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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代的教会大有能力对当时的世界非常有影响力，
 正面的功效 ─ 许多人信从主耶稣、加入了教会生活…
许多人信从主耶稣 加入了教会生活
 负面的影响 ─犹太教在耶路撒冷逼迫教会，
 同工被建立了，可是司提反殉道被杀
同工被建立了 可是司提反殉道被杀
 整个教会笼罩在阴影当中
究竟这件事情上帝怎么看呢？
不只看事情的表面现象，
可以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 ─
在 帝
在上帝的手中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力？
中带来
样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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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分散 ‧腓利的见证‧行邪术的西门‧腓利与太监
耶路撒冷的教会曾经有大量的人信主加入这个教会，
耶路撒冷的
大 的 信主
他们互相供应，同心合意的在殿里、在家里凡物公用...
从外地来信主的犹太人都待在耶路撒冷；
这个时候被逼迫了，所有的门徒是四散，
八4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使徒行传第八章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马利亚各处。

‧门徒分散 ‧腓利的见证 ‧行邪术的西门‧腓利与太监

使徒行传只记载了少数的使徒、初代教会的同工，
如何被主使用，没有每一个人都记录 ─
 七个执事只记载了司提反跟腓利
 十二个使徒只记载了彼得
耶稣基督的门徒多马，就是去印度传福音…

这些分散的人回到侨居地 就把福音带回去了
这些分散的人回到侨居地，就把福音带回去了。
一个悲剧可以产生正面的效果 ─ 因为有上帝在…
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用他的眼光来看，

上帝正在做一件美事
帝 在做 件 事！
这些意外只不过是一幅织锦图的背面 ─ 千头万绪，
织锦图的正面就是上帝救赎的历史，
就是上帝救赎的历史
救赎的计画从来不失败、正在继续进行。

使徒行传宥于篇幅，只记载了少数的关键人物，
使徒行传宥于篇幅
只记载了少数的关键人物
就铺排出让我们看见教会的发展、福音的进展，
以致于今天我们可以领受福音 继续传递福音
以致于今天我们可以领受福音、继续传递福音，
让我们知道整个福音的根源从哪里而来。

‧门徒分散 ‧腓利的见证 ‧行邪术的西门‧腓利与太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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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利下撒马利亚城去…

撒玛利亚是半犹太化、半外邦地区，
以色列南北国分裂，北国先被掳，
亚述帝国就进行了交换移民政策…
血统上、民族上、文化上全部混杂，
犹太人是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
犹太人是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
一8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作我的见证。
腓利…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
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
，
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从他们身上出来；
还有许 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
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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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徒分散 ‧腓利的见证‧行邪术的西门 ‧腓利与太监

为什么路加要特别讲述这一个人物呢？
路加
这个西门亦正亦邪、在初代教会还算蛮有名的，
西门是真正的基督徒吗？是被接纳的教会领袖吗？
教会服事难免有同工内在的动机、心态是不纯正的，
教会
事难免有
内在的
是
的，
教会有一个状况 ─ 自扫门前雪，
他只要不在我的教会就好了、他以后跑去别的教会了…
教会是合一的、是一家的，彼此帮补、彼此供应，
教会彼此的关系是超越地理限制的 ─
彼得去撒玛利亚来扶持教会。
西门后来可能给其他的教会造成困扰，
西门后来可能给其他的教会造成困扰
透过使徒行传的写作，说明 ─
这个人物不是领受纯正的福音 信仰状态是有问题的
这个人物不是领受纯正的福音、信仰状态是有问题的，
而因为这样的交代，不会给其他教会造成困扰。

‧门徒分散 ‧腓利的见证‧行邪术的西门 ‧腓利与太监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
八13 西门自己也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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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就从耶路撒冷出发，去到撒玛利亚，来考察…
两个人到了 就为他们祷告 要叫他们受圣灵
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
圣灵。
圣灵。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受了圣灵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
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
「把这权柄也给我 叫我手按着谁 谁就可以受圣灵 」
「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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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之后，也许内在的世界观、价值观
信
后， 许内在的 界观、价值观
还没有被改变，需要被神的话来翻转。
彼得责备他 ─ 这不是用银钱来买的，
「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要懊悔这罪恶！」

‧门徒分散 ‧腓利的见证‧行邪术的西门 ‧腓利与太监

在华人教会中这是我们要留意的 ─ 教会的合一，
教会
教会彼此的见证是整体的，
的
是 体的，
不是说我的教会好就好，
有问题的 物去别的教会就不关我的事了
有问题的人物去别的教会就不关我的事了…
特别是有一些异端产生，
会从这个教会跑到那个教会、到处流窜…
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澄清教会的立场，
 对主内一家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交代
 教会之间彼此要合一、要学习彼此帮助
西门造成了当时的困扰，
使徒行传就交代了这个西门。

‧门徒分散 ‧腓利的见证‧行邪术的西门 ‧腓利与太监

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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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第一次受了洗，还要第二次再按手再受圣灵呢？
彼得说 ─ 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我们在一位圣灵受洗、饮于同一位圣灵，是整体的
 包含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
包含耶稣基督的受死 埋葬 复活
我们的罪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与主同死、同复活，
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耶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
举 动有新生的样式 耶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

‧门徒分散 ‧腓利的见证‧行邪术的西门 ‧腓利与太监

当彼得去服事撒玛利亚信徒，
撒玛利亚的教会被建立，是透过腓利的见证。
腓利是一个教会管理者 ─ 比较是行政事务上，
却能够在主的道上来服事教会，被主所用…
我们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利家里…
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

二一8-9

不是限定 ─ 我只是管理饭食的、我不讲道…
我只是管理饭食的 我不讲道

作见证、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我们能够与主联合，这都是圣灵的工作 ─
 圣灵在洗礼当中，使我们进入耶稣的身体
 饮于能力的泉源、饮于救恩的泉源…

腓利因为司提反事件被逼迫四散的时候，
他成为主话语的见证人，
除了在撒玛利亚，上帝继续用他…

这边记录把它分解开来，只是要突显出西门的角色…

‧门徒分散 ‧腓利的见证‧行邪术的西门‧腓利与太监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
往那从耶路撒冷下迦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
撒玛利亚，腓利在那边忙碌着，可是…
腓利就起身去了，
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
的太监…
…

‧门徒分散 ‧腓利的见证‧行邪术的西门‧腓利与太监

有一个有大权的太监，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
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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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我们现代人理性太强，会问说
有时候我们现代人理性太强
会问说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几经蹉跎，就失去传福音的机会了。
上帝调兵遣将的时候
上帝调兵遣将的时候，谁是顺服上帝的人？
是
帝
谁能自洁脱离卑贱，成为圣洁的器皿被上帝所用呢
上帝所用呢？
？
腓利是
腓利是一个
上帝差得动的器皿。
求主祝福，让我们是上帝手中差得动、好用的器皿，
而不是上帝还要…拜托你现在去吧，我们还有点懒惰！

他在车上读，可是他不明白…
腓利走在马车的旁边，听见他正在读以赛亚的书卷
书卷 ─
耶稣基督是被杀的羔羊、是受苦的仆人。
腓利就问说：「你读的，你明白吗？」
太监说：「我不明白…」就请腓利上车，
就把圣经讲解说明清楚 ─
被杀的羔羊、受苦的仆人就是指着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
当腓利把耶稣基督的信息讲述清楚的时候
当腓利把耶稣基督的信息讲述清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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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

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甚么妨碍呢？」

‧门徒分散 ‧腓利的见证‧行邪术的西门‧腓利与太监

上帝所使用的腓利有他的特质
利
特质 ─
 门徒四散的时候，他第一个突破文化、民族的障碍
障碍，
，
向被歧视的撒玛利亚人传福音
 然后由使徒来认证，圣灵降下 ─
这是使徒们所传承、建立的教会，
后来福音每次有突破的时候，路加都会特别记下来
 腓利又是上帝能够调兵遣将、最积极、最差得动的，
被上帝差到旷野迎接一个在路上的马车，
上了马车、向一个黑人来传讲福音的信息…
腓利生命中，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名单、不可能的任务，
腓利生命中，没有什
不可能的名单、不可能的任务，
他能够被上帝差遣出去 ─ 离开耶路撒冷，
离开已建立教会的所在、能够走向旷野，
所以上帝用他！

‧门徒分散 ‧腓利的见证‧行邪术的西门‧腓利与太监

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
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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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真的是被主得着 ─
在非洲地区埃提阿伯其实是古实…
干大基是他的女王
干大基是他的女王，
埃提阿伯的太监是总管银库的，
这块地区真的有基督徒 ─信主的非洲人。
信主的非洲人

这是上帝的工作。

爱我们的天父，

在一些不可能的地区，上帝展现他不可能的作为
的作为。
。
让我们能够敏锐于上帝在我们的周围、
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在远方，
在我
的身边、甚至在
，

上帝正在展开他福音的大跃进！
让我们跟随圣灵的脚踪，
不论在近处的 ─也许就是撒玛利亚，
不论在远处的 ─也许不能去到远方，
可以在身边有一个外国人…
透过你的口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当他回到本国的时刻…
这是上帝的工作 ─透过你来展现！

古实

上帝打发腓利向一个当时的关键人物 ─
埃提阿伯的太监遇见腓利，信主了，
就把福音带回了非洲的内陆、尼罗河的上游，
，

‧门徒分散 ‧腓利的见证‧行邪术的西门‧腓利与太监

神的灵继续在工作 ─
神的

埃及

祷告

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 ─
看见教会的突破成长，竟然是从 ─
被逼迫、受迫害、殉道事件开始！
你所使用的是司提反的殉道、是腓利，
并不是伟大的使徒。
亲爱的耶稣帮助我们，
让我们就是在你跟前随时是预备好的、
愿意被你差遣、渴望被你使用，
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承接福音的棒子，
继续成为你手中好用的器皿。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