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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聖靈等候聖靈 使徒行傳第一章

耶穌基督被接升天之前，

跟門徒在最後的四十天相聚的時刻，

好像是耶穌基督跟門徒們有一個四十天的密集課程。

一3 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神國的事。

復活的基督，成為初代教會最重要的福音的憑據。

哥林多前書十五章 ─復活的憑據，

這四十天就是非常的關鍵期，

極多的門徒 ─ 甚至有五百人，看見復活的基督基督

這段時間，耶穌基督用許多憑據，

將自己活活地顯給使徒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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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天當中，耶穌對他們講說神國的事…
整個四福音，都是關於神的國度耶穌基督的教導，

我們難免要問 ─ 到底門徒有懂嗎？

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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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徒所期待 ─地上的以色列國…
神的選民在主前 586 年被巴比倫王所滅

主前 168 年哈斯摩尼王朝被羅馬帝國征服

這時，選民是羅馬帝國之下的殖民地，

群居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外地，

很渴望的就是地上的以色列國要被重建。

耶穌復活了，門徒還是期望耶穌要來復興以色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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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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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聖靈的降臨、沒有受聖靈的洗，

門徒對屬靈的真理仍然是一知半解，

能否經歷使耶穌基督復活的能力，彰顯在生命中？

所以耶穌對他們說 ─ 要等候父所應許的…

聖靈的一段特殊時期 ─ 還沒有降臨在地上，

約翰福音 ─ 耶穌去，然後要差保惠師來…
所以這段時間門徒要等在耶路撒冷。

一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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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是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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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經文把受聖靈的洗，跟施洗約翰的教導作了連結…

路三16 約翰說：「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但有一位

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我就是給他解鞋帶也不配。

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第二章 ─ 五旬節的時候，聖靈降臨在門徒們的身上

第十章 ─ 聖靈降在哥尼流，一個外邦人百夫長的家人身上

聖靈的洗的預言，

包含預言性的指示

包含歷史性 ─ 如何應驗澆灌在初代教會的基督徒身上

聖靈的洗，施洗約翰出來服事的時候就預言預言了了……
耶穌延續施洗約翰所講的。有沒有應驗呢？？

‧神國的事‧受聖靈的洗‧使命的交付 ‧等候與禱告 ‧填補使徒空缺

林前十二13 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

是為奴的，是自主的，

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書信當中教導關於聖靈的洗…

這個真理非常周延，

先有預言性的 ─ 四福音、使徒行傳

預言應驗歷史性的 ─ 使徒行傳裡有兩回

使徒書信中的教導 ─ 關於聖靈的洗

路加寫作的時候，稱作聖靈的洗、

聖靈降臨、聖靈降在、聖靈澆灌，

會用不同的詞句，來描述同一件聖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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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在使徒行傳當代，是如何工作的呢？

耶穌教導 ─

要去傳福音、要等候聖靈的能力，

要聖靈降臨、也就是受聖靈的洗、也就是父所應許的；

耶穌基督要用聖靈與火給門徒施洗，他們要得著能力！

得著能力唯一的目的 ─ 作耶穌基督的見證

一些主內弟兄姐妹渴望聖靈的能力，

記得我們要非常準確的動機 ─

神的靈是聖潔的靈、全知的靈

聖靈的能力是專為著耶穌作見證

不是為著個人利益的、不是為著去使某人得益處…

所有聖靈的能力，是為著為主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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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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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父所應許的，要賦予這些人能力 ─

以致於跨越空間、跨越民族、跨越文化，

能夠直到地極、作主耶穌基督的見證 ─

這是聖靈賦予能力唯一的目的。

見證在希臘文稱作 martus ─ 跟殉道者同樣的字眼，

為耶穌作見證是用我們全部的生命、沒有保留的

為上帝而活是用生命的全部，

來表明耶穌基督是我生命的主

這是見證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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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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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聖經以雲彩來代表上帝的臨在…
耶穌仍然是以馬內利的上帝、與我們同在，

乃是救贖歷史進入了另一個階段 ─

道成肉身的耶穌已經不是與門徒同在，

約翰福音 ─ 祂去，然後差保惠師來。

耶穌耶穌升天有非常重要的神學意義 ─ 象徵祂的得勝，

祂不再被死亡拘禁、勝過了陰間死亡的權勢

祂是得勝的君王，

不是在地上，以色列人所期待猶太人的王

書信教導 ─ 祂升上高天、擄掠仇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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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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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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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非常戲劇化的描述 ─

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完成了救贖，

交待了門徒他們的人生使命；

耶穌被接升天、聖靈要降臨，然後祂還要再來。

耶穌的升天其實展開了救贖歷史當中新的一頁，

福音要開始勢如破竹的在主後第一世紀擴展開來

主耶穌基督被接升天，得勝的君王祂還要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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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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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群人藉著禱告，來等候父所應許的。

禱告的有哪些人呢？

提到了一些名單，就是十二個門徒，

約有一百二十個門徒一同聚集，

在橄欖山那個樓房裡面，同心合意的禱告。

路加寫作福音開展，用了非常多舊約背景的情境的情境……
最初福音是向猶太人，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猶太全地，，

福音最初是在猶太教、選民的圈子中，

證明耶穌就是基督

這位被殺的罪犯其實是得勝的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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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去，祂要差保惠師來，

人要作預備，怎麼樣預備呢？

第一步 ─禱告、等候，

同心合意的禱告。

一百二十個門徒，不是約略的數目，

又是猶太教的根源 ─

在被擄之後，猶太教的會堂興起，

十個猶太男人，可以有一個會堂的敬拜

一百二十個猶太男人，是一個最基本的公會

這是一個猶太人的色彩、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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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個使徒少了一個猶大，要補滿這個缺口…

禱告中，彼得在弟兄中站起來，他說明了 ─

不是耶穌基督沒有防備到叛徒猶大，

而是聖經當中預言了耶穌要被賣，

猶大他付上了生命的代價 ─ 仆倒而死；

彼得站起來講述 ─

我們要補滿十二個使徒當中的位分。

似乎透過猶大的陰謀把耶穌出賣 ─ 耶穌被釘十字架，

可是卻沒有辦法攔阻上帝的工作；

因著猶大的背叛，相對成全了上帝的心意，

沒有任何一個抵擋的勢力，能夠高過上帝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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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 詩篇寫著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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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九篇一○九篇

猶大這件事在上帝的計劃當中，雖然是一個悲劇、遺憾，

可是教會沒有因此就停住、就卡住…
所以立刻要來補滿猶大這個使徒的位分 ─資格…

一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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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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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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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名字

拉丁文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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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十六33 籤放在懷裡，定事由耶和華。

大祭司在他的胸牌裡有兩塊東西，

叫作烏陵跟土明 ─ 決斷的胸牌，

他們要作決定的時候，到大祭司面前去求問，

大祭司就用烏陵跟土明來決定是或否…
攻打艾城的時候有人偷拿了當滅之物，

抽籤來看是誰拿了當滅之物

掃羅王被膏立的時候也是用抽籤，

十二支派當中的便雅憫支派、支派當中的哪一家

由抽籤這個過程中，顯明上帝的榮耀。

他們禱告過了，然後用抽籤決定 ─ 抽出來是誰就是誰，

用這樣的方式來尋求上帝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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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聖經中唯一記載的就是這麼一次。

可是注意我們華人同胞的背景…
逢年過節，不信主的同胞喜歡去廟裡求籤，

─ 求一個上上籤…
如果求到的籤不合我的意呢？

我們都會說 ─ 不算不算、下次再來求籤。

我們讀聖經，求籤、掣籤，卻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不信主的同胞抽籤，抽到滿意的才算數

聖經中掣籤的時候，

乃是透過這樣的過程來尋求上帝的心意

整個掣籤的動作，有非常豐富舊約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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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等候父所應許的、等候聖靈降臨的這一段時間，

他們所作的預備。

預備當中，人的預備是最重要的，

以致於少了一個使徒，

他們要補滿十二個。

後來馬提亞，聖經再也沒有提過他…
使徒行傳寫作並沒有把每一個使徒的事蹟

統統報導出來，是選擇性的…
上帝恩待，這位馬提亞 ─

雖然後來沒有做了什麼偉大的事蹟，

可是門徒們、使徒們預備好了，

等候神的聖靈降臨。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
愛我們的耶穌， 我們感謝你，

你是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主。

在初代教會，你的聖靈依約而來，

按照你所應許的要降臨在教會；

也引導我們，讓我們仍然有這樣子的渴望 ─

我們要成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

在這個世代來承接福音的使命。

懇求你的聖靈也一樣感動、催逼我們每一個人，

在你的應許當中，我們真的知道 ─

在基督裡都是是的、都是真實的；

在使徒行傳裡面所看見的，

也一樣活化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