒被聖靈充滿是在五旬節，帶著基督復
活的生命(羅 8:11)，也要作初熟的果子獻給神(羅 8:23; 林前 15:23; 啟 14:4)。
＊ 聖靈降臨：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聖靈從神而來，是聖父、聖子賜給
信祂的人(約 14:16; 15:26; 路 24:49)。聖靈充滿有以下的徵兆：
1. 天上有風的響聲：靈和風在原文是同一字，聖靈充滿是由神發動(約 3:8)。
2. 舌頭如火焰顯現：火代表煉淨，使人被潔淨，成為聖潔(彼前 1:2)。
3. 說起別國的話來：聖靈賜人口才，賜人能力，為耶穌基督作見證。
＊ 聖靈充滿：耶穌向門徒吹氣，叫他們受聖靈(約 20:22)。門徒信了基督，也就
得著聖靈(弗 1:13)。但聖靈是按祂旨意，在人身上彰顯恩賜能力(林前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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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的鄉談：五旬節〔七七節〕耶路撒冷充滿各地來過節的猶太人(申 16:16)，
當門徒被聖靈充滿，就用世界各地的語言講說神的大作為，使得人因背逆神
而被變亂的口音(創 11:9)，在聖靈裡被召聚，成為一體(林前 12:13)。
＊ 講說神的大作為：聖靈賜下方言的恩賜，使人用靈禱告，講說各樣的奧秘。
只有被神的靈感動，才能述說讚美神的話，讚美神的作為。
＊ 新酒灌滿了：被聖靈充滿就是讓聖靈來掌管我們的身心靈，聖靈所做的事是
超乎我們所能做的，有時看起來似乎不能控制自己，在別人眼中像醉酒之人。
保羅說：
「不要醉酒，乃要被聖靈充滿(弗 5:18)。」就是不要被酒控制，乃要
被聖靈掌管。但聖靈不勉強人，若人的意志不願降服，祂不會控制我們。
四. 使徒講道 2:14-36
以色列人盼望一位彌賽亞來，祂要坐在大衛的寶座，作王和救主，拯救祂的百姓，
並賜下聖靈給祂的贖民。彼得講道作見證，證明耶穌是他們所盼望的彌賽亞。
＊ 先知約珥的預言：舊約所有先知的預言都和彌賽亞有關(彼前 1:10-12)。約珥
是「耶和華是神」的意思，其信息是神應許要回復以色列人過去所失去的，
預表神要回復原來造人的樣式，成為神的形狀和樣式，神的靈住在人的裡面，
叫人與祂合而為一，認識耶和華是神，得著永生(約 17:3)。
＊ 末後的日子：聖經提到末後的日子，就是彌賽亞降臨的日子。分為兩次：

＊

＊
＊
＊

1. 耶穌道成肉身：作受苦的僕人，降卑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贖，賜下聖靈。
2. 耶穌榮耀再臨：神國的王得國降臨，坐在榮耀的寶座上施行審判。
聖靈澆灌：人既屬乎血氣，神的靈就不永遠住在他們裡面(創 6:3)，但凡相信
基督的人，罪就得赦免，聖靈可以與人同住(約 14:16)，使罪人蒙恩成為聖徒，
身體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林前 6:19; 弗 2:22)。
異象、異夢、預言：這些都是聖靈的恩賜，聖靈隨己意分賜給人(林前 12:11)。
求告主名：承認彌賽亞，向祂求救的表示。神立彌賽亞為救主，除祂以外，
別無拯救，因為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使我們能夠靠著得救(徒 4:12)。
證明耶穌是彌賽亞：先知指著彌賽亞的預言，都應驗在耶穌的身上(約 5:39)。

1. 神蹟奇事：耶和華的靈膏在祂身上，使人得釋放(賽 35:5-6; 61:1)。
2. 被釘十字架：舊約預言彌賽亞要受苦難(詩 22; 69; 賽 53; 但 9:26)。
3. 死而復活：彌賽亞是永存的，由受苦進到榮耀(路 24:46; 彼前 1:11)。
＊ 大衛的見證：彌賽亞是大衛的子孫，祂要坐在大衛的寶座，直到永遠(詩 89:4)。
大衛被聖靈感動，為彌賽亞作見證，他許多詩不是指著自己，而是指彌賽亞，
甚至稱彌賽亞為主(太 22:43)。
＊ 聖靈的見證：耶穌升天，聖靈才被賜下來(約 7:39; 16:7)，耶穌復活，升天，
坐在父神的右邊，擄掠仇敵，將聖靈澆灌下來，也賜下各樣的恩賜(弗 4:8)。
＊ 神立祂為主，為基督：完整的福音是要尊耶穌基督作我們個人的主和救主。
1. 主：祂要作王，祂在哪裡作王，神國就在哪裡。
2. 基督：祂是要來的救世主(約 4:42)，要救我們脫離一切的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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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會的誕生 2:37-47
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 10:17)。聖靈藉著彼得和眾使徒
的口傳講十字架和救恩的信息，不是靠人智慧委婉的言語，而是靠聖靈和大能的
明證，聖靈也在人的心中做工，印證使徒所傳的道。
＊ 扎心：彌賽亞來要除掉人的石心，賜下肉心，藉著聖靈的工作，叫人為罪，
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約 16:8)，使人能悔改歸向神。
＊ 我們當怎樣行：救恩有神要做的部分，也有人要做的部分。神賜下獨生子，
祂為世人釘在十字架上，做成救贖工作，並賜下聖靈。然而，人必須回應神
的呼召，願意悔改歸向神，接受彌賽亞作為救主，生命讓聖靈來掌管。
＊ 彼得的勸勉：這是信主過程的範例，僅作參考，不能成為公式(徒 10:44-48)。
1. 悔改：不再任意而行，而是順從祂的旨意。不再偏行己路，而是跟隨基督。
2. 奉耶穌的名受洗：受洗歸入耶穌，與祂合一，就像父、子、聖靈合而為一，
也和其他門徒合而為一(約 17:20-26; 林前 12:12-13)，成為基督的身體。
3. 使罪得赦：惟有人的罪得赦免，聖靈才能與人同住。
4. 領受聖靈：這應許是給一切相信的人，作為得基業的憑據(弗 1:13-14)。
＊ 神所召來的人：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遠方的人〕
，他們都是神的子民，都是
神所召來效法祂兒子的模樣(羅 8:28-30)，成為神榮耀的器皿(羅 9:24)。
＊ 自力救濟：要救自己脫離彎曲的世代，必須自己做決定，接不接受神的救恩。
信而受洗就必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 16:16; 約 3:18)。
＊ 初代教會聚會：這範例的原則，仍適用於今日的教會。
1. 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使徒是神在教會所設立的職事，他們被基督差遣，
聖靈成為他們的印證，他們代表基督(約 20:21-23)。教會是建造在使徒和
先知的根基上(弗 2:20)，新約聖經也都是聖靈藉著使徒們寫成的。
2. 彼此交接〔koinonia〕：就是團契、相交的意思，在靈裡合而為一。
3. 擘餅：守聖餐，記念基督為我們捨身流血(林前 11:23-26)，使我們也效法
祂的樣式，與祂合而為一，與祂一同受苦，也一同得榮耀。
4. 祈禱：禱告是聚會中不可缺少的，可用靈禱告，或用悟性禱告(林前 14:15)。
＊ 神蹟奇事：基督曾應許神蹟奇事要隨著他們(可 16:17; 約 14:12)。
＊ 凡物公用：初代教會凡物公用，是按各人的感動賣掉田產、家業，並非普遍
的法則。若特意強調，反而造成大問題(徒 5:1-11)。
＊ 聖徒生活：初代教會是在猶太人的社會，當時的背景並不完全適用今日教會。
1. 在殿裡：當時敬虔的猶太人每天到殿裡禱告，那裡是公共聚會的地方。
2. 在家裡擘餅：當時沒有教堂，猶太會堂並不接納他們。所以門徒聚會地方
以家庭為主，也稱為家教會(羅 16:4; 提前 3:15; 門 2)。
3. 用飯：初代教會常有聚餐，被稱為愛筵，一同用餐，甚至同守聖餐。
4. 讚美神：藉著詩章、頌詞、靈歌，口唱心和地讚美神(弗 5:19)。
＊ 得救的人：當人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祂從死裡復活〔作救主〕
，就必
得救。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必得救(羅 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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