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行傳(三)3:1~4:37 教會在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神的城，是聖殿的所在，在神永遠救贖計劃佔有重要的地位。在這裡
耶穌基督完成救贖工作，聖靈降臨，教會誕生，福音要從這裡開始，直傳到地極。
雖然以色列亡國近兩千年，猶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地，不得回到耶路撒冷，但末後
的日子，神要召聚他們回到這裡。當他們呼求主名，承認耶穌是彌賽亞，那時，
以色列要全家得救(羅 11:26)。末後基督再臨時，也要在耶路撒冷顯現，從東面
的橄欖山降臨。初代教會的發展是從耶路撒冷開始，起初，使徒們並沒有到外地
傳福音，而是停留在耶路撒冷，在那裡建立教會，耶路撒冷教會就成為各教會的
母會。耶穌吩咐門徒大使命的第一個階段，就是在耶路撒冷作祂的見證。
一. 聖殿門口的神蹟 3:1-11
聖殿是猶太人敬拜神的中心，獻祭，禱告，誦讀聖經，神藉彼得在那裡行了神蹟。
對猶太人而言，神蹟印證神的作為(約 3:2)，他們盼望神蹟(林前 1:22)。耶穌過去
行過神蹟，且應許門徒要做比祂更大的事(約 14:12)，信的人必有神蹟奇事隨著
他們(可 16:17)。耶穌過去到過聖殿幾次，但祂沒有醫治美門口的瘸子，祂按神
的旨意行事(約 5:19)，藉著彼得醫治這瘸子，使得五千人歸主。
＊ 申初禱告：敬虔的猶太人一天禱告三次(但 6:10)，分別是：已初〔上午 9 時〕，
午正〔中午 12 時〕
，申初〔下午 3 時〕
，耶穌的門徒都是敬虔的猶太人，他們
也常到聖殿去，按著猶太人的規矩行事，彼得和約翰就進到聖殿禱告。
＊ 聖殿：聖殿是猶太人信仰的中心，每年三大節：逾越節、五旬節、住棚節，
都由各地來到聖殿朝見神。所以五旬節那天，聖殿非常熱鬧，聚集許多人。
這時的聖殿稱為「第二聖殿」
，是由所羅巴伯率領被擄歸回的猶太人所建的，
在舊殿原址重新建殿，有別於所羅門的「第一聖殿」
。後來希律將聖殿擴建，
因此又稱為「希律的聖殿」
。曾有一位外邦人見到輝煌的聖殿，不禁讚嘆地說：
「若沒有見過希律的聖殿，就沒有見過世上最美的建築。」
＊ 美門：美門是聖殿的入口，與外邦人院相接，只有健全的猶太人才能進聖殿。
外邦人、不潔淨、或是有災病的人，都不能進去(利 21:16-23; 賽 56:3)。這位
瘸腿的乞丐能最靠近聖殿的地方，就是在美門口。
＊ 彼得所有的：基督差遣門徒出去，不是為他們預備金銀，而是賜他們聖靈，
使他們得著權柄，能趕逐污鬼，醫治各樣的病症(太 10:1, 9)。
＊ 讚美神：不是所有神蹟奇事都從神來的，假先知也會行神蹟奇事(太 24:24)，
必須察驗(申 13:1-4)，從所結的果子就可判斷(太 7:15-20)。基督來要榮耀神，
聖靈來要榮耀基督，神蹟奇事的結果是讓神得榮耀，這就是從神來的。
＊ 所羅門廊：希律作猶太王後做了許多建設，其中最著名的是擴建第二聖殿，
從公元前 20 年動工，直到希律的曾孫亞基帕王(徒 25:13)才完工〔公元 64 年〕
。
所羅門廊是外院周圍的廊柱，共有 162 根柱子，使整個聖殿顯得雄偉壯麗，
金碧輝煌。廊柱旁的外邦人院是個大廣場，可容納數萬人在那裡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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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彼得在聖殿講論 3:12-26
神蹟的目的是叫人悔改，歸向神。來到聖殿的都是敬虔的猶太人，他們熟悉律法
和聖經故事，神蹟奇事顯明神的作為。彼得本著舊約聖經對他們講論，見證耶穌
就是神所應許的救主。宣揚基督是每個基督徒的權柄與責任，他們能代表基督，
見證基督，傳揚天國的福音(太 17:18-19; 彼前 1:12)。
＊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蹟的源頭不是靠人的能力和敬虔，而是神的
主權。這不是別的神，就是那位與以色列先祖立約的神。
＊ 榮耀祂的兒子〔僕人〕
：彌賽亞是神的兒子，從高天降卑成為人，取了僕人的
樣式，完成十字架的救贖，就被神高舉(弗 2:6-11)。
1. 神的兒子：彌賽亞具有神性(詩 2:7; 賽 9:6; 但 7:13; 約 12:34)。
2. 神的僕人：彌賽亞是受苦的僕人(賽 42:1-4; 52:13; 詩 22:6; 賽 41:8, 14)。
＊ 彼拉多：被羅馬皇帝指派，擔任猶太地的巡撫，有十年之久〔公元 26~36 年〕
。
當時猶太公會沒有權柄定人死罪(約 18:31)，只有經過巡撫的批准，才能判定
並執行死刑，把人釘在十字架上。但這是神所定意的(約 18:10-11)。
＊ 基督被釘十字架：基督為普天下人的罪被釘十字架(約一 2:2)，但人不明白，
必須被聖靈開啟，才能認識自己有分於基督的十字架救贖。才能叫人為罪，
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約 16:9-11)。
1. 神把彌賽亞顯明出來，我們卻把祂交付給世界的王來審判。
2. 彼拉多定意要釋放基督，我們卻否認聖潔公義的主，求釋放一個凶手。
3. 彌賽亞來賜人生命，且得的更豐盛，我們卻把祂殺了。
＊ 彼得的見證：必須從上頭領受能力和權柄，才能為基督作見證。
1. 信了祂的名：名字代表性情，耶穌基督就是「主」和「救主」，相信祂，
並接受祂成為我們個人生命的「主」和「救主」，就從祂得著權柄，成為
神的兒女，也得著能力，行祂所行過的事。
2. 祂所賜的信心：信心是神的恩賜，使人得稱為義，生命得以與神連接。
＊ 人的無知：信心還沒有進到人的心裡，心眼瞎了(林後 4:4)，就不能認識基督。
＊ 彌賽亞受害：聖經預言彌賽亞要作救世主，祂是榮耀的君王，但祂是由受苦
進到榮耀(路 24:25-27)，但若不是聖靈開啟，沒有人能明白(路 24:44-48)。
＊ 接受彌賽亞：神的子民盼望彌賽亞的拯救，也盼望祂榮耀再臨。
1. 悔改歸正，使罪得塗抹，就得以脫離黑暗的權勢，成為屬神的子民。
2. 主必差遣基督，成為他們的主和救主，並賜下聖靈，掌管他們的生命。
3. 天必留祂，等到萬物復興：基督現今坐在父神的右邊，等候父所定的日期，
祂要再臨，迎接祂的教會，得著祂的國。
＊ 先知預言基督：舊約的預言，都為彌賽亞作見證(約 5:39)。
1. 摩西：聖經起初藉摩西寫的，彌賽亞是被興起像摩西的先知(申 18:18)。
2. 從撒母耳以後的先知：所有預言，都是指著基督(彼前 1:10-11; 彼後 1:19)。
3. 亞伯拉罕之約：神應許地上萬族要因亞伯拉罕的後裔得福(創 18:22)，這
後裔不是指許多人〔以色列民〕，而是指一個人，也就是基督(加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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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彼得在公會見證 4:1-22
門徒受逼迫是預定的，基督已預先告訴門徒，他們要受逼迫(可 13:9)。他們是屬
基督的，世界因著恨基督，逼迫基督，也要逼迫跟隨基督的人(約 15:18-20)。但
神是信實的，在門徒遭難時仍與他們同在，叫他們被交的時候不要憂慮，聖靈會
幫助他們說當說的話(太 10:19-20)。逼迫的事是免不了的，不要以為稀奇，因為
進入神的國要經歷許多的艱難(徒 14:22)，為義受逼迫是有福的，應當歡喜快樂，
因為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太 5:10-12; 彼前 4:12-14)。
＊ 祭司、守殿官、撒都該人：撒都該人是宗教黨團的名稱，成員是祭司和祭司
家族，他們掌管聖殿的獻祭禮儀，聖殿是他們的管轄範圍。
＊ 死人復活：彼得傳講基督復活的道理，對撒都該人而言是個挑戰，因為他們
的教義沒有復活和靈魂不朽(徒 23:8)，讓他們感到極為苦惱。
＊ 公會：Sanhedrin，是當時羅馬人給猶太人的最高自治機關，成員有撒都該人、
法利賽人、長老，由大祭司為主席，可以斷案，但不能判定死刑。
＊ 大祭司家族：通常大祭司是終身職，而當時的大祭司卻可輪替，由亞那家族
把持，亞那本人在公元 6-15 年擔任大祭司，後來他的五個兒子和一個女婿都
作過祭司。當年的大祭司是該亞法(約 11:49)，他是亞那的女婿。
＊ 質問彼得的權柄：過去耶穌在聖殿教訓人，對公會和祭司而言是侵犯他們的
地盤，所以就質問耶穌的權柄是從哪裡來的(太 21:23)。祭司身上帶著膏抹，
他們的權柄原是從神而來，但當時大祭司是由羅馬政府或希律王朝任命的，
卻不接受神所差來的權柄，施洗約翰、耶穌基督、和彼得，他們一概拒絕。
＊ 奉耶穌基督的名：不久之前，他們把耶穌釘十字架，不承認祂是彌賽亞。
1. 匠人所棄的石頭：他們所期待的彌賽亞是榮耀體面的，他們憑肉身眼見，
不憑信心，所以對他們而言，彌賽亞成了絆腳石(林前 1:23; 彼前 2:8)。
2. 房角的頭塊石頭：對信的人而言是寶貴的，是拯救的磐石，信靠的人可以
與祂連接，成為神的錫安居所(弗 2:19-22; 彼前 2:4-7)。
＊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神已經預定一位救主，就是神的兒子，祂來尋找拯救
失喪的人(路 19:10)。不是人來揀選救主，而是救主來揀選人(約 15:16)。
＊ 公會無話可駁：彼得帶著聖靈的能力，和自己的見證來證明耶穌是基督。
1. 眾人知道彼得原是漁夫，是沒有學問的小民，但他卻跟過耶穌。
2. 瘸腿的得醫治：這人是常在美門口乞討的瘸子，眾人也常見到他。
＊ 公會彼此商議：他們是當時最有學識的人，卻昧著良心，做了愚蠢的決議。
1. 面對不能否認的事實，卻放不下身段，承認自己所犯的過錯。
2. 濫用神給他們的權柄，恐嚇使徒不可宣揚基督的名，卻是與神作對。
＊ 順從人或順從神：世上所有的權柄都是神賜的(羅 13:1)，本應當尊重，但若
人的命令與神的命令相抵觸，就當選擇順從神而不順從人。
＊ 眾人歸榮耀與神：基督來要榮耀神，藉著祂的救贖工作，神得著榮耀，祂還
要再得榮耀(約 12:28-30)。門徒的生命讓聖靈掌管，成為世界的鹽和光，使人
因著門徒而得福，在他們生命中彰顯神的作為，神就得著榮耀(太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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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門徒歸榮耀與神 4:23-31
彼得和約翰在聖殿和公會彰顯極大的能力，他們知道一切都是神做的，他們只是
無用的僕人(路 17:10)。所以他並不陶醉於剛才做的事工，而是和弟兄們聚集，
述說神的奇妙作為，同心合意地讚美神，把榮耀與神。
＊ 會友：原文是「自己同伴」
，就是教會，他們並非一個組織，而是同蒙天召，
飲於一位聖靈，成為一個身體，順從教會的頭耶穌基督。
＊ 稱頌神：神的子民要稱頌神，蒙神救贖的民更要讚美祂(詩 40:2-3; 賽 35:10)，
1. 造物主：神藉著創造的萬有啟示祂自己，祂也要叫萬有與祂和好(西 1:20)。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脫離敗壞的轄制(羅 8:19-21)。直等到
新天新地，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要讚美祂(啟 5:13)。
2. 聖靈的口：神藉著聖靈，透過人來說話，就是藉著眾先知所寫成的聖經來
啟示祂自己。天地都要廢去，但神的話要永遠常存，且不徒然返回，必要
成就神所命定的事(賽 55:11)。
＊ 彌賽亞的詩篇：詩篇第二篇提到救主彌賽亞是神的兒子，祂來是要設立神的
國度，作神國的王。但世人卻齊心合意抵擋彌賽亞，不要祂作王，這些人是
神的仇敵(路 19:27)，屬靈上被稱為敵基督的靈。基督第一次謙卑降臨，為要
赦免世人的罪，使人因祂得救，眾人齊來抵擋祂。到基督末世榮耀再臨時，
凡屬敵基督的，仍要敵擋基督，不要祂作王。縱然審判臨到，他們仍不悔改
所行的，仍不將榮耀歸與神，他們的結局都要滅亡(啟 16:1-21)。
＊ 禱告：禱告是與神交通和連接，所有事奉都須要以禱告來托住。
1. 求主鑑察：遇到逼迫患難，不要自己伸冤(羅 12:19)，而交託給主。
2. 放膽講道：仇敵想要奪去我們的信心，使我們膽怯，但神賜下力量勇氣。
3. 神蹟奇事：顯明耶穌基督復活的大能，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帖前 1:9)。
＊ 被聖靈充滿：聖靈充滿不是一次就夠了，必須常常經歷，表示生命常被聖靈
掌管，從祂支取恩典能力，才能多結聖靈的果子，也能勤做主工。
五. 教會中凡物公用 4:32-37
教會是蒙召的一群人，在基督裡成為一體，彼此相愛。耶穌並沒有教導門徒如何
組織教會，但他們因著相愛，就不分彼此，過著凡物公用的生活，這是初代教會
生活表現的方式之一，但不是律法教條，也不是出於人意的熱心，而是按神的帶
領。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內在的實質，表現彼此相愛，在主裡合一。
＊ 信的人一心一意：門徒常被聖靈充滿，他們飲於一位聖靈，成為一體，不分
彼此(林前 12:12-13)。他們被神的愛激勵，獻上自己的財產，凡物公用，各人
各取所需，沒有一個缺乏。
＊ 巴拿巴：原名約瑟，生在居比路〔塞普路斯〕的利未人，他可能是從居比路
到耶路撒冷過逾越節和五旬節，成為最早一批信主，被聖靈充滿的人。
＊ 勸慰子：名號代表一個人的特性，表示他善於勸導、鼓勵。每個人生來都有
神所賜的天賦，若能經過聖靈膏抹，就會在神的國度成就神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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