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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本身圣灵降临带来什么样的效果
 而是圣灵降临的目的 ─
装备了这些的门徒们，使他们有能力来见证耶稣，
他们用方言来见证神的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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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引用旧约圣经，说明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外在现象，
到底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随着彼得的讲道、神的话语被宣扬，教会被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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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并没有使听见神大作为、
从外邦回来的犹太人能够转而信主，
转 信主
是因为后面彼得的讲道。

彼得的讲道、圣灵的工作，带下了教会的诞生。

‧彼得的讲道 ‧拿撒勒人耶稣‧众人的反应‧初代教会生活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
「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
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
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巳初。
巳初是早上九点钟，不是喝酒的时间

二14

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
这
说
这是使徒行传记载初代教会的第一篇讲道 ─
引用圣经，用圣经来证明耶稣基督，

这就是证道。
在教会当中，讲道、宣读主的话是不可少的，
是聚集当中最重要的核心 ─
宣扬主的话、说明主的话。

‧彼得的讲道 ‧拿撒勒人耶稣‧众人的反应‧初代教会生活
彼得的讲
彼得的讲道引用了约珥书
约 书 (第二章28-32节)
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

二17-18

五旬节你们所看见的，就是
五旬节你们所看见的
就是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一百二十个门徒，只是开端，上帝是要浇灌凡有血气的。
 旧约约珥的时代，先知领受了神的灵，
旧约约珥的时代 先知领受了神的灵
神的灵使他们说预言、见异象、做异梦，
只有少数人领受神的灵 能带出上帝的话语
只有少数人领受神的灵、能带出上帝的话语
 彼得说 ─现在就是约珥所预言的那个时候到了，
所有的人 凡有血气的都要领受神的圣灵
所有的人、凡有血气的都要领受神的圣灵，
今天的现象，就是约珥所预言末后的日子来到了。

‧彼得的讲道 ‧拿撒勒人耶稣‧众人的反应‧初代教会生活
圣灵浇灌在人的身上所谓先知的现象 ─
人能够明白神的话、讲述神的话，之外呢…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
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二19-21

这是描述上帝末世性的审判，五旬节当下还没有发生
还没有发生；
；
这就是从先知以来所有的预言、新约圣经也会提到 ─
在末后的日子，包含圣灵的降临、上帝带来世界走向结局。
约珥的预言那个关键是 ─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彼得会邀请这 些听道的人要来求告主名，
彼得会邀请这一些听道的人要来求告主名
以致于他们能够在救恩当中有分。

‧彼得的讲道 ‧拿撒勒人耶稣 ‧众人的反应‧初代教会生活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哪，请听我的话：
「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
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二21-22

彼得的讲道，首先说明这是
，
末后的日子，
上帝预言的圣灵浇灌，展开了救赎计划的新纪元；
新纪元；
今天你们所看见的，就是证明新的纪元
今天你们所看见的，就是证明新的
纪元发生了。
元发生了。
然后劝勉当代的人，不是只停留在这个表面现象
表面现象，
，
这一切都要证明
这
切都要证明拿撒勒人耶稣，他所完成
完成的
的救赎事工
救赎事工。
。
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
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二23

十字架在当时是重刑犯的记号，
彼得提醒 ─ 是借着无法之人的手，
是借着无法之人的手
可是是按上帝的定旨、先见，是上帝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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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珥的预言描述着末后的世代，随着 ─
 耶稣完成了救赎
 求告主的人经历到圣灵的浇灌，看得见的现象
现象 ─
他们都作先知、都能够明白神的话
 外在大自然的现象 ─ 整个的变迁、改变
这是上帝审判的记号。
进入末后的世代，这是连续性的发展，
而不是世界末日突然的发生
而不是世界末日突然的发生…
圣灵降临、五旬节的事件，是一个记号 ─
就是末世 末后的日子开始了！
就是末世、末后的日子开始了！
按照上帝所预言、所计划的，已经展现了。
随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 圣灵的浇灌
随着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圣灵的浇灌，
标志的那个记号已经来到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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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保护他的独生儿子，
而是上帝把他交在人的手中…
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
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二24

传福音的
的时候一定要讲到
候
要讲 ─
 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
 异能、奇事、神迹，耶稣的生平
 耶稣基督的受死，没有停在这里…
 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不能被死拘禁，
 上帝将死亡的痛苦解释了 ─透过死带来了复活
 透过不法之人的手钉十字架的刑罚，
透过不法之人的手钉十字架的刑罚
却孕育了复活 ─ 借着死孕育了复活

‧彼得的讲道 ‧拿撒勒人耶稣 ‧众人的反应‧初代教会生活

彼得
彼得又引用了一段旧约圣经…
约 经

‧彼得的讲道 ‧拿撒勒人耶稣 ‧众人的反应‧初代教会生活

耶稣复活升天的神学意义，引用诗篇一百一十篇…

弟兄们！先祖大卫…他死了，也葬埋了，
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
二27(诗十六) 「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二29

大卫所讲的复活，是直接指向大卫的子孙耶稣；
大卫所讲的复活
是直接指向大卫的子孙耶稣；
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证明他就是上帝所膏立的那 位。
证明他就是上帝所膏立的那一位
当耶稣复活，今天你所看见被圣灵浇灌、充满，
 我们能够口中说新方言讲述神的大作为，
我们能够口中说新方言讲述神的大作为
不过是来见证耶稣的复活
 我们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我们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彼得的讲道 ‧拿撒勒人耶稣‧众人的反应 ‧初代教会生活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
听见神的 ，有被刺透、被震撼的感觉
听见神的话，有被刺透、被震撼的感觉…
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罪犯，所以被钉十字架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二37-38

救恩论教义中，非常重要的经节
彼得的讲道塑造出第一群悔改的会众，
这群人钉耶稣十字架…
这群人钉耶稣十字架
 没有一个罪是大到耶稣没有办法赦免的
 也没有一个罪是小到不需要悔改的
也没有 个罪是小到
悔改的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作你的脚凳。」

二
二34-35

这位复活的、得胜的君王，
应验旧约圣经中所讲述 ─ 他要如何得胜？
 竟然是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
 他的死，却带来了复活，
他的死 却带来了复活
借着他的死亡、被钉，孕育复活的新生命
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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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36

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彼得的讲道 ‧拿撒勒人耶稣‧众人的反应 ‧初代教会生活

悔改不只是为我们做错的事情懊悔难过，
圣经中的悔改是包含在认知上…
 在认知中发现自己的错失，在情感中包含了懊悔
懊悔
 意志上决定 ─心思意念当中决定向后转
 我不能再用这种方法来过日子
 我不能再用这样的角度来想事情
 我不能再用这样的情绪来面对每一天的日子
悔改
悔改当中还包含了
行动 ─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当知道耶稣基督是被高举、被杀的羔羊，
能够除去人的罪 接受耶稣基督 这就是相信；
能够除去人的罪，接受耶稣基督，这就是

悔改，放弃过去对事情的判断、看法、情感，
而意志上决定向后转，向后转当中
而意志上决定向后转
向后转当中 ─
奉耶稣的名受洗、使罪得赦…

‧彼得的讲道 ‧拿撒勒人耶稣‧众人的反应 ‧初代教会生活

彼得讲述了非常精准的教义 ─

一个人悔改转向上帝的时候，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也就是祷告的一百二十个门徒，领受圣灵的充满、浇灌…
这是彼得第一篇讲道当中他的呼召。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人
并
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
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 」
彼得还用许多话作见证，劝勉他们…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 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二39

‧彼得的讲道 ‧拿撒勒人耶稣‧众人的反应‧初代教会生活
二42

描述了初代的教会生活 ─
 由神的话所建立的
 使徒继续引用圣经的话来建立这一群门徒
一群门徒

初代的教会就被建立了！
二43

耶稣基督降世、完成了救赎，
罪得赦免、领受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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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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44-45

我曾经跟一些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人一起查经，
读到这段 这些学人异口同声地说 ─ 他们也实施共产！
读到这段，这些学人异口同声地说
其实这有些误解…
背景是五旬节，各国侨居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守节，
背景是五旬节
各国侨居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守节
有点像短期的营会，不可能带太多的盘缠；
当这群侨胞被彼得的讲道劝醒了 信主了
当这群侨胞被彼得的讲道劝醒了、信主了，
发现从前读经读得不准确，
所以继续留在耶路撒冷…
所以继续留在耶路撒冷
相对带回来的盘缠很快就用完了。
很自然的 当地住在耶路撒冷的门徒
很自然的，当地住在耶路撒冷的门徒，
变卖田产、家业，来供给这些在外地的人。

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

路加在写作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的时候，
路加在写作路加福音
使徒行传的时候
讲耶稣的生平、事工，后来使徒们的服事，
常常会出现奇事神迹 ─
这是圣灵的作为带来了能力、上帝作为的记号。

彼得清楚地说明了 ─
足足能够使每 个悔改的人，
足足能够使每一个悔改的人，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使徒们继续做，按照耶稣所说的 ─ 做比耶稣更大的事。

‧彼得的讲道 ‧拿撒勒人耶稣‧众人的反应‧初代教会生活

不是说后来所有的教会都凡物公用，
只有在耶路撒冷这一段期间…
因为有太多从外地回来的犹太的侨民。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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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

二46 47
二46-47

他们不只是聚会，而是在聚会中一起享用饮食…
外地来的
外地来的需要本地的接待他们，不只在圣殿里，还在家里
本地的
圣
家 ─
包含吃饭、被接待、学习主的话、赞美上帝、敬拜神。
这段经文讲述主后第一世纪，
最初的信众群体如何被建立、如何被主得着，
他们教会生活的特质。

‧彼得的讲道 ‧拿撒勒人耶稣‧众人的反应‧初代教会生活

初代的教会 ─ 非常有吸引力的群体，

我们不是在细节上学习别人，是有些原则性的，
教会生活的型态，在使徒的书卷当中会教导，
 不是只停留在表面，所谓凡物公用…
 而是彼此分享、彼此帮补，照个人所需用的
他们的敬拜不是只有礼拜、聚会的时候，是生活当中…
圣经说 ─ 他们有彼此之间交接擘饼，
他们有彼此之间交接擘饼

有跟神之间的赞美神、敬拜的生活。
这个群体就有极大的影响力！
二47

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从他们的见证开始 ─ 生活的见证。

我们要向你诉说我们的渴慕、羡慕 ─
我们所属于的信徒群体 也能够有这样的特质
我们所属于的信徒群体，也能够有这样的特质，
就像在主后第一世纪的教会，在那世代
述说你的美德 传扬你自己大能的作为
述说你的美德、传扬你自己大能的作为。

 是一群悔改得救的信徒，真正有上帝所带来的赦免
，真 有 帝 带来
免
 在领受了圣灵当中，可以彼此分享，
满有能力，因为领受了神的灵
 他们学习主的话 ─ 有使徒的教训，
遵行使徒的教训，是 群顺服的门徒
遵行使徒的教训，是一群顺服的门徒
 他们是彼此分享、彼此相爱的群体，
是一个
是
个赞美、喜乐的教会
以致于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是成长的，透过神的灵的降临，
这个教会是成长的
透过神的灵的降临
这群有能力的门徒被建立、主的话被宣扬 ─
 神的话建立了这一群信徒
神的话建立了这 群信徒
 神的灵赋予他们能力、赐下属天的爱

这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

亲爱的耶稣，

教会的诞生

祷告

我们看见在历史当中你如何介入，
如何赋予这一批没有学过的门徒们
如何赋予这
批没有学过的门徒们 ─
给他们能力、智慧、口才、胆量；
主耶稣 引导我们 聆听你话语的 ─
主耶稣，引导我们，聆听你话语的
我们也要向你大大地张口，
深信你是不偏待人的神，祝福你的儿女，
渴慕你的话、渴慕你自己圣灵的工作。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