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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點滴教會點滴 使徒行傳四32至六7

五旬節事件有三千人信主

美門口瘸腿的人被彼得醫治之後，有五千人信主

可以想像初代教會的規模有多大了 ─ 都是在耶路撒冷。

四32-37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

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

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眾人也都蒙大恩。

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

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二42-47 聖靈降臨之後，三千人信主之後…
四32-37 又加上了五千人信主，

一群人一心一意的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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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

不只一起聚會、讀經、禱告

在生活當中彼此的幫補、供應

沒有人是有缺乏的，

個人照所需用的都得著了供應。

當五千人信主加入了教會的群體，

就需要豐富的人，他有田產家業就變賣、彼此分享；

這許多從外地回到耶路撒冷來守節的人，

他們從這裡認識耶穌…
當地的弟兄姐妹就變賣田產家業，來供應外地回來的人

這個教會是非常有規模的，不是所謂的搞「共產」，

而是因為當時有特殊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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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了一個例子 ─ 介紹了一個人物…

他很真實的在教會當中成為一個典範、榜樣…

五1-2 有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同他的妻子撒非喇賣了田產，

把價銀私自留下幾分，其餘的幾分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他們也在作奉獻，可是不是那麼甘心樂意…
他私自留下幾分，並沒有錯，

只是說他卻謊報說「這個是全部的」。

四36-37 有一個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約瑟約瑟，，

使徒稱他為巴拿巴 (勸慰子))。。
他後來對使徒行傳非常有影響，特別介紹他

他有田地，也賣了，把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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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3 彼得說：「亞拿尼亞！

為甚麼撒但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

當時的門徒都被聖靈充滿，

怎麼有一個人物 ─ 撒但充滿了你的心，

在奉獻這件最聖潔、敬虔的事上，

卻有撒但充滿你的心呢？

大家都是賣田產家業，可以留下幾分、有幾分拿出來，

可是他硬是說 ─ 我這是全部，他要沽名釣譽…
想用這樣的方式，博取眾人的喜愛。

彼得說 ─ 其實賣的價銀都是你的、你可以支配…
可是他卻硬說這是全部，

變成是撒但充滿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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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敬虔的事上，卻有一個最不敬虔的動機；

以弗所書 ─ 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也許最初只是一些小事，

到一個地步竟然是撒但充滿了他的心；

最初只是想說 ─ 「我願意奉獻，

可是我仍然還有一些生活的所需」，

你可以不必全部拿出來，可是又想要像別人一樣…

這件事情發展成為撒但充滿你的心、欺哄聖靈！

結果他的假冒為善、欺哄聖靈，

甚至跟妻子是同心欺哄聖靈，

他們當場在教會中被擊殺了。

‧凡物公用‧教會的懲戒‧教會的能力 ‧教會受迫害 ‧教會增長

聖靈在初代教會的工作是那麼的強烈，

讓這一個外表的奉獻、內在不純淨的動機，

都被顯露出來了！

上帝藉著聖靈的同在，使這隱藏的事被暴露出來了。

這一對夫婦也讓我們思想 ─

在親近上帝的時刻，讓我們心是能夠警醒的

不是為著別人怎麼看我們，而是單單為著上帝怎麼看我們

所以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聖經記載初代的教會是非常真實的、不是完美的……
有像巴拿巴這樣子的典範

也有像亞拿尼亞跟撒非喇、一個敗筆

真實的人性、真實的教會生活中，是並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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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第十章 ─ 亞倫有四個兒子，其中兩個拿答跟亞比戶，

在分別聖職的禮、在會幕、上帝面前獻上凡火，

拿答跟亞比戶也是被擊殺。

上帝說 ─ 我要在親近我的人當中顯為聖。

上帝是聖潔的，

以致於上帝的復興的作為、上帝真實的同在…

真實讓我們渴望上帝的同在、渴望復興，

也真實讓我們警醒的活在真實的光的面前，

內在的每一個動機，

不欺哄聖靈、不欺哄上帝

願意真實的活在上帝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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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12 全教會和聽見這事的人都甚懼怕；

主藉使徒的手在民間行了許多神蹟奇事。

亞拿尼亞、撒非喇事件，給教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教會中不純淨的問題被解決了 ─ 似乎是悲劇，

可是教會必須有原則 ─ 上帝聖潔的原則，

懲戒的結果，被上帝潔淨的教會是大有能力的教會。

五13-14 百姓卻尊重他們，

信而歸主的人越發增添，連男帶女很多。

有神蹟奇事、彼得的講道、彼此相愛的教會生活

也有負面的 ─ 不潔淨的事情需要處理

教會經歷這一連串的事件之後，這個非常有影響力的教會，

當代的人非常的尊重這一群信主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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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7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該教門的人，

都起來，滿心忌恨…

五18 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監。

也有別人懼怕他們…

教會的影響力是隱藏不住的，

對有些人，教會很有吸引力，吸引他們來到上帝的面前

對棄絕耶穌的人，他們是滿心忌恨

同樣「充滿」，包含 ─

教會當中的門徒被聖靈充滿

亞拿尼亞、撒非喇，撒但充滿你們的心的心

這群人滿心忌恨，嫉妒這個有影響力的教會影響力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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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9 但主的使者夜間開了監門，領他們出來，說：

「你們去站在殿裡，把這生命的道都講給百姓聽。」

可是上帝的話，藉著這些勇敢的使徒，充滿了耶路撒冷。

使徒們被捉拿交官的時候，

當夜神蹟式的被天使給救拔出去了；

第二天公會的人要去捉拿他們審問的時候，，

他們已經不見了！

被捉拿之後，反而看見又是一個上帝恩典的手介入了…

五28 你們倒把你們的道理充滿了耶路撒冷…

路加一面描述聖靈充滿，很反諷的 ─

有撒但充滿在某些人心靈當中，

有些人被自己的嫉妒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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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9-31 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

「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你們掛在木頭上殺害的耶穌，我們祖宗的神已經叫他復活。

神且用右手將他高舉，叫他作君王，作救主，

將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賜給以色列人。」

每一個悔改的心，

上帝都會賜下赦罪的恩。

當他們這樣見證主耶穌的時候，

真的有非常多的祭司也信從了這道。

初代教會有逼迫，

同時主的名、主的道愈發廣傳，甚至充滿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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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34 但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迦瑪列，

是眾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師，在公會中站起來…

當時的羅馬兵已經捉到了丟大、猶大，

當帶頭作亂的首領被捉拿之後，

馬上聚集的群眾就四散了，成不了什麼氣候。

是法利賽人當中的師父、使徒保羅的師父。

做了一個見證 ─ 不要隨便定這些人的罪，

我們就是靜觀其變，看看這些人後來的反應。

當代有丟大、猶大，歷史書當中有記載，

躲在猶大的山地搞革命，要來推翻羅馬政權

主耶穌基督被掛在十字架上，

也是政治犯、戰亂犯，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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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

耶穌被捉拿，祂的門徒不但沒有四散、反而更聚集了…

使徒們被捉拿、又被釋放，被捉拿、被天使救出來…
教會沒有因為領袖被捉拿、被反對，而有退縮，

他們的喜樂日增，信主的人數也是日漸的增加…

五38-42 我勸你們不要管這些人，任憑他們吧！

他們所謀的、所行的，若是出於人，必要敗壞；

若是出於神，你們就不能敗壞他們，恐怕你們倒是攻擊神了。

公會的人聽從了他，便叫使徒來…把他們釋放了。

他們離開公會，心裡歡喜…
路加非常強調在敬拜上帝、跟隨耶穌當中的歡喜，

有逼迫、有患難、有從人來的誤解、十字架的陰影，

都因著跟從主耶穌而來的喜樂都一筆勾銷了。

他們就每日在殿裡、在家裡、不住的教訓人，傳耶穌是基督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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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記載三千人信主、後面五千人信主，

使徒們繼續傳講的時候，

就沒有再記錄有多少人信主了。

華人教會有時候會覺得 ─

屬靈的事情、敬虔的事情，

不要用屬世的方法，做管理、統計…

教會發展 80 年代，西方教會開始講求「教會增長學」，

記錄在教會上帝如何使我們成長 ─

統計有多少人信主、多少人受洗、

多少人加入教會、多少人離開教會、

奉獻的數目有多少…
這是數算著神的恩典，記數著上帝的榮耀，

一切都是為著榮耀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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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 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

因為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

三千人、五千人，有很多外僑，不大會說

本國的希伯來語 (亞蘭語)，只會說希臘語 (希利尼話)；
寡婦需要使徒們來供應她們…

這是一個多元文化的教會群體，

語言不通當中就造成了一些隔閡。

甲寡婦不方便出門，就請乙寡婦幫多領一份；

乙寡婦要幫甲寡婦領，她操的是希利尼話，

用亞蘭語的使徒到底聽懂了沒有？

可能使徒說 ─ 貪心…就把她轟去了，

然後這個寡婦就出去哭哭啼啼的，說有問題等等…
這就是所謂怨言，其實是個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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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 ─ 所有說希利尼話的人，

另外去成立一個說希利尼話的教會呢？並沒有。

當代的使徒非常有智慧、有勇氣，

不是說 ─ 不可以發怨言，而是勇敢的去面對問題…
非常有智慧的找出問題造成的原因，

找出能夠解決問題的方案 ─ 選舉了七個執事。

六5 揀選了司提反、腓利、伯羅哥羅、尼迦挪、提門、…

選出來的這些會說希利尼話的人，

可以幫助使徒們來分擔管理教會的責任。

讓我們勇敢的去面對教會當中的挑戰、問題，

靠上帝的恩典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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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說希利尼話的寡婦因為供給的事上被忽略的時候，

使徒們澄清 ─ 我們是有限的人，以祈禱、傳道為事，

沒有辦法再去管理飯食…

六3 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

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

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管理飯食 ─ 原文意思是「服事桌子」Serve the table
不是只有飯食而已，而是包含所有的管理…
對比於使徒們在主的道上來服事當代的教會。

其中司提反、腓利，後來繼續在使徒行傳出現，

上帝透過他們的生命，不只在桌子上、在管理上服事教會，

也在主的話語當中服事了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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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你，

當我們服事你、跟隨你的時候，仍然發現 ─

在我們的軟弱跟有限當中，會有問題發生。

但是謝謝你，深信你的恩典是大過問題的，

幫助我們 ─ 在你的恩典當中勇敢的來面對問題，

靠你的恩典，找出問題真正的原因。

我也深信 ─ 藉著問題，帶來新的轉機，

新的同工產生了、新的恩典進來了！

我們就是來到你的跟前、向你大大的張口 ─

教會的元首，你要來祝福你的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