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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二天，官府、長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會，
6 又有大祭司亞那和該亞法
又有大祭司亞那和該亞法、約翰、亞歷山大，
約翰 亞歷山大
並大祭司的親族都在那裡，
7 叫使徒站在當中，就問他們說：「你們用甚麼能力，
奉
奉誰的名做這事呢？」
8 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對他們說：
9 「治民的官府和長老啊，倘若今日因為在殘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
治民的官府和長老啊，倘若今日因為在殘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
查問我們他是怎麼得了痊癒，
10 你們眾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當知道，站在你們面前的這人得痊癒是因你們
所釘十字架、 神叫他從死裡復活的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
11 他是你們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12 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13 他們見彼得、約翰的膽量，又看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
就希奇，認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
14 又看見那治好了的人和他們一同站著，就無話可駁。
讀經
徒四
5-14

七個禮拜以前，我們渡過了復活節！
經過七個禮拜，就是五十天以後，今天是教會的五旬節主日。
在五旬節的時候聖靈降下，聖靈降下以後門徒們有很大的改變，
他們得著為主做見證的能力，而且教會也被建造起來。

今天也許我們會誤會，就是覺得聖靈充滿一定要說方言，
但是哥林多前書 講得很清楚，不是每一個人都說方言。
聖靈充滿在聖經裡面有兩個字，
有 個字是講到聖靈在我們生命裡面的 作
有一個字是講到聖靈在我們生命裡面的工作，
改變我們的性格和性情，使我們能夠結出聖靈的果子，
加五22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所以我們想想，在我們生命當中有沒有這九個果子？
或者說有沒有這九種味道在我們的身上？
而這方面的工作是每一個得救重生的基督徒，都要經歷的！

聖靈充滿有兩方面的意義，
 聖靈充滿也是一個神給我們的命令，是給每一個人的！
充滿
我
命令
每 個人
 特別是教會的領袖，更要常常經歷聖靈的充滿。
五旬節的時候就讓我們看到， 個被聖靈充滿的使徒會是什麼樣。
五旬節的時候就讓我們看到，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使徒會是什麼樣。
徒六 按立職事的時候，要求的條件之一也是聖靈充滿。

如果我們說我們得救了，我們的生命結不出這些果子、沒有改變，
那我們的得救是值得存疑的！使徒保羅也說：
我
救 值得存疑
使徒
「你說你有信心，你沒有行為，那麼你的信心就是假的！」
你說你信了耶穌，但是在你身上 點都看不出這九個果子，
你說你信了耶穌，但是在你身上一點都看不出這九個果子，
那麼你的信心是需要經過懷疑的。

跟過耶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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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方面，聖靈不僅僅在我們裡面工作，
聖靈也賜給我們能力和恩賜，讓我們能夠去傳福音、建立教會。
因為無論是傳福音、無論是建立教會，都需要靠著聖靈的大能。
我們不可能靠著自己血氣的力量 想要完成這些事情
我們不可能靠著自己血氣的力量，想要完成這些事情。
亞四6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華的靈，方能成事。

那是先知鼓勵那些歸回的人建造聖殿的一節很重要的聖經。
那是先知鼓勵那些歸
的 建造聖殿的 節很重要的聖
傳福音、建立教會要聖靈的大能，要經歷聖靈的充滿。
節
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就是在五旬節之後不久所發生的事情！
徒三 一開始說，有一個在聖殿美門口、生來就是瘸子的人得了醫治。
你可以想像如果有一個人，他一直都在我們教會門口討飯，而且他不能行走！
但是有一天因著聖靈的大能，我們為他禱告，他站起來走著、跳著、讚美神！
這個對不信的人、對著我們的教會，是一個何等大的一件事情。
五旬節的時候彼得講道有3000人悔改；但是這個人得醫治以後，
旬節的時候彼得講道有3000 悔改 但是這個 得醫治 後
聖經說有5000人悔改。你可以看見這樣的一個福音工作，何等需要聖靈的大能。

1996年的時候中國剛剛開放，有一個傳道人
就介紹我進上海一個華商團契講道，
那個時候還沒有太開放，
所 我們都還保持 點神秘！
所以我們都還保持一點神秘！
當我出發的時候我不知道來接我是誰？
我們好像做特務一樣，保持神秘！
可是當我出關以後、出了機門，馬上就有一對夫婦跟我打招呼，
我從來沒見過他們，我說：「你們怎麼知道是我？」
他說：「我們一看就知道，你是信友堂的傳道人。」
「我
信友堂 傳道
信友堂傳道人好像有一個味道、好像有一個風格，
所以我今天願意從兩個方面來跟大家一起來思想：
我今
意從 個方 來 大家 起來 想
你是否是跟過耶穌的人！
第一個是跟過耶穌的意義是什麼？
第二個是跟過耶穌的改變有哪些？

但是這樣的一個人得醫治，卻讓宗教領袖非常地不高興！
 一方面他們不能夠否認這個人得醫治，
 另外一個讓他們更驚訝的是這些門徒們的改變！
在不 前彼得在大祭司的園子裡面 是何等的膽怯！
在不久前彼得在大祭司的園子裡面，是何等的膽怯！
在一個小小的使女面前，都不敢承認他是跟過耶穌的。
當耶穌被釘的時候，這些門徒除了約翰之外，通通跑光了！
但是如今他們變成是何等地有膽量。
他們沒有受過什麼學問，他們是加利利的那些漁民，
所以這些宗教領袖就做了一個結論—
這些人會有這樣的改變，是因為他們跟過耶穌。
弟 姊妹 在我們的身上 不信的
弟兄姊妹，在我們的身上，不信的人、或者信徒看見什麼？
或者信徒看見什麼
看得出來我們是跟過耶穌的嗎？
我們的言行有一定的影響力的，我們就是一個標誌！

一、跟過耶穌的意義
耶穌呼召人來信靠祂，其實耶穌呼召你來信靠祂的時候，不是只有理智上的認同—
耶穌呼召人來信靠祂，其實耶穌呼召你來信靠祂的時候，不是只有理智上的認同
我相信、我承認我是個罪人、耶穌你愛我，這些我都覺得不錯！我相信。
不是只有理智的認同而已！耶穌邀請一個人信靠祂的時候，是叫他來跟隨祂！
是 有理智
同
耶穌邀請
靠
時候 是叫 來跟隨祂
一次相信，終身跟隨！耶穌是呼召人來作他的門徒！不是呼召人來認同祂的理論。
「門徒」的意義，在我們中國人的了解，就是學徒！
你要學師父的手藝；更要學師父的精髓。
所以當我們說我們信耶穌的時候，就要做一個很嚴肅的決定—
決定一生都要跟隨耶穌。祂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祂對我有什麼要求，我就跟隨。
在古時候你會發現 甚至在我成長的時候都會發現
在古時候你會發現，甚至在我成長的時候都會發現，一個人要做學徒的時候，
個人要做學徒的時候
常常就到了師父的家裡。一開始常常做一些覺得很無聊的事情。
我的母親告訴我說，以前做學徒，你不先幫師父家裡洗三年的馬桶，
你不幫他洗孩子的尿布，你別想學任何東西。三年以後也許你開始學一點東西！

我們跟隨耶穌也是一樣，要不斷地跟祂在一起。
所以跟隨耶穌的意義就是， 直跟耶穌在 起。
所以跟隨耶穌的意義就是，一直跟耶穌在一起。
跟耶穌在一起有三件事情會發生：1.學習耶穌基督的樣式。
弗四 我們學了基督
我們學了基督，我們就是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我們就是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如果你不學習耶穌，你就仍然是一個舊人；你學了耶穌，你才能夠穿上新人，
才能夠活出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基督徒的意義就是「小基督」的意思。
我們常常看到弟兄姊妹有軟弱的時候，我們說：「我們要學耶穌！」
我常常聽到一個回答：「我又不是耶穌！」這句話是不合乎聖經真理的！
耶穌要我們學習祂的樣式、要我們效法祂的模樣，羅八 神呼召我們的目的。
保羅也說：「我活著就是基督！」我不論在任何事情上，都要讓基督
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所以當我們學習耶穌的時候 不是學習 些理論而已！
在我身上照常顯大。所以當我們學習耶穌的時候，不是學習一些理論而已！
而是學習耶穌的生命和性格、價值觀。耶穌：「我們不要為明天憂慮！」
我們就學習不為明天憂慮；耶穌： 我心裡柔和謙卑！」我就學習柔和謙卑。
我們就學習不為明天憂慮；耶穌：「我心裡柔和謙卑！」我就學習柔和謙卑。
所以跟隨耶穌，就是學習耶穌的樣式。

3. 耶穌要跟我們建立的是一個朋友的關係。(約十五15)
在舊約裡只有兩個人被稱為上帝的朋友，一個是是亞伯拉罕、一個是大衛。
他們敬畏神，他們沒有保留地奉獻。
 大衛愛神，以至於他們成為神的朋友。
大衛愛神
至於他們成為神的朋友
 摩西在神的家中，全然盡忠，神稱他為朋友。
你會發現，當神要做什麼事情的時候，祂會告訴祂的朋友！
神要滅所多瑪、蛾摩拉的時候，祂說：「我不能夠不告訴我的朋友
亞伯拉罕！如果我不告訴他，我就不夠意思。」(創十八17)
今天很多人說：「牧師，我都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常常說：「耶穌是我的好朋友！」唱詩歌說：「耶穌是我的最好朋友！」
但是，問題是—我是不是耶穌的好朋友？常常我們只要耶穌給我所需要的
是
是 我是不是
的
友 常常我們 要
我 需要的
各樣恩典和祝福，但是當神給我一點要求的時候，卻跟神保持距離、
以策安全。我們一方面知道上帝是聖潔的、是輕慢不得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又希望得到上帝無窮的祝福。

2. 跟過耶穌就是，與耶穌建立堅固的關係。
我們和耶穌有生命的關係：當我們接受主以後，我們就是神的兒女，
 這是一個生命的關係，有、或沒有，沒有中間第三個。
 你有沒有神兒子的生命？你不是有、就是沒有！這是一個關係。
你有沒有神兒子的生命？你不是有 就是沒有！這是 個關係
也是一種連結的關係：約十五 我們好像枝子一樣，要連在葡萄樹上面。
我們常在主的裡面，我們才能夠結果子。
我們也許會說：「沒關係！他多結點果子！我不結果子，沒關係！」
但是 約十五 不結果子的後果是嚴重的，不結果子的枝子會被神砍下來，
丟在外 用火燒掉
丟在外面用火燒掉。
路十三 主耶穌也講到一個無花果樹的比喻，那個無花果樹老不結果子，
有人替它求情說：「我們再施點肥、再給它一些照顧！ 結果是一樣的！
有人替它求情說：「我們再施點肥、再給它一些照顧！」結果是一樣的！
如果這個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仍然不結果子，那棵樹就要砍下來。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有沒有結聖靈的果子 我們有沒有結福音的果子
所以弟兄姊妹我們有沒有結聖靈的果子、我們有沒有結福音的果子，
是非常嚴肅的一件事情，不是可有可無的。

4. 有悔改成長的生命
彼前 一個人得救以後，就會愛慕那純淨的靈奶
一個人得救以後，就會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就是上帝的話，
就是上帝的話，

他屬靈生命應該是不斷地成長的！從一個嬰孩逐漸地變成長大成人。
我們的 命到底成不成長？ 果我們的 命不成長 就是我們 病了！
我們的生命到底成不成長？如果我們的生命不成長，就是我們生病了！
這幾年，做我的好朋友，有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就是不管你喜歡、不喜歡，
我都強迫你看我孫子的照片！而且你一定要說：「好看！」。
「不好看」，我就跟你有仇。但是你會發現這幾年，有的人如果說：
「怎麼才多久沒看，你的孫子都長大了！」最近我不知道為什麼，
臉書一直把我孫女剛剛出生、四年前的照片，一直顯示出來。
書 直把我
出
年前
片
直
出來
每一張都很可愛！但是如果四年後，她還是這個樣子，你一定會跟我說：
「牧師，該帶她看醫生！四年前，抱在手上，四年後，還抱在手上，
還不會走路、還不會叫人！這孩子有病啊！」
同樣地 在我們信主幾年以後 我們有沒有成長？我們對神的認識
同樣地，在我們信主幾年以後，我們有沒有成長？我們對神的認識
有沒有更增加？求主幫助我們能夠繼續不斷地成長跟改變！

二、跟過耶穌的改變。
1 就是可以放膽傳講神的救恩！「傳福音」跟學問的大小無關，
1.
就是可以放膽傳講神的救恩！「傳福音 跟學問的大小無關
你看那些官府的人說這些人是沒有學問的小民。其實傳福音
跟 件事情很有關係，是你對救恩有經歷、有確據和勇敢。
跟一件事情很有關係，是你對救恩有經歷、有確據和勇敢。
一個推銷員如果對自己要推銷的東西沒有把握，
他是不可能成為 個好的推銷員
他是不可能成為一個好的推銷員。
有一次有個人跟我推銷東西講了半天，最後我講得比他還好！
那個人就是我的小舅子。最後他就說：「姊夫，你不要買了！」
同樣地，你對福音有沒有這樣的把握？當他們宣告說：(使四12)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
靠著得救。」今天我們的問題常常是我們知道，但是我們卻做不到。
我們知道要去傳福音，但是每次我們跟誰說：「你去傳福音」的時候—
「我不敢！」好奇怪！犯罪他都敢；傳福音，他不敢！
我們實在是需要聖靈的幫助。

2. 生命、性格的成熟，開始過聖潔的生活。
弗四25-29 以前偷的，不要再偷了；以前說謊話的不要再說了；

以前愛生氣的，不要再生氣了！生氣要有節制，太陽下山就不要生氣了！
夫妻吵架的時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讀這節聖
夫妻吵架的時候，最好的方法就是讀這節聖經—不可含怒到日落，
不可含怒到日落
這是我常常和師母拿來破冰的方式！我們也會吵架、也會不高興，
但是我們常常提醒：「太陽要下山囉！該結束了！
否則就不合乎神的心意，我們要結出聖靈的果子。」
同時我們凡事不祗是從環境，來解釋我們的遭遇，而是能夠從
神和聖經的角度，來看我們生命當中的每一個遭遇。
 羅八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創五十 約瑟的父親過逝了，他的哥哥非常害怕！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約瑟的 親過逝
他的哥哥非常害怕
報仇
年 晚
過去我們害我們的弟弟，現在弟弟大概爸爸過逝了就要修理我們了！
我願意弟兄姊妹永遠記得約瑟怎麼說，
創五十2「你們的意思原來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

而且你會發現那樣的一個真正傳福音的，是敬畏神的人。
當官府禁止彼得傳福音的時候，彼得說：(使四19)
「聽從你們不聽從神，合不合理？你們自己去想一想！」
他們被釋放了以後回到教會裏面，他們一起禱告一件事情—
祇求神繼續給他們膽量，
傳講上帝的話並且用神蹟 證實他們所傳的道
傳講上帝的話並且用神蹟，證實他們所傳的道。
你我為很多事情向神禱告過！有沒有我們同心合意禱告：
「神啊！給我們膽量 繼續為你來做見證 傳福音！
「神啊！給我們膽量，繼續為你來做見證、傳福音！」
這樣的禱告會震動地的！
徒 他們禱告完了連地都震動！
徒四

我求神有一天在東京國際基督教會也做這樣的工作，
讓我們火熱起來、讓我們為神勇敢。

基督徒不能祗從平面來解釋所有的事情，
基督徒要從神的眼光，來詮釋在我們身上的每一件事情。
請問約瑟的哥哥祗會從平面解釋事情，
他們的心會怎麼樣？充滿了害怕、充滿了不安！
但是惟有從上頭來的解釋，才有真正的平安、你才服得下來。
 你碰到不好的老闆是不是？
 你碰到不好的老師或是不好的配偶是不是？
 你的小孩很難管，是不是？
你的小孩很難管 是不是？
弟兄姊妹，神的意思是好的！
因著你信靠主，臨到你身上的每 件事情，
因著你信靠主，臨到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情，
都經過神的作為！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好的 壞的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好的、壞的，
我們覺得失敗的、或是成功的。

3. 一個跟隨耶穌的人他的改變，一定是很甘心樂意地奉獻。
初代教會被聖靈充滿的時候，特徵之一就是變得非常慷慨。
他們說凡物公用，他們賣了田產、家業，最讓我訝異的是一句話 四32 ：
「沒有一個人說，有一樣東西是自己的。」這意思是什麼？如果散會以後
沒有 個人說 有 樣東西是自己的 」這意思是什麼？如果散會 後
你覺得你需要我身上的西裝，你說：「牧師，這一件給我，好不好？」
我就要給你！當然不是這樣隨便的！而是我真正看見你的需要，我願意把
我的東西來跟你分享。但是我也不會在你的懶惰上，與你的罪一同有分。
每一次教會的復興，都帶動上帝家裡面的復興，也帶下弟兄姊妹慷慨的奉獻。
一個復興的教會就是大家都愛、眾弟兄姊妹都愛這個教會。
撒下七 大衛願意為上帝建殿，上帝就大大地祝福他。
所 弟 姊妹 如果我們 生當中有機會建禮拜堂的時候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們一生當中有機會建禮拜堂的時候，
我們都要好好地來參與，因為這是一個蒙福的機會。
這個建築已經40年，所以今天來的時候，大家都看到我們需要整修！
約十 耶路撒冷有修殿節。

但是我也願意跟弟兄姊妹講：
不久以後上帝給我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我跟師母買了一個小小的房子。
那個屋主好奇怪 前 個買主 我所出的價要多 佰萬
那個屋主好奇怪，前一個買主比我所出的價要多四佰萬，
但是他對那個買主就是不順眼，
他說：「我就是要賣給你！」
你賣房子會這樣嗎？你會跟日圓不順眼嗎？
我只認定一件事—
我的經歷跟大衛一樣，我愛神的家、神眷顧我的家，
耶穌是不改變的。
你是跟過耶穌的嗎 我是跟過耶穌的
你是跟過耶穌的嗎？我是跟過耶穌的。
別人在我們身上，看過「跟過耶穌」的記號，
願我們每一個人生命都不斷地改變，更像耶穌。

也許我們沒有機會，參與40年前建造這個禮拜堂，
但是今天上帝給我們一個機會，參與這樣一個整修的工作。
我們要為整個整修來禱告，也要為這個整修來奉獻。
這次我們 估需要的費用是 千伍佰萬
這次我們預估需要的費用是兩千伍佰萬，
回去好好地禱告—
上帝我在這一次修殿的當中，我要參與多少？
八年前我們台灣的教會建殿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的儲蓄是有限的，
其實我自己的儲蓄是有限的
但是我仍然願意奉獻了四佰萬的日幣。
如果你了解 個牧師的生活，你知道四佰萬對我是多大！會痛耶！
如果你了解一個牧師的生活，你知道四佰萬對我是多大！會痛耶！
奉獻要奉獻到會痛！對不對？你買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說：「我心痛！」但是你奉獻，要奉獻到心痛。

天父我們這個時候來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們讀到這段經文的時候，我們好興奮。
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跟隨你，我們就會改變。
改變到一個地步，眾人都認得出來。
我求你祝福我們教會的每 位弟兄姊妹
我求你祝福我們教會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一天天、一點點地這樣的改變在我們生命當中發生，
以致於有一天我們每一個人出去，人家都說我們是跟過耶穌的。
以致於有 天我們每 個人出去，人家都說我們是跟過耶穌的。
也求你祝福我們這次整修會堂的工作，
讓我
這
載 逢 機會 讓我
意竭力地擺上
讓我們看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讓我們願意竭力地擺上，
為著整個的過程來禱告、也為著過程來奉獻。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