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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導論使徒行傳導論
這卷書是非常特別的一卷書，

它還有一個前書 ─ 路加福音，

由同一位作者路加 ─ 唯一非猶太人作者，

寫成了這卷初代教會的歷史。

顧名思義它是充滿著行動的 ─

充滿著上帝的行動

充滿著上帝透過使徒在初代許多的作為

使徒行傳在聖經書卷當中非常重要，

特別是使徒們在耶穌升天之後四處傳福音，

之後所有的新約書信都是跟使徒行傳

福音的進展相平行的來記錄的；

所以當研讀了使徒行傳，

讓我們對其他的新約書信都能夠有所瞭解。

使徒行傳導論使徒行傳導論

這卷書又稱作聖靈行傳，

不只是使徒們的行動、作為，更是聖靈的工作，

聖靈在使徒行傳當中出現大概有七十次…
把舊約聖經上帝的話語、計劃，說聖靈指示、明說

聖靈對福音的策略、宣教的策略，都是非常明顯的引導

路加在寫作的時候，是按著次序來寫的…
他會訪問一些重要的人物，然後寫下來

書卷的後半段，有些名詞叫「我們」…
就是路加參與了當時許多宣教的行動

作者非常負責任地考察了福音的進展、教會的發展，

然後詳細地考察、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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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提阿非羅啊，我已經作了前書…

路加福音跟使徒行傳寫作中交待了 ─

主耶穌基督的生平

耶穌被接升天之後，

福音以及教會在地上的進展

從主後三十年耶穌被接升天，

到最後保羅在羅馬坐監，大概是主後六十一年，

所以寫作所跨越的歷史年代大概只有三十一年…
會看見神的國、福音，勢如破竹地在主後第一世紀展開

福音從猶太 ─ 以耶路撒冷、猶太教的重心開始發展，

然後擴展到撒瑪利亞、擴展到其他的外邦世界



使徒行傳跨越的時間度只有三十多年，

文化向度卻是非常多元的，包含 ─

猶太教、聖殿、律法…許多舊約沿襲下來的背景

逐漸擴展到包含猶太人的外邦世界

然後擴展到像羅馬、純粹的外邦世界

福音的進展，

怎樣傳到我們手上的？

路加在使徒行傳

準確、

有次序地寫下來。

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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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皇帝提庇留 巡撫本丟彼拉多、
腓力斯、非斯都

分封的王希律 猶太祭司

路加寫作的時候，非常準確地在交代歷史，

我們所領受的福音、信仰 ─

不是只有某些人想出來的

而是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在歷史上實質發生的一段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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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 (一至十二章) 保羅 (十三至二十八章)

二 第一次講道

三 在美門口醫好一個瘸子

四 對付行邪術的西門

五 影子醫好人

八 為撒瑪利亞信徒按手，

使他們受聖靈

九 叫大比大的多加復活

十 被人敬拜

十二 被囚禁

十三 第一次講道

十四 在路司得醫好生來瘸腿的人

十三 對付行邪術的以呂馬

十九 手巾帶來醫治果效

十九 為以弗所信徒按手，

使他們受聖靈

二十 叫猶推古復活

十四 被人敬拜

廿八 被囚禁在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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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讓我們看見 ─

最初教會的領袖是彼得，

逐步地轉移在宣教的領袖當中是保羅。

使徒行傳的前半部 ─ 彼得行傳、

後半部 ─ 保羅行傳當中，

會發現非常驚人的文學上的呼應。

整個使徒行傳是非常優美的文學作品…
刻意的舖排了某些角色、場景，

讓我們去留意這個當下上帝的作為；

讓你不得不承認這實在是上帝的智慧，

使得福音在主後第一世紀，

就是這樣子擴展到外邦世界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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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這麼有學問的外邦作者，

考察了耶穌基督的生平寫了前書 ─ 路加福音；

耶穌被接升天、進展到使徒行傳的時候，

這些使徒的說話行事、帶下了屬天的能力，

聖靈如何裝備他們，

使他們成為上帝手中好用、合用的器皿，

這是路加透過歷史、文學的舖排，

所要帶出來的神學信息。

在讀路加福音的時候會發現 ─

在短短的三十一年的教會歷史當中，

突顯出上帝大能的作為、上帝的智慧，

如何一步一步地引導，福音在主後第一世紀傳揚開來！

主後第一世紀福音的根源，在耶路撒冷、猶太教的社群當中，

可是福音卻是為著萬民預備的。

這卷書一開始耶穌就交待 ─要等在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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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成為這許多人物說話行事都有能力的根源，

支配、引導當時福音的走向…
如何突破種族、文化的藩籬

能夠使這群使徒們，跨出步伐往前進，

然後逐步展開傳福音、作見證的步伐

聖經中所說的作見證，在的使徒行傳會一直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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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方位的擴展 耶穌交代 (一8)

從家門口耶路撒冷，

再遠一些、猶太全地

再遠一些、撒瑪利亞

不只是地理上、

還包含文化上的阻隔

已經不是純粹猶太人的社群

更到所謂到地極

地理的地極

文化上的阻隔

一到七章

福音在耶路撒冷的見證

八到十二章

福音從猶太地

到到撒瑪利亞的見證

十三章到十三章到二十八章

在保羅行傳

見證福音如何直到地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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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記載了教會發展的六個大段落，

彷彿是記載了福音「大躍進」，

突破種族、文化、地理，一步一步邁向地極。

1. 一到二章 ─ 教會的誕生

2. 三到七章 ─ 教會在試煉中成長，

有磨難、有考驗、甚至有人殉道…

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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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當中陸續出現有六次之多，
見證了福音的「大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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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八到九章 ─ 耶路撒冷的教會被分散

4. 十到十二章 ─ 教會開始接納外邦人

十二24 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

那時是逼迫敵對教會的希律王死了之後…

九31 那時，猶太、加利利、撒馬利亞各處的教會

都得平安，被建立；

凡事敬畏主，蒙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了。

教會仍然在試煉中成長，

福音反而藉著他們的分散、福音四傳。

本來逼迫教會的掃羅…，信主之後的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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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十三到二十章 ─ 教會向海外擴展、成為宣教的教會

保羅被主興起，以安提阿為宣教基地，

前後三次出去的海外佈道。

十六5 於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

人數天天加增。

當海外的教會開始被建立的時候，

耶路撒冷的教會開了一個會…

十九20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就是這樣。

保羅在以弗所 ─ 一個拜偶像的城市，

許多人把他們的偶像、邪書，

通通焚毀、歸向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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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廿一到廿八章 ─ 教會領袖

二八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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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所帶領福音的路線、教會的建立才正要開始！

保羅那時被關在羅馬，可是神的道、主耶穌的福音

卻從來沒有被捆鎖住，繼續往海外廣傳。

以保羅為首的教會領袖 ─ 他受審判，

如何在猶太公會面前受審

如何在該撒的堂前準備要去上告

保羅每一次受審，在法庭被告席的場景，

竟然在開佈道會 ─ 向聽審的人、審訊他的人，的人，

講述耶穌基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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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領受的福音，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福音？

主後第一世紀，福音是從猶太人出來的…
非常多信息根據聖經 ─ 證明耶穌是基督

猶太教跟基督教都讀的同一本聖經

耶穌基督姑且說是基督教的教主，竟然被猶太教所殺所殺……
當時羅馬帝國，猶太教有相當的好名聲，

基督教被猶太教逼迫的話，

那麼是不是基督教是非法宗教呢？

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 ─ 給戰亂犯、政治犯的刑罰

使徒們所傳的是不是一個非法宗教呢？

跟隨祂的人豈不都是罪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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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路加所寫作使徒行傳當中，

平反了對基督徒、對當代的基督教的很多的誤解 ─

原來這一卷書用這樣的角度、呈現出這樣的主題。

在彼得的講道、保羅的講道當中，都一再聲明 ─

耶穌基督是無罪的，是無法之人的手把耶穌釘十字架

保羅為什麼一路要抗告到該撒呢？

保羅在每一個法庭…最後都是無罪開釋

在主後第一世紀經過這個過程，

基督教才成為真正的合法宗教、才可能站立得住 ─

不再是猶太教會堂一個分支的所謂基督教，是獨立的獨立的

跟隨主的人是基督徒、不是猶太教徒

在該撒堂前證明了耶穌基督是無辜被殺的、

保羅證明他沒有罪

‧寫作背景 ‧文學舖排 ‧神學信息 ‧地理擴展 ‧教會發展‧寫作宗旨

這卷書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

有很多篇講章
在前半部有彼得的很多篇講道

後半部也有保羅的很多篇講道

渴望藉由這個課程，

我們都感受到福音所帶來的盼望跟能力。

在這一些講道的信息當中，

我們對主耶穌有什麼樣的認識呢？

因為這位耶穌基督，

福音帶下多麼大的能力呢？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禱告禱告親愛的耶穌基督，我們感謝你，

使我們成為一個認識你、求告你的人；

我們也真的知道有太多的人，

當沒有跟隨你的時候，是在黑暗裡行。

謝謝你賜下了使徒行傳，

讓我們看見在一個黑暗不方便的世代，

福音如何因著聖靈的膏抹、

這些人物他們勇敢承擔了福音的使命；

謝謝你讓我們活在第二十一世紀，

讓我們也成為你所差遣、你所揀選，

滿有聖靈能力恩膏的主的門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