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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者的信念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
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
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3:16-

17）



讀經班守則

1. 上課之前讀完進度

2. 接受隨堂測驗

3. 不遲到早退



讀經班的祝福

願神祝福你讀經的日子！
神的話語使我們通達，突破心靈的障礙：你的言語一解開
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詩119:130）

神的話語使我們蒙福，活在主的旨意之中：你們若常在我
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
就給你們成就。（約15:7）

神的話語在心裡並遵守，是我們愛神的表現，也必蒙神所
愛：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
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約14:21）



如何讀使徒行傳？

作者是誰？

寫給誰？

寫作的目的是什麼？

他的主題是什麼？

他的結構是什麼？

他⽤了什麼特別方法來表達他的觀點？

這卷書有什麼意義？



使徒行傳的作者與受書人

 作者是誰？

 使徒行傳的作者是路加。路加是保羅宣教的同⼯，他是一位外邦人，職業是醫生。

 路加寫了兩本書，前書是路加福⾳，後書是使徒行傳。

 受書人是誰？

 路加福⾳和使徒行傳的直接受書人，都是一位名叫提阿非羅的人。

 使徒行傳，以及所有的聖經書卷，都是寫給願意認識神的人們。神的兒女以虔誠的心研讀使徒行
傳，可更加明白神的作為，增進與神的關係。

 有什麼意義？

 路加福音開頭語

 提阿非羅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筆作書，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是照傳道的人從起初親眼看
見又傳給我們的。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使你知道所學之
道都是確實的。（路1:1-4）

 使徒行傳開頭語

 提阿非羅啊，我已經作了前書，論到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直到他藉著聖靈吩咐所揀選的
使徒，以後被接上升的⽇子為止。（徒1:1-2）



使徒行傳的寫作目的

 使徒行傳的寫作目的，要和路加福⾳一起看：

1. 路加福音：神國的降臨

1.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十架受死，死裡復活）

2. 凡信他名的人得進神的國

2. 使徒行傳：神國的擴展

1. 從猶太人到外邦人

2. 從耶路撒冷到地極

3. 從那時到現在



使徒行傳的主題

 使徒行傳的主題，是神國的擴展（做主的見證），是三位一體的神共同做⼯。神
的國度，奉主耶穌的名，靠聖靈的能力。

 內容上可以從三方面看使徒行傳，三條主線：

1. 聖靈的澆灌：

等候聖靈；五旬節的聖靈澆灌；五旬節之後的聖靈澆灌

2. 使徒的使命：

使徒的獨特性；使徒的權柄；使徒使命的完成

3. 教會的使命：

教會的必要性；教會的裝備



使徒行傳的主要內容
使徒行傳的主要內容，可以從三方面看：

1. 寫作的方法：

目的：歷史事件與福音信息

權柄：使徒們的話語和作為

文體：選擇記載；夾敘夾議，敘述為主；教導的含蓄性

2. 結構：

兩組力量：内部的内在增长（靈命成熟）和問題衝突，外部的外在增长（數量增加）和抵挡反对

神國的擴展：耶路撒冷，撒瑪利亞，猶太全地，直到地極

3. 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歷史意義：實際的幫助和寶貴的文獻

現實意義：如何應用：常態與非常態的區別

相同的地方：同樣的神；同樣的福⾳；同樣的使命。教會面對的問題和解決之道。

不同的地方：使徒還會有嗎？聖靈還會澆灌嗎？還需要聖靈澆灌嗎？家中聚會嗎？凡物公⽤嗎？供應寡婦食物嗎？



使徒行傳的結構

 使徒行傳共28章，簡單的結構如下：

1. 以使徒和教會為結構：兩分法

1. 1-12章：彼得和耶路撒冷教會，重點是向猶太人傳福⾳。

2. 13-28章：保羅和安提阿教會，重點是向外邦人傳福⾳。

2. 以福音所傳的範圍為結構：三分法

A. 1-7章：耶路撒冷。

B. 8-10章：撒瑪利亞，猶太全地。

C. 11-28章：直到地極。

3. 以福音的果效為結構：

A. 以教會成長的描述分段

B. 6:7； 9:31； 12:24； 16:5； 19:20



彼得的信息 保羅的信息

1 1:15-22，恢復十二使徒之數 13:9-11，抵擋行法術的巴耶穌

2 2:14-36，五旬節講道 13:16-41，在彼西底的安提阿會堂講道

3 2:37-40，勸勉歸信者 14:15-18，在路司得講道

4 3:1-10，美門口的講話 17:22-31，在雅典的亞略巴古講道

5 3:11-26，所羅門的廊下講道 20:17-38，對以弗所教會的長老講話

6 4:5-22，在公會面前作見證 22:1-21，對聖殿之前的群眾講話

彼得和保羅的信息



彼得和保羅的信息
彼得的信息 保羅的信息

7 5:3-6,8-10，亞拿尼亞夫婦 22:30-23:11，在公會面前辯護

8 5:27-33，在公會面前辯護 24:10-21，在羅馬巡撫腓力斯面前辯護

9 10:34-43，在哥尼流家中講道 25:6-12，要求上訴該撒

10 11:1-18，為接納外邦人辯護 26:1-32，在亞基帕王面前辯護

11 15:7b-12a，在耶路撒冷會議發言 27:9-44，在航海暴風的過程中說話

12 28:17-22，和羅馬的猶太人說話

13 28:23-28，第二次和羅馬的猶太人說話



總結性陳述 Summary Statements

• 使徒行傳有十幾個總結性的陳述，有的長些，有的短些。
將這些陳述連在一起讀，可看出福⾳的進展。

背景 章節 經文

1 耶穌升天後，門徒

在耶路撒冷祈禱

1:14 這些人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並耶穌的

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恆切禱告。

2 五旬節耶路撒冷教

會成立，門徒的教

會生活

2:42-47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眾

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信的人都在一

處，凡物公⽤；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

的分給各人。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在

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飯，讚美神，得眾

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背景 章節 經文

3 門徒在耶路撒冷教會的生活 4:32-35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

己的，都是大家公⽤。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人也

都蒙大恩。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

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照各人所需⽤的，分給各

人。

4 使徒行神蹟奇事，教會成長 5:12-14 主藉使徒的手在民間行了許多神蹟奇事；他們都同心合意的在所

羅門的廊下。其餘的人沒有一個敢貼近他們，百姓卻尊重他們。

信而歸主的人越發增添，連男帶女很多。

5 神的道興旺，門徒加增，教會成長 6:7 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

司信從了這道。

6 耶路撒冷的門徒往各處去傳道 8:4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

7 彼得和約翰在撒瑪利亞傳道 8:25 徒既證明主道，而且傳講，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瑪利亞好

些村莊傳揚福⾳。

8 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的教會增長 9:31 那時，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被建立；凡

事敬畏主，蒙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



背景 章節 經文

9 神的道⽇見興旺 12:24 神的道⽇見興旺，越發廣傳。

10 神的道向外邦人傳

開

13:48-49 外邦人聽見這話，就歡喜了，讚美神的道；凡預定得

永生的人都信了。於是主的道傳遍了那一帶地方。

11 保羅和同⼯探望亞

西亞的眾教會

16:4-5 他們經過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長老所定的條規交

給門徒遵守。於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

增。

12 福⾳廣傳亞西亞 19:10 這樣有兩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亞西亞的，無論是猶太

人，是希利尼人，都聽見主的道。

13 主的道興旺得勝 19:20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就是這樣。

14 保羅在羅馬放膽傳

講神國的道，無人

禁止

28:30-31 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裡住了足足兩年。凡來見他的

人，他全都接待，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

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



1章主的使命及補選使徒
2章五旬節聖靈降臨及彼得的見證
3章美門事件及彼得見證
4章彼得、約翰被拿及凡物公⽤
5章亞拿尼亞和撒非喇欺哄聖靈及彼得二次被拿的見
證
6章選舉七執事及司提反被拿
7章司提反的證道及殉道
8章門徒分散、腓利的傳道、撒瑪利亞人歸主
9章保羅歸主
10章彼得帶領外邦人哥尼流歸主
11章安提阿教會興盛
12章希律王迫害與彼得被囚
13章保羅第一次旅行布道（撒拉米、別加、安提阿）
14章保羅第一次旅行布道（以哥念、路司得、安提
阿）

15章耶路撒冷教會大會
16章保羅第二次旅行布道（腓立比）
17章保羅第二次旅行布道（帖撒羅尼迦/庇哩亞/雅
典）
18章保羅第二次旅行布道（哥林多）
19章保羅第三次旅行布道（以弗所）
20章保羅第三次旅行布道（馬其頓/希臘/特羅亞/米
利都）
21章耶路撒冷保羅被拿
22章保羅向百姓分訴
23章保羅向公會分訴及在該撒利亞監禁
24章保羅向腓力斯分訴及坐監二年
25章保羅向非斯都分訴
26章保羅向亞基帕分訴
27章保羅坐船去羅馬
28章保羅抵羅馬及在羅馬監禁



使徒行傳一章：使命的交付

1. 耶穌與門徒：復活的耶穌與門徒同在，交付使命，升到天上

2. 使徒與門徒：同心合意恆切禱告，恢復十二使徒之數，預備執行使命



1 ：1 提阿非羅啊，我已經作了前書，論到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 2 直到他藉著聖靈吩咐所揀選的使徒，以後被接上升的⽇子
為止。

3 他受害之後，⽤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地顯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 神國的事。 4 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
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就是你們聽見我說過的。 5 約翰是⽤水施浸，但不多幾⽇，你們要受聖靈的
浸。」

6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 7 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期，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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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撒馬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
證。」

9 說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雲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見他了。 10 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
兩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 11 「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著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
他還要怎樣來。」

12 有一座山，名叫橄欖山，離耶路撒冷不遠，約有安息⽇可走的路程。當下，門徒從那裡回耶路撒冷去， 13 進了城，就上了所住的
一間樓房；在那裡有彼得、約翰、雅各、安得烈、腓力、多馬、巴多羅買、馬太、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奮銳黨的西門，和雅各的兒子
（或譯：兄弟）猶大。 14 這些人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並耶穌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恆切禱告。

15 那時，有許多人聚會，約有一百二十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間站起來，說： 16 「弟兄們！聖靈藉大衛的口，在聖經上預言領人捉拿
耶穌的猶大，這話是必須應驗的。 17 他本來列在我們數中，並且在使徒的職任上得了一分。 18 這人⽤他作惡的⼯價買了一塊田，以
後身子仆倒，肚腹崩裂，腸子都流出來。 19 住在耶路撒冷的眾人都知道這事，所以按著他們那裡的話給那塊田起名叫亞革大馬，就是
「血田」的意思。 20 因為詩篇上寫著，說：願他的住處變為荒場，無人在內居住；又說：願別人得他的職分。 21 所以，主耶穌在我
們中間始終出入的時候， 22 就是從約翰施浸起，直到主離開我們被接上升的⽇子為止，必須從那常與我們作伴的人中立一位與我們同
作耶穌復活的見證。」 23 於是選舉兩個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稱呼猶士都的約瑟，和馬提亞。 24-25 眾人就禱告說：「主啊，你
知道萬人的心，求你從這兩個人中，指明你所揀選的是誰，叫他得這使徒的位分。這位分猶大已經丟棄，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26 於
是眾人為他們搖籤，搖出馬提亞來；他就和十一個使徒同列。

路24：44 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
話都必須應驗。」 45 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們能明白聖經， 46 又對他們說：「照經上所寫的，基督必受害，第三⽇從死裡復
活， 47 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 48 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 49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
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裡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



使徒行傳二章：教會的誕生

1. 教會誕生：五旬節那天聖靈降臨，門徒得著能力，為耶穌作見證

2. 教會成長：聽了門徒的見證，許多人悔改信主，聚在一起生活（koinonia），
神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2：1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2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 3 又有舌頭如火
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4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5 那時，有虔誠的猶太人從天下
各國來，住在耶路撒冷。 6 這聲⾳一響，眾人都來聚集，各人聽見門徒⽤眾人的鄉談說話，就甚納悶； 7 都驚訝希奇說：「看哪，這說
話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嗎？ 8 我們各人怎麼聽見他們說我們生來所⽤的鄉談呢？ 9 我們帕提亞人、米底亞人、以攔人，和住在美索不達米
亞、猶太、加帕多家、本都、亞細亞、 10 弗呂家、旁非利亞、埃及的人，並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亞一帶地方的人，從羅馬來的客旅中，
或是猶太人，或是進猶太教的人， 11 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聽見他們⽤我們的鄉談，講說 神的大作為。」 12 眾人就都驚訝猜疑，彼
此說：「這是甚麼意思呢？」 13 還有人譏誚說：「他們無非是新酒灌滿了。」

14 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起，高聲說：「猶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這件事你們當知道，也當側耳聽我的話。 15 你們想這些
人是醉了；其實不是醉了，因為時候剛到巳初。 16 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 17 神說：在末後的⽇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 18 在那些⽇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
言。 19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有血，有火，有煙霧。 20 ⽇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都在主大而明
顯的⽇子未到以前。 21 到那時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22 「以色列人哪，請聽我的話： 神藉著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奇事、神蹟，將他證明出來，這是你們自己知道
的。 23 他既按著 神的定旨先見被交與人，你們就藉著無法之人的手，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殺了。 24 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他
復活，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25 大衛指著他說：「我看見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邊，叫我不至於搖動。 26 所以，我心裡歡喜，我
的靈（原文是舌）快樂；並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 27 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28 你已將生命的
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見你的面（或譯：叫我在你面前）得著滿足的快樂。
29 「弟兄們！先祖大衛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對你們說：他死了，也葬埋了，並且他的墳墓直到今⽇還在我們這裡。 30 大衛既是先知，
又曉得 神曾向他起誓，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上， 31 就預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間；他的
肉身也不見朽壞。 32 這耶穌， 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 33 他既被 神的右手高舉（或譯：他既高舉在 神的右
邊），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 34 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說：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
的右邊， 35 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36 「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地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 神已經立他為主，為
基督了。」
37 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其餘的使徒說：「弟兄們，我們當怎樣行？」 38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
名受浸，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 39 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 神所召來
的。」
40 彼得還⽤許多話作見證，勸勉他們說：「你們當救自己脫離這彎曲的世代。」 4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門徒約添了
三千人， 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43 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 44 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
公⽤， 45 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的分給各人。 46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
⽤飯， 47 讚美 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聖靈的目的

 從五旬節的經歷看聖靈降臨的目的

1. 聖靈賜給門徒話語的能力，使他們得以為耶穌作見證：

A. 方言的話語：門徒⽤眾人的鄉談（共15個地區），向他們傳福⾳

B. 講道的話語：彼得向群眾講道，為耶穌作見證

2. 聖靈賜給門徒生活的能力，使他們得以榮耀耶穌：

▪ 信的人都受了浸，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分享所有、
存著歡喜誠實的心⽤飯、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
給他們。

▪ 聖靈賜給門徒生活的能力，他們在基督裡彼此相愛、喜樂、敬畏神，使
耶穌得著榮耀。



教會的功能

1. 教導：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
人。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

2. 敬拜：一同擘餅、祈禱、讚美神…

3. 團契：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
人所需⽤的分給各人。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在
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飯…

4. 領人歸主：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徒
2:41-47）



使徒行傳三章：美門事件及彼得講道

1. 美門事件：

2. 彼得講道：



3：1申初禱告的時候，彼得、約翰上聖殿去。 2 有一個人，生來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來，放在殿的
一個門口（那門名叫美門），要求進殿的人賙濟。 3 他看見彼得、約翰將要進殿，就求他們賙濟。 4 彼
得、約翰定睛看他；彼得說：「你看我們！」 5 那人就留意看他們，指望得著甚麼。 6 彼得說：「金銀
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行走！」 7 於是拉著他的右手，扶
他起來；他的腳和踝子骨立刻健壯了， 8 就跳起來，站著，又行走，同他們進了殿，走著，跳著，讚美
神。 9 百姓都看見他行走，讚美 神； 10 認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門口求賙濟的，就因他所遇著的事
滿心希奇、驚訝。 11 那人正在稱為所羅門的廊下，拉著彼得、約翰；眾百姓一齊跑到他們那裡，很覺希
奇。

12 彼得看見，就對百姓說：「以色列人哪，為甚麼把這事當作希奇呢？為甚麼定睛看我們，以為我們憑
自己的能力和虔誠使這人行走呢？ 13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 神，就是我們列祖的 神，已經榮耀了
他的僕人（或譯：兒子）耶穌；你們卻把他交付彼拉多。彼拉多定意要釋放他，你們竟在彼拉多面前棄絕
了他。 14 你們棄絕了那聖潔公義者，反求著釋放一個兇手給你們。 15 你們殺了那生命的主， 神卻叫
他從死裡復活了；我們都是為這事作見證。 16 我們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們所看見所認識的這人健
壯了；正是他所賜的信心，叫這人在你們眾人面前全然好了。 17 弟兄們，我曉得你們做這事是出於不知，
你們的官長也是如此。 18 但神曾藉眾先知的口，預言基督將要受害，就這樣應驗了。 19 所以，你們當
悔改歸正，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 20 這樣，那安舒的⽇子就必從主面前來到；主也必差遣所預定給你們
的基督（耶穌）降臨。 21 天必留他，等到萬物復興的時候，就是 神從創世以來、藉著聖先知的口所說
的。 22 摩西曾說：『主─ 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們興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們所說的，你們都
要聽從。 23 凡不聽從那先知的，必要從民中全然滅絕。』 24 從撒母耳以來的眾先知，凡說預言的，也
都說到這些⽇子。 25 你們是先知的子孫，也承受 神與你們祖宗所立的約，就是對亞伯拉罕說：『地上
萬族都要因你的後裔得福。』 26 神既興起他的僕人（或譯：兒子），就先差他到你們這裡來，賜福給
你們，叫你們各人回轉，離開罪惡。」



使徒行傳四章：彼得、約翰被拿及凡物公⽤

1. 彼得約翰被拿：

2. 凡物公⽤：



4 :1使徒對百姓說話的時候，祭司們和守殿官，並撒都該人忽然來了。 2 因他們教訓百姓，本著耶穌，傳說死人復活，就很煩
惱， 3 於是下手拿住他們；因為天已經晚了，就把他們押到第二天。 4 但聽道之人有許多信的，男丁數目約到五千。 5 第二天，官府、
長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會， 6 又有大祭司亞那和該亞法、約翰、亞歷山大，並大祭司的親族都在那裡， 7 叫使徒站在當中，就問他
們說：「你們⽤甚麼能力，奉誰的名做這事呢？」

8 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對他們說： 9 「治民的官府和長老啊，倘若今⽇因為在殘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問我們他是怎麼得了痊
癒， 10 你們眾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當知道，站在你們面前的這人得痊癒是因你們所釘十字架、 神叫他從死裡復活的拿撒勒人耶穌基督
的名。 11 他是你們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12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
靠著得救。」

13 他們見彼得、約翰的膽量，又看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就希奇，認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 14 又看見那治好了的人和他們一
同站著，就無話可駁。 15 於是吩咐他們從公會出去，就彼此商議說： 16 「我們當怎樣辦這兩個人呢？因為他們誠然行了一件明顯的神
蹟，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們也不能說沒有。 17 惟恐這事越發傳揚在民間，我們必須恐嚇他們，叫他們不再奉這名對人講
論。」 18 於是叫了他們來，禁止他們總不可奉耶穌的名講論教訓人。 19 彼得、約翰說：「聽從你們，不聽從神，這在 神面前合理不
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 20 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 21 官長為百姓的緣故，想不出法子刑罰他們，又恐嚇一番，把他們釋
放了。這是因眾人為所行的奇事都歸榮耀與 神。 22 原來藉著神蹟醫好的那人有四十多歲了。

23 二人既被釋放，就到會友那裡去，把祭司長和長老所說的話都告訴他們。 24 他們聽見了，就同心合意地高聲向 神說：「主啊！
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 25 你曾藉著聖靈，託你僕人─我們祖宗大衛的口，說：外邦為甚麼爭鬧？萬民為甚麼謀算虛妄的
事？ 26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也聚集，要敵擋主，並主的受膏者（或譯：基督）。 27 希律和本丟•彼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
果然在這城裡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聖僕（僕：或譯子）耶穌， 28 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預定必有的事。 29-30 他們恐嚇我們，現在求
主鑒察，一面叫你僕人大放膽量講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來醫治疾病，並且使神蹟奇事因著你聖僕（僕：或譯子）耶穌的名行出
來。」

31 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 神的道。

32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 33 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人
也都蒙大恩。 34 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 35 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照各人所需⽤的，分給
各人。 36 有一個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約瑟，使徒稱他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來就是勸慰子）。 37 他有田地，也賣了，把價銀
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使徒行傳五章：亞拿尼亞和撒非喇欺哄聖
靈及彼得二次被拿

1. 亞拿尼亞和撒非喇欺哄聖靈：

2. 彼得二次被拿教會成長：



5 :1 有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同他的妻子撒非喇賣了田產， 2 把價銀私自留下幾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餘的幾分拿來放在使徒腳
前。 3 彼得說：「亞拿尼亞！為甚麼撒但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分呢？ 4 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
的嗎？既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嗎？你怎麼心裡起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 神了。」 5 亞拿尼亞聽見這話，就仆倒，斷了氣；
聽見的人都甚懼怕。 6 有些少年人起來，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 7 約過了三小時，他的妻子進來，還不知道這事。 8 彼得對她說：
「你告訴我，你們賣田地的價銀就是這些嗎？」她說：「就是這些。」 9 彼得說：「你們為甚麼同心試探主的靈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
腳已到門口，他們也要把你抬出去。」 10 婦人立刻仆倒在彼得腳前，斷了氣。那些少年人進來，見她已經死了，就抬出去，埋在她丈
夫旁邊。 11 全教會和聽見這事的人都甚懼怕。

 12 主藉使徒的手在民間行了許多神蹟奇事；他們（或譯：信的人）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羅門的廊下。 13 其餘的人沒有一個敢貼近他們，
百姓卻尊重他們。 14 信而歸主的人越發增添，連男帶女很多。 15 甚至有人將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過來的時候，
或者得他的影兒照在甚麼人身上。 16 還有許多人帶著病人和被污鬼纏磨的，從耶路撒冷四圍的城邑來，全都得了醫治。 17 大祭司和他
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該教門的人，都起來，滿心忌恨， 18 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監。 19 但主的使者夜間開了監門，領他們出
來， 20 說：「你們去站在殿裡，把這生命的道都講給百姓聽。」 21 使徒聽了這話，天將亮的時候就進殿裡去教訓人。大祭司和他的同
人來了，叫齊公會的人和以色列族的眾長老，就差人到監裡去，要把使徒提出來。 22 但差役到了，不見他們在監裡，就回來稟報
說： 23 「我們看見監牢關得極妥當，看守的人也站在門外；及至開了門，裡面一個人都不見。」 24 守殿官和祭司長聽見這話，心裡犯
難，不知這事將來如何。 25 有一個人來稟報說：「你們收在監裡的人，現在站在殿裡教訓百姓。」 26 於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帶使徒來，
並沒有⽤強暴，因為怕百姓⽤石頭打他們。 27 帶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會前；大祭司問他們說： 28 「我們不是嚴嚴地禁止你們，不可
奉這名教訓人嗎？你們倒把你們的道理充滿了耶路撒冷，想要叫這人的血歸到我們身上！」 29 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順從 神，不
順從人，是應當的。 30 你們掛在木頭上殺害的耶穌，我們祖宗的 神已經叫他復活。 31 神且⽤右手將他高舉（或譯：他就是 神高
舉在自己的右邊），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將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賜給以色列人。 32 我們為這事作見證； 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也
為這事作見證。」 33 公會的人聽見就極其惱怒，想要殺他們。 34 但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迦瑪列，是眾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師，在公會
中站起來，吩咐人把使徒暫且帶到外面去， 35 就對眾人說：「以色列人哪，論到這些人，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辦理。 36 從前杜達起來，
自誇為大；附從他的人約有四百，他被殺後，附從他的全都散了，歸於無有。 37 此後，報名上冊的時候，又有加利利的猶大起來，引
誘些百姓跟從他；他也滅亡，附從他的人也都四散了。 38 現在，我勸你們不要管這些人，任憑他們吧！他們所謀的、所行的，若是出
於人，必要敗壞； 39 若是出於 神，你們就不能敗壞他們，恐怕你們倒是攻擊 神了。」 40 公會的人聽從了他，便叫使徒來，把他們
打了，又吩咐他們不可奉耶穌的名講道，就把他們釋放了。 41 他們離開公會，心裡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 42 他們就每⽇在殿
裡、在家裡不住地教訓人，傳耶穌是基督。



使徒行傳六章：選舉七執事與司提反

1. 選舉七執事：

2. 司提反：



6：1 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因為在天天的供

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 2 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我們撇下 神的道

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 3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

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4 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

為事。」 5 大眾都喜悅這話，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又

揀選腓利、伯羅哥羅、尼迦挪、提門、巴米拿，並進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

拉， 6 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禱告了，就按手在他們頭上。 7 神的道興旺起

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

8 司提反滿得恩惠、能力，在民間行了大奇事和神蹟。 9 當時有稱利百地拿會堂的

幾個人，並有古利奈、亞歷山大、基利家、亞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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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聽見他說謗讟摩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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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設下假見證，說：「這個人說話，不住地糟踐

聖所和律法。 14 我們曾聽見他說，這拿撒勒人耶穌要毀壞此地，也要改變摩西所交

給我們的規條。」 15 在公會裡坐著的人都定睛看他，見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被聖靈充滿的目的：為主作見證

經文 作用

1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2:4) ⽤話為主作見證

2 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對他們說… (4:8) ⽤話為主作見證

3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4:31) ⽤話為主作見證

4 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6:3) 人為主作見證

5 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6:5) 人為主作見證

6 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就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7:55-56)

⽤話為主作見證



為主做見證的例子：
被聖靈充滿的人

 聖經三次稱為「被聖靈充滿」的人（最高紀錄）：

 1. 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

 2. 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

 3. 司提反滿得恩惠、能力，在民間行了大奇事和神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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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徒6:3,6,8，7:55-56) 

 被聖靈充滿的目的，是為耶穌作見證

 1. 在生活中為耶穌作見證（被聖靈充滿的人）

 2. 在話語上為耶穌作見證（個案：說預言，說方言（別國的話）；說話的能力）

 3. ⽤神跡奇事證明所傳的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