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徒1至7章、徒11至15章 

使徒行傳：雙城記 



徒1至7章 

耶路撒冷教會的 
生機、危機、轉機 



• 天國福音在耶路撒冷1-6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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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天國福音在撒瑪利亞及往南方發展6-9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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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1） 

耶路撒冷教會的生機 



十字架福音首先從耶路撒冷教會傳開，
主耶穌在此傳道、受審、判刑、被殺、
埋葬、復活、升天。教會在這城開始和
發展。 
 

耶路撒冷教會：天國福音的起點 



1. 清心 Purity （2:41-42，4:2-35，5:11-16） 

2. 熱心 Passion（2:44-47，6:4） 

3. 逼迫 Persécution（4:17-18，5:40，6:59，8:1) 

4. 能力 Power（1:8，2:1-4，2:14-40，3:6-8，4:8-

22，5:17-21，5:1-11) 

 

耶路撒冷教會的特點（2至7章） 



• 同心敬拜：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
擘餅，祈禱（2 :42） 

• 無私奉獻：犧牲的愛，凡物公用（2 :43-45） 

• 信任教會領袖：公平公正的帶領 

• 亞拿尼亞夫婦欺哄神， 破壞教會純一清潔，
聖靈執行紀律，保持教會的純潔（5:1-11 ） 

 

清心 



• 渴望團契相交：信的人都在一處（2 :44） 

• 火熱愛主愛弟兄：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
需用的分給各人（2 :44-45） 

• 熱心遵行主吩咐 ：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
裏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 常讚美神，與人關係也好（得眾民的喜愛） 

• 使徒常常禱告傳道（3 :1，6 :4） 
 

熱心 



• 撒但不斷加強對教會的威脅、打壓和逼害 

• 各會堂代表與司提反爭辯，敵擋不住最後殺了他 

• 司提反的死揭開耶路撒冷教會受逼害的序幕（8 :1） 

• 教會受逼迫的衝擊： 

• 福音從耶路撒冷傳到猶太和撒瑪利亞 

• 腓利在撒瑪利亞傳道，把福音藉埃提阿伯大監傳
到非洲 

• 掃羅未信主前逼迫教會甚至追到大馬色 

 

逼迫 



• 聖靈降臨使軟弱無學的門徒有能力（1 :8，2 :1-4） 

• 聖靈為主作見証的恩賜（2 :4） 

• 講道及門訓的能力（2 :14-41） 

• 聖靈醫治的能力（3 :6-8，5 :12-16） 

• 聖靈給人口才辯論和見証的能力（4 :5-22，
5 :26-33） 

• 聖靈把人從獄中釋放（5 :17-21） 

• 聖靈在教會中執行管教審判的權柄 （5 :1-11） 

 

能力 



馬丁路德認為教會有七個特徵 

1. 認罪和堅信基督 

2. 高舉神的話 

3. 服事 

4. 敬拜 

5. 受苦 

6. 受浸 

7. 主餐 



清教徒時代認為「真教會」有三個特徵 

1. 明確教義（約8:31，47，14:23，加1:8-9，
提後3:16-4:4） 

2. 正確執行聖禮（林前10:14-17，11:23-30） 

3. 正確執行紀律（太18:17，徒20:28-31，
羅16:17-18，林前5:1-5，13，14:33，
40，加6:1，弗5:6，11，帖後3:14-15，
提前1:20，5:20，多1:10-11，3:10，啓
2:14-16，2:20） 



健康教會八個特徵 

1. 高舉基督、追求榮耀神 

2. 敬拜、讚美、禱告，以神為樂 

3. 忠於聖經真理的牧養和教導 

4. 有異象和使命，火熱傳天國福音 

5. 認罪、悔改、重生，過聖潔生活 

6. 彼此相愛、遵行真理、順服帶領的肢體 

7. 著重門徒訓練，執行教會紀律 

8. 彼此同心、謙卑配搭的屬靈帶領 

 



教會面對外來的反對和逼迫 

• 應驗大衛的預言（徒4 :25-26、詩2 :1-2） 

• 應驗耶穌的預言（太5 :11-12、10 :16-23） 
 

初期教會的危機和轉機 



外來危機1：（徒2 :12-41） 

人閒言冷語譏諷聖靈降臨的工作 

怎樣化解？ 

彼得和使徒把握機會為主作見証 

結果： 

聖靈作工、門徒添了三千 
 

世界譏諷神和教會 



外來危機2：（徒4 :1-35） 

彼得治好瘸腿的人，公會因耶穌遺留的影響感
煩惱，捉拿使徒，拘押審判 

怎樣化解？ 

彼得和約翰勇敢見証，公會感無奈，恐嚇一番，
便釋放 

結果： 

同心讚美、彼此相愛、迫切禱告，更被聖靈充
滿，放膽講論神的道。 
 

世界恐嚇耶穌的見証人 



外來危機3： （徒5 :17-25） 

大祭等人和公會滿心忌恨，把使徒收監 

怎樣化解？ 

神作工，天使把他們釋放，鼓勵勇敢傳道 

結果： 

大祭司等人因怕百姓不敢再用武力拘捕使徒 
 

公會打壓教會的擴展 



外來危機4：（徒5 :26-42） 

公會的人極其惱怒，想要殺他們 

怎樣化解？ 

教法師迦瑪列解圍，給公會下台階，神暗中保
守 

結果： 

打使徒、再次恐嚇、使徒歡喜配為主名受辱， 

繼續在殿裏和家裏教訓人和傳耶穌是基督 

公會再次拘捕使徒 



外來危機5：（徒6 :8-7 :60） 

眾會堂的大與司提反辯論 

發展：司提反被聖靈充滿見証主，看見主迎
接他進榮耀去 

結果：猶太人硬心拒絕，司提反殉道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
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
各處。8 :1 

殺害聖徒：司提反殉道 



1. 世界譏諷神和教會 -- 把握機會作見証 

2. 恐嚇耶穌的見証人 -- 靠主有勇敢 

3. 公會打壓監禁使徒 -- 神作工 

4. 公會再次拘捕使徒 -- 神暗中保守 

5. 反對辯論不成殺害 -- 聖靈充滿歡然見主 
 

教會如何面對撒但的反對 



危機1：亞拿尼亞、撒非喇欺哄聖靈（5 :1-11） 

教會首次的內部隱患 

• 假冒為善的禍害，名實不乎的獻上 

• 愛人不可虛假（羅12 :9） 

• 給魔鬼留地步（弗4:27） 

• 撒但充滿內心（路22 :3） 

• 同心欺哄聖靈（5 :3-4, 約壹2 :21-23） 

• 試探主的靈（5 :9，林前10 :9，來3 :9） 
 

教會的內在危機和轉機 



怎樣化解？ 

• 使徒屬靈的判斷 

• 聖靈顯出人的隱情陰私…神保存教會純潔 

• 聖靈即時執行教會紀律 

結果： 

• 夫妻死亡，全教會和聽見的都甚懼怕 

• 主藉使徒行許多神蹟奇事（醫治、趕鬼），耶
路撒冷四圍的人全得醫治 

• 百姓尊重使徒，信而歸主的人增添很多 

教會的內在危機和轉機 



危機2：忽略寡婦需要引起的怨氣（6 :1-6） 

使徒召開大會，明確指出使徒的職份和責任（屬靈
帶領、判斷事情大小輕重次序） 

怎樣化解？ 

• 分辨清楚教會不同崗位的職能和責任 

• 按靈命選出事奉的人選（七個執事） 

• 同心順服帶領和同心處理問題 

結果： 

神的道興旺、門徒加增甚多、許多祭司信從這道 

 

初期教會的內在危機和轉機 



• 被聖靈充滿帶出能力 

• 靠耶穌基督的名行事的能力 

• 神的幫助和加力（救使徒出監） 

• 使徒的屬靈判斷和帶領 

• 眾人彼此相愛、順服使徒帶領 

• 眾人同心同靈地作工、祈禱 
 

初期教會轉危為安的原因 



• 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2 :38、8 :16、10 :48） 

• 奉耶穌的名治病（3 :6、4 :10） 

• 奉耶穌的名教訓人（4  :18） 

• 奉耶穌的名行奇事（4 :30） 

• 傳神國福音和傳耶穌的名（8 :12） 

• 奉耶穌的名傳道叫人有膽量（9 :27） 

• 奉耶穌的名趕鬼（16 :18） 

 

耶穌基督名的能力 



• 同心順服帶領（2:42 ） 

• 同心合意讚美（4 :24） 

• 同心合意祈禱（4 :31） 

• 同被聖靈充滿（4 :31） 

• 更有膽傳神道（4 :31） 

 

教會怎樣面對外來困難？ 



• 選出使徒 (徒 1:24-25) 

• 選出執事 (徒 6:6)  

• 彼得放監 (徒 12:5) 

• 選出長老(徒 14:23)  

• 首次差傳 (徒 13:2-3)  

 

初期教會禱告的見証： 



• 人不自覺地以知識代替了生命、以在教會
的年日和事奉崗位取代了謙卑受教的態度 

• 由於人的自義所致。不應單看罪行，罪行
只反映人的心思，人心裏若埋藏驕傲和自
是， 他的自義和固執已為撒但的試探鋪路，
失敗跌倒只是時間的問題 

• 由於他的自我非常大。自我是由性格和成
長的背景塑造而成，跟隨主卻要放下 

為何失去受教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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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彼得說： 『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
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
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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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領
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
三千人，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
擘餅、祈禱。（徒 2:37-42） 

聖徒的得救與自救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
自己，在聖靈裏禱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 

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憫，直到永生。猶
20-21 

 

那能保守你們不失腳，叫你們無瑕無疵，歡歡
喜喜站在他榮耀之前的，我們的救主獨一的神，
猶24 

 

聖徒的得救與自救 



徒11-15 章 

活像基督的教會： 
安提阿教會 



安提阿教會的特色： 

1. 跨文化宣教（ 11 :19-20 ） 

2. 主與他們同在（ 11 :21） 

3. 教會增長：信而歸主的人多（ 11 :21） 

4. 受教的心：勸勉眾人立定心志，恆久靠主
（ 11 :23） 

5. 教牧同心：巴拿巴找掃羅一同事奉
（ 11 :24-25） 

6. 社會好評：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
（ 11:26） 

 



安提阿教會的特色： 

7. 愛心關顧：捐錢給受災的耶路撒冷教會
（11:27-29） 

8. 慷慨損助：把捐項託人送到眾長老那裏
（11:30） 

9. 教牧恩賜：有幾位先知和教師（13 :1） 

10.彼此配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巴拿巴和
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分封
之王希律同養的馬念，並掃羅（13 :1） 

 



安提阿教會的特色： 

11.禱告禁食的服侍（13 :2-3） 

12.教會有異象和使命（13:3） 

13.聖靈引導新事工（13 :2） 

14.差傳教會：差派最強的宣教隊出去（13 :2） 

15.外邦宣教的肯定：巴拿巴和掃羅的差傳報告
（14 :26-27） 

 



安提阿教會風暴：扭曲的福音（徒15） 

教會風暴的由來 

徒15:1有幾個人，從猶太下來，教訓弟兄們
說：你們若不按摩西的規條受割禮，不能得
救。2保羅巴拿巴與他們大大的分爭辯論，眾
門徒就定規，叫保羅巴拿巴和本會中幾個人，
為所辯論的，上耶路撒冷去，見使徒和長老。 

 



• 權威的由來（從耶路撒冷教會來的…15 :1） 

• 名望的考慮（那些有名望的人…加2 :6，12） 

• 歷史的問題（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約
4 :22） 

• 新舊約交接（教會怎樣從舊約過渡到新約
的問題） 

• 真理的純正（救恩的根據…加5 :1-12） 
 

教會風暴的由來 



• 大大的分爭辯論（15 :2，6） 

• 保羅、巴拿巴都不能平息辯論 

• 猶太教律法主義對初期教會和福音的影響 

• 更改了的福音（加1 :6-10） 

• 動搖信心、削弱同心 

• 破壞過去使徒的工作（建造教會和差傳事工） 
 

對教會和福音的衝擊 



• 差代表上耶路撒冷見使徒和長老 

• 期待使徒們給最終指引 
 

教會處理的方法： 



• 鼓吹行律法和傾向猶太文化的信徒有強大
勢力（15 :5） 

• 彼得曾見異象、神又吩咐傳福音給外邦人、
聖靈也印証，奉行割禮的人尚且與彼得爭
辯，可知他們有後台（11 :2） 

• 有些偷進來的假弟兄為要作領袖制造影響
（加2 :4） 

• 初期教會首次領袖議會 
 

耶路撒冷教會首次說明教義（釋法） 



• 頗有規模體制 

• 使徒長老帶領（15 :2-4，6，22-23） 

• 召開領袖議會 

• 雅各作大會主席 
 

初期教會首次領袖議會 



• 領袖議會中雙方作辯論（15 :6-7） 

• 彼得憑使徒身份和向外邦人傳道經歷再次發言 

• 保羅巴拿巴作見証（15 :12） 

• 雅各最終表言（15 :13-21） 

• 教會最後議決 

• 用領袖議會名義寫信給外邦人教會堅定他們的信心 

• 差派猶大和西拉與保羅巴拿巴同回到安提阿教會 

• 加上耶路撒冷教會公函通知教會 

 

耶路撒冷教會怎樣處理 



1. 喫祭偶像的物：（食物）與假神（不信人
之良心）與鬼魔有關（神不喜悅） 

2. 血：（食物）摩西律法前神的吩咐 

3. 和勒死的牲畜：（食物）為猶太信徒良心
原故而守 

4. 姦淫：普世性 

 

耶路撒冷教會公函條例的規範性 



15:30他們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
眾人，交付書信。 

31眾人念了，因為信上安慰的話，就歡喜了。 

32猶大和西拉也是先知，就用許多話勸勉弟
兄，堅固他們。 

35但保羅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許多
別人一同教訓人，傳主的道。 

  
 

安提阿教會得安慰 



1 為聖經真理教義上的辯論： 

假師傅的錯誤教訓、真師傅的錯誤教訓 

•  假人假道、假人真道、真人假道、 真人真道 

2 為教會行政事務上的辯論： 

假弟兄的辯論、屬肉氣弟兄的辯論 

如何處理教會分爭？ 



• 教會領袖要有屬靈判斷 
•判斷：重要真理教義、次要真理教義、 
•判斷：教務或人事糾紛 

• 基於聖經原則 

• 以神的榮耀和主的名為重 

• 憑愛心行事、 也不犧牲真理原則 

• 教會領袖們或教會內部商討、判斷、審理 

• 不應告狀告到不信的人那裏 

 
  

 

處理教會分爭原則： 



• 最終權柄來自神和神的揀選（11:17-
18） 

• 防備文士和法利賽人的酵（太16:12） 

• 保持福音的純正（11:2，提後1 :13-
14） 

• 常常教導和加強教會認識真理（11:32，
提前4 :6，11-16） 

 

如何堅守福音真理？ 



林前 4:1 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 
神奧祕事的管家。2 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
有忠心。3 我被你們論斷，或被別人論斷，
我都以為極小的事，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
4 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卻也不能因此得以
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 

 

吳主光弟兄： 【 聖經中分辨大小事】 
 



保羅的榜樣：被人論斷都以為是極小的事，
因為： 

任何人都是「小人」，他們的屬靈份量都是很有限； 

任何人論斷的準確程度都不高； 

任何人論斷的影響都不大； 

自己也不論斷自己，因為連自己論斷自己也不準確； 

自己不覺得有錯（被冤枉），也不能因此稱義； 

最重要是主的論斷，因為祂最準確，最公義，最有權
威施行報應； 

保羅的情緒不受別人和自己影響（足見保羅的靈程很
高）； 



聖經中分辨大小事情的實例 

小事 

吃虧，受損是小事 

被人打左臉和右臉是小事 

被人論斷是小事 

瓦器破裂是小事 

受逼迫是小事 

喝苦杯是小事 

被人出賣是小事 

我們的生與死是小事 

神的用人受各樣的苦是小事 

大事 

彼此告狀，羞辱主名是大事 

失去神兒子的氣質是大事 

被主論斷是大事 

讓裡面寶貝發出能力是大事 

得天上的賞賜是大事 

讓天父的旨意成就是大事 

完成救贖工作是大事 

主在我們身上顯大是大事 

行事叫人有妨礙，以致這職份
被人毀謗是大事 



聖經中分辨大小事情的實例 

主認為付錢交稅是小事 

捐錢救濟耶路撒冷的貧窮猶
太弟兄是小事 

工人得工價是小事 

 

財寶積在地上是小事 

不能富足是小事 

 

肉眼瞎是小事 

殺身體是小事 

捥眼砍手是小事 

觸犯（絆跌）他們是大事 

叫外邦人和猶太人合一是大事 

 

影響天上賞賜減少是大事（林
前9:17-18） 

財寶積在天上是大事 

讓所多瑪王有機會說，是他叫
我們富足是大事 

心眼瞎是大事 

將身體和靈魂一同丟在地獄裡
是大事 

全身丟在地獄裡是大事 



聖經中分辨大小事情的實例 

當面抵擋彼得是小事 

事奉勤勞忠心是小事 

恩賜運用的成果是小事 

賙濟窮人是小事 

施洗約翰認為自己衰微是小
事 

主認為耶路撒冷聖殿被毀是
小事 

摩西認為殺弟兄三千是小事 

毀謗一個神僕人是小事 

影響外邦人不能因信稱義是大事 

對主失去起初愛心是大事 

加上愛心使之能造就人是大事 

在主身上作美事是大事 

新郎娶新婦是大事 

 

用心靈誠實敬拜以討神喜悅，得神同
在是大事 

耶和華若不肯同行是大事 

 

因而得罪他的神是大事 



聖經中分辨大小事情的實例 

犯大罪行姦淫是小事 

不明白主的血可喝，主的肉
可吃是小事 

對付哥林多教會犯罪份子是
小事 

一生不吃肉，不喝酒是小事 

將大磨石綁在人頸項上沉在
海裡是小事 

長期容忍稗子在教會裡是小
事 

我饒恕別人的過犯是小事
（十兩） 

讓仇敵大得褻瀆的機會是大事 

若因而退去，放棄永生之道是大事 

全教會因而落在憂愁氣氛之中，以
致可能中魔鬼詭計是大事 

絆倒一個主所救贖的人是大事 

 

絆跌一個小子是大事 

 

因為拔稗子而影響麥子也被拔出是
大事 

主饒恕我的過犯是大事（一千萬兩）  



聖經中分辨大小事情的實例 

管理自己的家是小事 

娶妻是小事 

埋葬死人是小事 

管理飯食是小事 

吃甚麼喝甚麼是小事 

管理神的家是大事 

服事主是大事 

跟隨主救人進入永生是大事 

專心祈禱傳道是大事 

先求神的國是大事 



怎樣看事物 

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 
•都是領受的（林前4:7） 
•自己也經過多年才能改進，何必逼別人立刻到達自己的程
度； 

•神看中人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不多
（林前1:26） 

•「我知道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羅7:18） 
•「我若必須自誇，就誇那關乎我的軟弱的事便了」（林後

11:30） 
•「連我自己也不論斷自己」（林前4:3） 
•「神啊，求你鑒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
意念，看在我裡面有甚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
路。」（詩139:23-24） 



怎樣看事物 

看事物要從多種角度： 

•神的角度； 

•別人的角度； 

•永恆的角度； 

•屬靈的角度； 

•救恩的角度； 

•整體的角度； 



怎樣看事物 

小心影響我們看得不準確的因素： 

•情緒波動； 

•「自尊心」（自我中心）作祟； 

•以偏蓋全； 

•小原則蓋過大原則； 

•公義大過慈愛； 

•批評多過欣賞； 

•失去自己屬靈的身份； 

•用「理想」的量器量別人，用「詭詐」的量器量自己； 

•自己眼中有樑木不覺得，別人眼中有剌卻說看得清楚（例:石
打淫婦）； 

•忘記任何小子都可能是天使，是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