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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九部分：使徒行传 

信息 1——教会的诞生 使徒行传 1，2 章 

 

介绍 

使徒行传是由路加撰写的。这是他关于耶稣和早期基督教运动的第二部作品。在

使徒行传中，路加记述了在耶稣升天以后，他的门徒如何遵照他的使命（门徒行

事，所以称为使徒行传），在圣灵的带领下将福音传到地极的。使徒行传 1:8 是

一个概述：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

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1:8）。 

 

圣灵从天上降临到门徒身上（2章）。他们可以向众人传讲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

（2-7章）；在到犹大和撒玛利亚（8-12章）；再到地极（13-28章）。整部使徒行

传的主题可以总结为： 

 

圣灵带领使徒将福音传讲到地极 

在开始的学习中，我们将先来看一下教会的诞生。这是在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

候，也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后的第 50天所发生的。 

 

路加的总结和记录：使徒行传 1:1-15 

路加是写给一个叫提阿非罗的人（使徒行传 1:1,路加福音 1:3）。在开始的简要

介绍中，路加将 1，2 两章串联在一起，继续他在路加福音中所提到的关于耶稣

的诞生、传道、死亡和复活其后所发生的故事——也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的

显现。他聚焦在耶稣和门徒一起吃饭的事件中。耶稣让他们在耶路撒冷“等待”，

等从天上来的圣灵（参见路加福音 24:49）。之后，路加继续记录发生在耶路撒冷

的故事，即耶稣在升天之前像门徒最后一次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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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向门徒显现并升天：使徒行传 1:6-11 

也许受到耶稣关于他要第二次再来的讲道的影响（马太福音 24，25），门徒们在

想耶稣是否现在要“重建以色列国”（在地上建造神的国，将以色列作为中心，

这样就可以实现旧约中神要让以色列成为列邦见证者的计划）。耶稣回答说： 

 

“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
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得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
去，便看不见他了”（1:6-9）。 
 
耶稣升天前向加利利门徒显现时（参见马太福音 28:18-20），他所传的使命和“大

使命”相似，只是更早一些。当他们惊奇的举目向天，看到两个天使突然出现，

问他们为什么站在那里看天。天使告诉门徒耶稣会再回来，他再来的时候还是会

从他升天的橄榄山下来。天使好像在对他们说：你们站在这里干什么？难道耶稣

没有告诉你们该干什么吗？现在就去吧！ 

 

 

 

 

 

 

 

 

 

 

 

 

 

 

 

 

 

  

耶稣最后布置的使命非常明确，就是教会的使命。我们的任务就是

将耶稣的信息传递出去，因为神已经将圣灵赐给我们。教会将会一

直这样作，直到耶稣回来。使徒行传记录了第一代基督徒如何遵照

耶稣的要求行使他们的使命。路加通过记录这个故事告诉以后的教

会当如何效仿他们。问题是：在当今我们该如何做才能够实现耶稣

所布置的使命。我们怎么样从街巷到全球去传讲神的好消息？（备

注：耶稣的信息是神子作为应许的救世主来到世上，降生为人的样

式，活在人们中间，最后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从而让

人们能够和天父重新和好。神将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实现

了神对罪的审判，是神真正的儿子。接受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是我

们的救主就会成为神的孩子，圣灵也会住在我们里面，从而赐给我

们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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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提亚被选替代犹大：使徒行传 1:12-26 

耶稣升天以后，门徒们（共有约 120 人）回到楼上，在接下来的 10 天中他们在

那里恒切祷告，等待圣灵的降临。因为在约翰福音 14:17中记载说耶稣应许：“你

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耶稣给他门徒的应许就是

圣灵会与他们同在，但是若没有神的吩咐，圣灵不能住在他们里面，也不会给门

徒们足够的力量（在耶稣被捕的那晚门徒们有多害怕么）。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
祷告。”（1:14） 
 
 

 

 

 

 

 

 

 

 

 

 

路加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彼得如何领导众信徒选择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替代犹大。

这个候选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他应该从遇见耶稣开始一直到后来，都和门徒们

在一起。 

 

“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
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
活的见证”（1:21,22）。 

 

对于史学家路加来说，这个场景非常重要，因为它证实了当时在场的见证者的可

信度，而在使徒行传中他们关于耶稣的见证也会被传讲出去。 这些重要的门徒 

  

注意在这里耶稣的门徒包括“马利亚，耶稣的母亲”和 ‘他的弟兄‘。 马利亚是

耶稣，她的“主“ 积极的门徒。她是早期基督徒中的一员，从耶稣死后到复活，

以及到后来早期教会的建立，马利亚见证了所有的过程。她和其他门徒一样，

坚持恒切祷告。这其中包括她亲生的儿子，’耶稣的弟兄‘。 他们在耶稣复活

后归信了主。对于这些早期的信徒，祷告是基础，为什么祷告？ 祷告是对神

的信靠。告诉他人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是很有挑战性的。但是耶稣自己告诉门

徒，他是弥赛亚，应许的救主，并且为此而被钉十字架。只有通过他的大能，

信徒们才能够坚持这样的信念，并愿意为此付上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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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福音中所记录第一批亲眼看到这些事的见证者，他们的见证是可信的。（对

于路加来说这件事很重要，尽管在使徒行传中马提亚没有再次出现过。路加看重

史料的准确性，要求见证是可信的，而并不在意马提亚是否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使徒行传 2:1-41 

当时正是犹太人的收获节日（也就是通常所称的七七节）。这是庆祝收获的第一

批果实的节日。在这样的节日，纪念圣灵所结的第一批果实——“教会的诞生”，

是非常适合的日子。 

 

2:1-4 圣灵降临在 120 个门徒身上。门徒聚集祷告，他们等待应许中的圣灵从天

而降。突然，圣灵降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他们马上就能够讲方言，这样，对

于那些远道而来参加七七节的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就能够听懂门徒们传讲福音了。 

 

 

 

 

 

 

 

 

 

 

 

  

马提亚在门徒们恒切祷告后被抽签选中了。虽然约瑟没有被选中，并不说明

约瑟哪里做的不好。只是神对他们两个人有不同的计划。对今天的我们来说

也是一样——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特别的计划——为要叫我们行

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 2:10）。你是否也在寻求主，问他如

何预备我们的生命？当你祷告的时候，说：“神啊，你对我的计划是怎样的？” 

神看重你的心，愿意在新的适合的道路上引导你。他会让你在当今行出你的

“使徒行传”来。 

这 120 个门徒的经历非常奇特，令人难以置信。接下来，当他们能够壮胆

并使用方言以后，他们如何行事呢？他们顺服于主，没有仓促在主的旨意

临到之前行事。相反，他们等待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单单等待主是很

难的！在那十天中，他们恒切祷告。这也是主希望我们每个基督徒做的。

等待，祷告，直到感觉到圣灵让我们去行动。等待和祷告也是要学习的功

课。问问主，让你晓得他什么时候在催促你，全然信靠他，然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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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3 来自不同国家的访问者听到门徒在说他们的语言。 罗马帝国各地的忠

诚教徒都来参加犹太丰收节。他们听到 120 位门徒用他们的语言讲述“神大能的

奇事”。有人在思考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神迹；也有人斥责门徒，认为他们一早就

喝醉了！ 

 

2:14-21 彼得解释圣灵的降临。在使徒行传中，彼得走上前给门徒们宣讲福音的

信息。他说这能讲方言的神迹是来自于圣灵，而不是甜酒。他引用旧约先知约珥

（2:28-32）的预言，其中讲到圣灵将会赐给神的仆人这样能说方言的异能。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
作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
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
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
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
有耶和华所召的”（约珥书 2:28-32）。 
 
约珥先知的预言中包含圣灵降临时的异象（约珥书 2:28,29——五旬节）以及基

督的第二次再来（约珥书 2:30-32——末世）。最后的话是彼得要强调的：凡求告
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 
 
2:22-36 彼得解释耶稣的死和复活。解释了圣灵降临，以及耶稣的生平、死亡和

复活。 

 

“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予人，你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
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2:23-24）。 
 
彼得将耶稣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和耶稣根据应许从天上赐下圣灵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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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是想告诉他的犹太同胞，耶稣的使命和现在圣灵的使命同是神给人所立计划

的一部分。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作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
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
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故
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2：32-36)。 

 
 

 

 

 

 

 

 

 

  

“悔改“的原意是从一个方向转向另一个方向。这些人曾经是不相信耶稣是以

色列人的弥赛亚的，尽管耶稣没做错什么，他们却希望把耶稣钉死。他们听

了彼得所说的，被圣灵感动而转变心思意念。这就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让

我们实行他的旨意。圣灵会在我们的关系中，在工作中，信仰上和行为上轻

拍我们的肩膀，让我们细细思想。他希望我们“悔改”，转变方向。我们要留

心感受圣灵以不同的方式对我们的带领。询问圣灵，让他指引你哪里需要悔

改。询问他，“我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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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能够开启人们的心扉，让他们接受彼得的话，这是圣灵所作的功。大约 3000 

人信了彼得的关于救赎的信息，他们当下就受洗，作为接受耶稣为救主的标志。 

他们很可能在耶路撒冷城的某一个池子中受的洗，比如希罗姆池。 

 

关于“信靠者的洗礼”:犹太人在男婴出生第八天的时候给他们行割礼。并将婴

孩（男孩和女孩）献给主。这种信而受洗也回应了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被

钉十架，并最后升天。他们选择在外面受洗是表明自己对耶稣新的信仰。他们受

洗时进入水中，表明承认耶稣的死和埋葬；然后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从水里被

抬起，表明他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不是洗礼拯救我们。但是洗礼却完成了“信

而受洗”的要求。 

 

 

 

 

 

 

 

第一批基督徒的做法：使徒行传 2:42-47 

在使徒行传中，路加描述了福音传播和推广的大概过程。他首先总结了早期基督

徒们的做法。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
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
分给各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
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使徒行传 2:42-
47）。 
  

如果你是在婴儿时被父母带着受洗的，他们一定是遵循教会的传统，就像

相信行割礼是信仰的标志，他们认为基督洗礼也是信仰的标志。如果一个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知道洗礼意味着和基督同钉死，同埋葬，那么你可以

像第一批基督徒一样，根据自己的信仰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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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早期的基督徒，我们知道： 

 

——他们不断地靠着使徒对耶稣生命，工作和话语地的导得到喂养。他们在圣殿

中开展早期的聚会，因为这些场所可以容纳较多的会众。（使徒行传 5:12中提到

是在“所罗门的廊下”。） 

 

——他们强调“团契”，也就是一个关系紧密的团体。他们以对耶稣的信仰作为

团契的核心，期待能够在其中认识耶稣更多。他们参加较小规模的家庭聚会，这

样可以彼此更加了解和关爱。 

 

——他们一起掰饼，一起祈祷。1）他们定期分圣餐，以纪念耶稣的死，耶稣说：

“为的是纪念我”（哥林多前书 11:23-26）。 2）他们每天一起定时分粮。 3）他

们同心合意一同祷告，在灵里为关心的弟兄姊妹祷告。 

 

——他们变卖自己的财产以供应教会所需。注意：由于早期犹太人和罗马人统治

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很有可能这些第一批基督徒失去工作，以及收入来源。（参

见使徒行传 4:32-35,路加强调为了众人的利益而变卖所有的。） 

 

——使徒的人数增长很快，因为使徒一直在行神迹（参加使徒行传 5:15,16），他

们所传的耶稣能够拯救和救赎的信息就有了证据。很多新的信徒加增进来。 

 

——他们充满喜乐因为神与他们同做工，和他们同在。 

 

 

 

 

 

 

 

 

 

 

  

对基督徒来说有一些基本的做法：参加大型聚会，参加小型团契，奉献，彼此

相爱，用好行为和好消息向世界表明神。这些是作为第一批基督徒的基本做法。

使徒行传 2:42-47 对于当今的基督徒团契和行为仍然有模范框架的作用。仔细

读这篇经文，注意我们已经解释了一些部分。你是否有你的做法呢（在你的生

活和 OPC 的信仰生活中）是否和他们的一致？为了更像这些基督徒，你是否

愿意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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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 

 

1. 看看使徒行传中事件的发生地点（1：8）。你认为这样的范围对与今天 OPC 的

福音传讲事业有什么启示？你对传福音的哪一种工作感兴趣？ 

 

2. 当远道而来的客人突然发现这 120 位门徒能够说他们的语言时，你觉得他们

会怎么想？这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3. 路加只是对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进行了大致的记录（不然这就成了世上最短

的讲道了）。彼得的讲道对你来说哪部分印象最深刻？关于圣灵？耶稣还是人？ 

 

4. 在第一天就有 3000 多人受洗。你可以在 Google 上搜索一下。看看目前为止

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洗礼（提示：在卢旺达）。看一下视频。准备好见证奇迹。

你受洗了么？ 

 

5. 思想第一批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使徒行传 2:42-47）。“他们甘心奉献”……今

天在 OPC 我们怎样行出同样的方式？我们怎么能够做的更好？在我们的文化

背景下你觉得应该如何做？比如：每天见面是不现实的，是否可以每天通过

电话，让祷告把我们联络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