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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誕生教會的誕生 使徒行傳第二章14-47

這個過程並沒有使聽見神大作為、

從外邦回來的猶太人能夠轉而信主，

是因為後面彼得的講道。

彼得的講道、聖靈的工作，帶下了教會的誕生。

彼得引用舊約聖經，說明五旬節聖靈降臨的外在現象，

到底有什麼實質意義呢？

隨著彼得的講道、神的話語被宣揚，教會被建立了！

五旬節聖靈降臨，

並不是本身聖靈降臨帶來什麼樣的效果

而是聖靈降臨的目的 ─

裝備了這些的門徒們，使他們有能力來見證耶穌，

他們用方言來見證神的大作為

‧彼得的講道‧拿撒勒人耶穌 ‧眾人的反應 ‧初代教會生活

二14 彼得和十一個使徒站起，高聲說：

「猶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
你們想這些人是醉了；

其實不是醉了，因為時候剛到巳初。

巳初是早上九點鐘，不是喝酒的時間

這正是先知約珥所說的…

這是使徒行傳記載初代教會的第一篇講道 ─

引用聖經，用聖經來證明耶穌基督，

這就是證道。

在教會當中，講道、宣讀主的話是不可少的，

是聚集當中最重要的核心 ─

宣揚主的話、說明主的話。

‧彼得的講道‧拿撒勒人耶穌 ‧眾人的反應 ‧初代教會生活

彼得的講道引用了約珥書 (第二章28-32節)

二17-18 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

老年人要做異夢。在那些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說預言。

五旬節你們所看見的，就是神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一百二十個門徒，只是開端，上帝是要澆灌凡有血氣的。

舊約約珥的時代，先知領受了神的靈，

神的靈使他們說預言、見異象、做異夢，

只有少數人領受神的靈、能帶出上帝的話語

彼得說 ─ 現在就是約珥所預言的那個時候到了，

所有的人、凡有血氣的都要領受神的聖靈，

今天的現象，就是約珥所預言末後的日子來到了。



‧彼得的講道‧拿撒勒人耶穌 ‧眾人的反應 ‧初代教會生活

聖靈澆灌在人的身上所謂先知的現象 ─

人能夠明白神的話、講述神的話，之外呢…

二19-21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

有血，有火，有煙霧。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

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時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這是描述上帝末世性的審判，五旬節當下還沒有發生還沒有發生；；

這就是從先知以來所有的預言、新約聖經也會提到 ─

在末後的日子，包含聖靈的降臨、上帝帶來世界走向結局。

約珥的預言那個關鍵是 ─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彼得會邀請這一些聽道的人要來求告主名，

以致於他們能夠在救恩當中有分。

‧彼得的講道‧拿撒勒人耶穌 ‧眾人的反應 ‧初代教會生活

進入末後的世代，這是連續性的發展，

而不是世界末日突然的發生…
聖靈降臨、五旬節的事件，是一個記號 ─

就是末世、末後的日子開始了！

按照上帝所預言、所計劃的，已經展現了。

隨著耶穌基督完成的救贖、聖靈的澆灌，

標誌的那個記號已經來到世界了。

約珥的預言描述著末後的世代，隨著 ─

耶穌完成了救贖

求告主的人經歷到聖靈的澆灌，看得見的現象現象 ──

他們都作先知、都能夠明白神的話

外在大自然的現象 ─ 整個的變遷、改變

這是上帝審判的記號。

‧彼得的講道‧拿撒勒人耶穌‧眾人的反應 ‧初代教會生活

二21-22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哪，請聽我的話：

「神藉著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奇事、神蹟，

將他證明出來，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

二23 他既按著神的定旨先見被交與人，

你們就藉著無法之人的手，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殺了。

十字架在當時是重刑犯的記號，

彼得提醒 ─ 是藉著無法之人的手，

可是是按上帝的定旨、先見，是上帝的計劃。

彼得的講道，首先說明這是末後的日子，

上帝預言的聖靈澆灌，展開了救贖計劃的新紀元；新紀元；

今天你們所看見的，就是證明新的紀元紀元發生了。發生了。

然後勸勉當代的人，不是只停留在這個表面現象表面現象，，

這一切都要證明拿撒勒人耶穌，祂所完成的完成的救贖事工救贖事工。。

‧彼得的講道‧拿撒勒人耶穌‧眾人的反應 ‧初代教會生活

不是上帝沒有能力保護祂的獨生兒子，

而是上帝把祂交在人的手中…

二24 上帝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他復活，

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傳福音的時候一定要講到 ─

耶穌基督降世為人、道成肉身

異能、奇事、神蹟，耶穌的生平

耶穌基督的受死，沒有停在這裡…
耶穌基督復活了，祂不能被死拘禁，

上帝將死亡的痛苦解釋了 ─ 透過死帶來了復活

透過不法之人的手釘十字架的刑罰，

卻孕育了復活 ─ 藉著死孕育了復活



‧彼得的講道‧拿撒勒人耶穌‧眾人的反應 ‧初代教會生活

彼得又引用了一段舊約聖經…

二29 弟兄們！先祖大衛…他死了，也葬埋了，

並且他的墳墓直到今日還在我們這裡。

二27(詩十六) 「因你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

也不叫你的聖者見朽壞。」

大衛所講的復活，是直接指向大衛的子孫耶穌；

藉著耶穌基督的復活，

證明祂就是上帝所膏立的那一位。

當耶穌復活，今天你所看見被聖靈澆灌、充滿，

我們能夠口中說新方言講述神的大作為，

不過是來見證耶穌的復活

我們從父領受了所應許的聖靈，

就把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澆灌下來

‧彼得的講道‧拿撒勒人耶穌‧眾人的反應 ‧初代教會生活

耶穌復活升天的神學意義，引用詩篇一百一十篇…

二34-35 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

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這位復活的、得勝的君王，

應驗舊約聖經中所講述 ─ 祂要如何得勝？

竟然是藉著死、敗壞掌死權的

祂的死，卻帶來了復活，

藉著祂的死亡、被釘，孕育復活的新生命

二36 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

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

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

‧彼得的講道 ‧拿撒勒人耶穌‧眾人的反應‧初代教會生活

二37-38 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

聽見神的話，有被刺透、被震撼的感覺…
因為他們認為耶穌基督是罪犯，所以被釘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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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論教義中，非常重要的經節

彼得的講道塑造出第一群悔改的會眾，

這群人釘耶穌十字架…
沒有一個罪是大到耶穌沒有辦法赦免的

也沒有一個罪是小到不需要悔改的

‧彼得的講道 ‧拿撒勒人耶穌‧眾人的反應‧初代教會生活

悔改不只是為我們做錯的事情懊悔難過，

聖經中的悔改是包含在認知上…
在認知中發現自己的錯失，在情感中包含了懊悔懊悔

意志上決定 ─ 心思意念當中決定向後轉

我不能再用這種方法來過日子

我不能再用這樣的角度來想事情

我不能再用這樣的情緒來面對每一天的日子

悔改悔改當中還包含了行動─ 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

當知道耶穌基督是被高舉、被殺的羔羊，

能夠除去人的罪，接受耶穌基督，這就是相信；

悔改，放棄過去對事情的判斷、看法、情感，

而意志上決定向後轉，向後轉當中 ─

奉耶穌的名受洗、使罪得赦…



‧彼得的講道 ‧拿撒勒人耶穌‧眾人的反應‧初代教會生活

二39 「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

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神所召來的。」

彼得還用許多話作見證，勸勉他們…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彼得講述了非常精準的教義 ─

一個人悔改轉向上帝的時候，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

也就是禱告的一百二十個門徒，領受聖靈的充滿、澆灌…
這是彼得第一篇講道當中他的呼召。

彼得清楚地說明了 ─

耶穌基督降世、完成了救贖，

足足能夠使每一個悔改的人，

罪得赦免、領受聖靈。

‧彼得的講道 ‧拿撒勒人耶穌 ‧眾人的反應‧初代教會生活

二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二43 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

路加在寫作路加福音、使徒行傳的時候，

講耶穌的生平、事工，後來使徒們的服事，

常常會出現奇事神蹟 ─

這是聖靈的作為帶來了能力、上帝作為的記號。

使徒們繼續做，按照耶穌所說的 ─ 做比耶穌更大的事。

描述了初代的教會生活 ─

由神的話所建立的

使徒繼續引用聖經的話來建立這一群門徒一群門徒

初代的教會就被建立了！

‧彼得的講道 ‧拿撒勒人耶穌 ‧眾人的反應‧初代教會生活

二44-45 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

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我曾經跟一些在海外留學的中國學人一起查經，

讀到這段，這些學人異口同聲地說 ─ 他們也實施共產！

其實這有些誤解…
背景是五旬節，各國僑居的猶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守節，

有點像短期的營會，不可能帶太多的盤纏；

當這群僑胞被彼得的講道勸醒了、信主了，

發現從前讀經讀得不準確，

所以繼續留在耶路撒冷…
相對帶回來的盤纏很快就用完了。

很自然的，當地住在耶路撒冷的門徒，

變賣田產、家業，來供給這些在外地的人。

‧彼得的講道 ‧拿撒勒人耶穌 ‧眾人的反應‧初代教會生活

不是說後來所有的教會都凡物公用，

只有在耶路撒冷這一段期間…
因為有太多從外地回來的猶太的僑民。

二46-47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

且在家中擘餅，

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

他們不只是聚會，而是在聚會中一起享用飲食…
外地來的需要本地的接待他們，不只在聖殿裡，還在家裡 ─

包含吃飯、被接待、學習主的話、讚美上帝、敬拜神。

這段經文講述主後第一世紀，

最初的信眾群體如何被建立、如何被主得著，

他們教會生活的特質。



‧彼得的講道 ‧拿撒勒人耶穌 ‧眾人的反應‧初代教會生活

二47 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這是一個有影響力的教會，

從他們的見證開始 ─生活的見證。

我們不是在細節上學習別人，是有些原則性的，

教會生活的型態，在使徒的書卷當中會教導，

不是只停留在表面，所謂凡物公用…
而是彼此分享、彼此幫補，照個人所需用的

他們的敬拜不是只有禮拜、聚會的時候，是生活當中…
聖經說 ─ 他們有彼此之間交接擘餅，

有跟神之間的讚美神、敬拜的生活。
這個群體就有極大的影響力！

教會的誕生教會的誕生
初代的教會─ 非常有吸引力的群體，

是一群悔改得救的信徒，真正有上帝所帶來的赦免

在領受了聖靈當中，可以彼此分享，

滿有能力，因為領受了神的靈

他們學習主的話 ─ 有使徒的教訓，

遵行使徒的教訓，是一群順服的門徒

他們是彼此分享、彼此相愛的群體，

是一個讚美、喜樂的教會

以致於得救的人數，天天的加給這個教會。

這個教會是成長的，透過神的靈的降臨，

這群有能力的門徒被建立、主的話被宣揚 ─

神的話建立了這一群信徒

神的靈賦予他們能力、賜下屬天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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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向你訴說我們的渴慕、羨慕 ─

我們所屬於的信徒群體，也能夠有這樣的特質，

就像在主後第一世紀的教會，在那世代

述說你的美德、傳揚你自己大能的作為。

我們看見在歷史當中你如何介入，

如何賦予這一批沒有學過的門徒們 ─

給他們能力、智慧、口才、膽量；

主耶穌，引導我們，聆聽你話語的 ─

我們也要向你大大地張口，

深信你是不偏待人的神，祝福你的兒女，

渴慕你的話、渴慕你自己聖靈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