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7 - 抓準神的話 (2) - 使 徒 行 傳 

簡介 

關於耶穌基督的生平和事工總計有四種不同版本的記錄。而初代教會的產生和

成長，我們所得到的就只有一本書的記載。傳統上這卷書被稱之為使徒行傳，是福

音書與新約書信之間的橋樑。 

 

因為路加的焦點放在彼得、保羅以及較不為人知的司提反和腓利身上，而不是

耶穌最初的十二個門徒/使徒，因此，更正確的書名或許應該稱為〈聖靈透過使徒

和初代基督徒領袖繼續耶穌事工之行傳〉。 

使徒行傳說明並向我們顯示神如何透過初代教會行奇事，進而改變這個世界。

使徒行傳中，我們讀到: 

• 有關聖靈的能力如何澆灌在聖徒身上; 

• 有關彼得在五旬節的講道，數千人因此信主; 

• 有關神蹟奇事和剛強的基督徒團體; 

• 同時也讀到司提反因信心殉道， 

• 腓利將福音傳至撒馬利亞， 

• 和最後引導保羅至羅馬的著名宣教行程等。 

路加福音裏，耶穌必須進入耶路撒冷以完成他對全人類的救贖計畫，使徒行傳

則讓我們看見救贖的好消息是耶路撒冷開始直傳到地極，它記錄著福音如何成功地

從耶路撒冷前進到羅馬。 

 

使徒行傳: 路加福音的續篇 

大部分的學者相信路加福音的作者同時也寫了使徒行傳。他原來的想法是將一

本書分成兩個部分: 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而初代教會之間也是以這種方式流傳。



到要第二世紀，路加福音與其他三卷福音書並列，使徒行傳使單獨留存於世。一些

有力的證據顯示，路加在講述整個故事時，起初的想法乃是將這兩卷書合為一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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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照傳道的人

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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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 

路 加 福 音 1:1-4 

1 提阿非羅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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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徒 行 傳 1:1-2 

 

 

 

  



 

2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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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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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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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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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如火燄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

上。4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51 正祝福的時候，他就離開他們，被

帶到天上去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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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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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殿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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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徒 行 傳 2:4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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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35 照各人

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使 徒 行 傳 4:32-35 

 

 
23 但知道聖靈在各城裡向我指證，說有捆鎖與患難等待我。24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

，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

的福音。         使 徒 行 傳 20:23-24 

 



 

  



 

 

 

  



實際上整卷使徒行傳最重要的角色乃是聖靈, 祂以類似的方式在彼得和保羅的身上

作奇妙的工。我們可以從以下的對照看出一些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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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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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 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 

16:5 於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 

19:20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就是這樣。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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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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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徒 行 傳 28:30-31 

 

 

 

 

我們是否應該將使徒行傳當作一種規範(normative)，讓每個世代的教會都遵循

初代教會的經驗和慣例？或者它僅僅是對初代教會的重要性和啟發性的敘述

(descriptive)，卻不一定對我們有約束力量？無庸置疑，這是當我們學習解讀使徒

行傳時將面臨到的最重要議題。 

一方面如果我們將使徒行傳當成是純粹性的敘述，那麼為什麼需要讀它？描述

初代教會的相關事務，對我們是否有任何助益？更何況沒有跡象顯示路加認為初代

教會是絕無僅有的; 



另一方面，若是將使徒行傳作為規範，我們是否需要依循初代教會所有的行事

，包括爭競、淫亂和異端？是否作決定時也採用遙籤的方式？是否應該凡物公用？

神是否也會像審判亞拿尼亞和撒非喇一樣內審判我們(因撒謊而猝死)？ 

我們見到使徒行傳時，究竟應該將它視為規範或敘述？` 

在展開使徒行傳的詮釋之旅前，我們相信〈兩者都是〉的方式，應該是最適當

的(亦即有些是規範，有些則是敘述) 。 

這就表示使徒行傳中跨越鴻溝的原則之橋在本質上是相當複雜的，其困難在於

分辨哪些是今日教會的規範，哪些不是。分辨時又要依據什麼基準？ 除非想通這

一點，否則我們仍然是憑自己的直覺選擇。 

底下是我們提供的一些準則，作為今日教會決定使徒行傳中哪些該成為規範時

的依循。 

1. 探尋路加試圖傳達什麼信息給讀者。 

當我們找到路加的用意時，便可發現經文中的規範意義。 

例如，使徒行傳第八章，我們讀到腓利的事工，有關撒瑪利亞人和埃提阿伯太

監的悔改與受洗。讀完這些事件之後，我們不禁要問: 

• 巫術的性質是什麼？ 

• 為何撒馬利亞人信主時聖靈卻未降臨？ 

• 西門是否失去他的救恩，或者他從未得救過？ 

• 神的使者如何與腓利說話？ 

• 受洗時需要多少水？ 

• 當經上寫著主的靈把腓利提了去，它真正的含義是什麼？ 

這些問題，卻不是路加在這一章所要傳達的重點。 

經文在路加的綱要裡，乃著重於福音如何從專屬猶太人的領域中拓展出去，因

此使徒行傳8章兩個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撒瑪利亞人和一個太監的信主。 



在正統的猶太人眼中，他們都被認為是不潔淨的。而這一章對於今日的基督徒

， 最主要的應用不在於聖靈降臨的時機和影響，也不在於受洗時需用多少的水，

或者悔改後多久必須受洗的問題，而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應順應這段經文的呼召，決

定究竟誰是這個世上的撒瑪利亞人和太監。基督徒的事工不能忽略那些(不可觸摸)

或被排斥的人 

當然，我們無法完全確定路加的原意，但我們可以找出接連這些故事的共同主

題和模式。 

這裏我們將探索路加寫給他的讀者的要旨。或許我們會問:"撒瑪利亞人和太監的

共同點是什麼"？撒馬利亞人是混血兒，而太監則是身體有缺陷的人。兩者在某種

程度上都是被宗教和社會所排斥的人。路加的規範性信息就是: 

耶穌基督的福音已經打破原先阻礙人們來到神面前的隔閡。 神接納我們，並非

因我們有一個健全的身體，或是出生在世界的某個地區，而是因為衪藉祂的獨生愛

子為我們所做的。 

在尋求使徒行傳的規範時，作者的原意應該優先於我們的好奇心。 

2. 找尋故事中正面和負面角色的例子。 

路加希望我們仿效正面的人物，如: 司提反、巴拿巴、呂底亞和西拉。不要追隨

亞拿尼亞，撒非喇，行邪術的西門或希律王的腳蹤。這是理所當然的。 

路加或許希望大部分書上所記載的基督徒行為，可作為後世信徒的典範。當然

，並非所有情況都適用 (例如十三章13節馬可離開宣教團隊; 參考十五章38節) ，但

卻不失為一個好的一般性原則。 

這個遵循正面的榜樣並避免負面影響的準則，當論及使徒時，便會產生一個重

要的問題。除了使徒行傳14章4節和14節中，將保羅和巴拿巴稱為使徒之外，路加

將使徒的定義局限在耶穌起初所揀選的12個人。 



當猶大丟棄他的位分，馬提亞被揀選來頂替他的位置時，彼得在使徒行傳第一

章解說了使徒的條件: 

21 所以，主耶穌在我們中間始終出入的時候，22 就是從約翰施洗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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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徒 行 傳 1:21-22 

就這個意義來說，使徒的身份乃是獨一無二的。並不是我們可以照本宣科的。 

在詮釋之旅的過程中，我們必須確認當時聽眾與我們之間的差異。  

使徒的認定就是差異的一部分。簡單地說，我們都不是使徒。在救恩歷史中，

我們希望看到主籍著使徒行使神蹟奇事，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就像使徒行傳裏大部

分的神蹟，都是經由使徒之手完成的。 

然而主也讓司提反(6章8節) ，腓利(8章6節) 及巴拿巴 (14章3節; 十五章12節) 行

異能奇事。這些人並非起初的12使徒(雖然巴拿巴廣義來說也被稱為使徒)。 

我們在這裏的目標，並非用狹隘的解經方法，來限制聖靈的作為; 然而我們沒有

看到路加要求使徒行傳的每一個人物，都必須行使〈使徒的〉神蹟，才算是基督忠

心的跟隨者。使徒行傳裏，有許多人物都給了我們很正面(我們稱之為典範)的範例

，然而他們不一定行〈異能奇事〉。 

研讀使徒行傳時，你會有一個鮮明的印象，那就是路加認為最大的神蹟，乃是

聖靈運行在人心裏，以至於人們對耶穌基督的福音能夠有所回應。 

3. 根據使徒行傳整體性的敘事和新約聖經其他卷書研讀的個別的經文。 

某些情況下，整個故事的漸進性，可以提供一個清楚的分際，決定一段經文裏有哪

些部分屬於規範。任何違反故事整體性發展的解釋，都不能稱之為規範。例如，徒

19:1-7節，對於保羅在第2節所提出的問題，我們會感到好奇:"你們信的時候受了

聖靈沒有"？ 



1 亞波羅在哥林多的時候，保羅經過了上邊一帶地方，就來到以弗所；在那裡遇見

幾個門徒，2 問他們說：你們信的時候受了聖靈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也未曾

聽見有聖靈賜下來。3 保羅說：這樣，你們受的是甚麼洗呢？他們說：是約翰的洗

。4 保羅說：約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訴百姓當信那在他以後要來的，就是耶穌

。5 他們聽見這話，就奉主耶穌的名受洗。6 保羅按手在他們頭上，聖靈便降在他

們身上，他們就說方言，又說預言。7 一共約有十二個人。 

 

解釋這段經文時，是否應該將兩階段的悔改當成是所有基督徒的規範？換句話

說，所有基督徒是否應該先相信耶穌(第一階段)，然後才接受聖靈(第二階段)？ 

從徒1:8整體架構來看(耶路撒冷，猶大，撒瑪利亞，地極) ，顯然我們無法將兩

階段的悔改作為規範。如以下圖表所示，使徒行傳的敘述，顯示聖靈澆灌在信徒身

上，乃是以國界和種族的階段作區分: 先是猶太人，然後是撒馬利亞人，最後是外

邦人，這是聖經史裡的故事開展的過程 。 

 

一旦我們看完十章以後，就再也沒有需要克服的種族隔閡了。從此以後，相信

耶穌並接受聖靈，似乎變成為個人性的經歷(使徒行傳11章17節；羅馬書8章9節下

) 。 



仔細推敲之下，使徒行傳19章也是這個真理。保羅的問題顯示他在以弗所遇見

的〈門徒〉，他們並不相信耶穌，而是施洗約翰的追隨者。他們未曾聽說五旬節，

而且接受的是施洗約翰悔改的洗，而不是基督的洗。簡言之，他們必須承 耶穌是

真正的彌賽亞，並且 接受聖靈。這就是保羅等人所做的。 

我們鼓勵你在決定一段經文中的規範時，以使徒行傳整體的文意，作為判定的

分野。 

4. 查看使徒行傳其他經文，以釐清何者方為規範。 

當你讀到徒2:42-47和徒4:32-35時，有關初代教會變賣田產家業並共享收入時

，也許你會懷疑使徒行傳是否教導基督徒應該放棄個人財產，與他人共享資源，並

且加入某個團體(當然是基督徒性質) 。而他們對於那些需要的人所擁有的敏銳心腸

、傾力資助的慷慨、一顆願意順服的心，都讓我們油然生起仿效的意願。  

使徒行傳是否認為團體生活是新約時代所有教會的規範？ 

此時 唯有察看使徒行傳其他的經文方能找到答案。 

關於使徒行傳2章和4章的問題，在第5章的經文中如何幫助我們看到一些線索

。使徒行傳5:3-4，彼得面對亞拿尼亞在變賣田產這件事上欺哄聖靈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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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你自己的麼？既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麼？

你怎麼心裡起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                使 徒 行 傳 5:3-4 

  



5. 找尋重複的模式和主題。 

在應定什麼是今日教會的規範時，最重要的準則，乃是透過整本使徒行傳中不斷變

換的故事，找出持續不變的主題和模式。使徒行傳裏的幾個主題：聖靈的作為；神

的主權；教會的角色；禱告；受苦；給猶太人和外邦人的福音；以及見證的能力，

這些都可以作為歷代教會的規範。通過持續不變的模式作為準則， 藉以認定何者

方為規範時所涉及的因素： 

在徒1:23-26 信徒們如何選擇人選以頂替猶大的位置： 

23 於是選舉兩個人，就是那叫作巴撒巴，又稱呼猶士都的約瑟，和馬提亞。24 眾人

就禱告說：主阿，你知道萬人的心，求你從這兩個人中，指明你所揀選的是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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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眾人為他們

搖籤，搖出馬提亞來；他就和十一個使徒同列。                        使 徒 行 傳 1:23-26 

 

那麼使徒行傳裡，神如何將他的旨意顯明給他的信徒？有沒有任何重複的模式

？仔細閱讀使徒行傳，你會發現神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帶領祂的子民。他使用: 

 

規範不在於神如何帶領祂的子

民，而是神在帶領祂的子民。

不變的真理是，神以不同的方

式引領我們的道路。這是我們

可以確定的。 

 

另外一個已找尋重複的模式作為確認是否違規範的例子，是和人們領受聖靈是

所發生的情況有關。徒2:4告訴我們，當人們領受聖靈時他們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



說起別國的話來。我們是否因此斷定，使徒行傳教導我們一個擁有聖靈的人必須要

會說方言？ 

解釋性的原則提醒我們必須問此問題：這個模式是否重複出現在使徒行傳其他地方

？以下是我們發現一個人在領受了聖靈之後 所發生的情況： 

當人們領受聖靈時，他們會講述自己的經歷，卻不見得都說方言。他們也可能作見

證，說神的話，講道，或説預言。這裏持續發生的現象(除了8:15-17並無提及外) 

就是，當人們領受聖靈後會講述自己的經歷。我們可以說，聖靈賜下能力讓人可以

做某種形式的講道是一個規範，而一個經歷過神的人，必定會傳講。 

最後一個尋求重複模式的例子乃是，使徒行傳裏有關傳講福音的性質。使徒行

傳中的教導是否有任何關於今日基督徒宣教和傳福音的規範？是的。我們看到三個

主要特徵，持續出現在使徒行傳裏 

1. 信息持續地傳播，福音的影響力不斷地擴散。根據使徒行傳，我們相信有關耶

穌基督的真正福音將散佈於整個社會，並且改變人們的生命。 

2. 基督耶穌基督的福音不會改變。福音的信息始終如一: 耶穌基督的降生，受死和

復活。緊接著是回應的邀請。使徒行傳10:39-43是典型的經文。 

39 他在猶太人之地，並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有我們作見證。他們竟把他掛在

木頭上殺了。40 第三日，神叫他復活，顯現出來；41 不是顯現給眾人看，乃是顯現

給神預先所揀選為他作見證的人看，就是我們這些在他從死裡復活以後和他同吃同



喝的人。42 他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作審判活人、死人的

主。43 眾先知也為他作見證說：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使 徒 行 傳 10:39-43 

3. 福音的訊息乃是為配合特定的聽眾而設計。這不表示福音的內容必須改變，而

是作一些彈性的調整，以確保它達到最大的接受度。 

在跨文化的名詞裏，我們稱之為落實在時代裏的福音 (contextualizing gospel) 

。傳福音給猶太人時，傳道人通常使用舊約聖經和以色列的歷史作為吸引他們的基

準。至於外邦人，則以神是宇宙的創造者為訴求。 

在傳講福音的這個主題上，使徒行傳傳教導我們必須緊緊抓住福音的核心， 但

我們也要願意按照聽眾不同的本質，修正我們的傳達方式。 

 

要確認使徒行傳裏的規範，找尋重複的模式和主題是相當重要的。但這個原則

卻也可能被濫用。例如，有些人認為保羅有時以乘船的方式前往宣教，因此認定所

有宣教士都應該坐船而不能搭飛機。 

仔細考察書上的記載，保羅並不是每次都坐船，有時他也走路，有時保羅根本

沒有選擇的餘地。對於當時的人而言，船是最快，最現代化的交通工具。 

使徒行傳所呈現的這個原則，不在於應該走路或乘船，而是以最恰當 旅行方式

事奉主。 

使徒行傳確實是一段屬靈的歷險記！耶穌在世時開始的事工，而今祂藉著聖靈

降下也能力給教會，將福音傳遍於全世界，至今他仍繼續做事。 



為了抓住使徒行傳的要旨，首先我們必須尊重它乃是為了神學的目的而寫的故

事(亦即神學歷史)。這表示我們在福音書裏所學的解釋方法，仍然適用於使徒行傳

。硏讀使徒行傳最困難的問題在於如何處理差異嘅鴻溝，以及認定何者是今日教會

的規範。我們建議以 的準則: 

• 找尋路加試圖傳達什麼信息給讀者。 

• 找尋故事中正面和負面角色的例子 。 

• 根據使徒行傳整體性的敘事研讀過別的經文。 

• 查看使徒行傳其他的部分以作為釐清。 

• 找尋重複的模式和主題。 

決定何者為規範性，何者為敘述性，是一項艱鉅的任務。身為信徒，我們希望

了解使徒行傳的全部內容，而不願意誤導神的旨意。 

兩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並不是件容易的事。使徒行傳裡，你若發現某個實例

無法運用上述五項原則作為判定的論據，在你宣告他是一項規範之前，請先作精密

的思考。 

除了這些準則之外，或許有其他的原則能夠幫助你區分哪些是規範或描述。當

你在解初代教會的產生活與成長這個動人的故事時，本章所談的一切，可以激勵你

成為一個更忠實的詮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