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目：不一樣的教會(I)
經文：使徒行傳 2:37-47



• [徒2:29]弟兄們，先祖大衛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對你們說，
他死了，也葬埋了，並且他的墳墓直到今日還在我們這裡
。
• [徒2:30]大衛既是先知，又曉得神曾向他起誓，要從他的後
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上，
• [徒2:31]就預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
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壞。’

• [徒2:32]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
。
• [徒2:33]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註：或作“他既高舉在神的
右邊”），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
聽見的澆灌下來。
• [徒2:34]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說：‘主對我主說：你
坐在我的右邊，
• [徒2:35]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 [徒2:36]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地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
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



•[徒2:37]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
對彼得和其餘的使徒說：“弟兄們，我
們當怎樣行？”

•[徒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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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2: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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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2:40]彼得還用許多話作見證，勸勉
他們說：“你們當救自己脫離這彎曲的
世代。”



•[徒2:41]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
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徒2:42]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
擘餅，祈禱。
•[徒2:43]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
神蹟。
•[徒2:44]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
•[徒2:45]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
的分給各人。
•[徒2:46]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且
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徒2:47]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
人天天加給他們。



引言

•Francis A. Schaeffer asked in the 70s: “Why there is 
so little reality in Christianity…?”

•紐約Pastor Jim Cymbala的教會

•香港我哥哥的教會

•中國大陸的教會



引言

•最早期滿有生命權能的教會：
• [徒2:41]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
約添了三千人，
• [徒2:42]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
禱。
• [徒2:43]眾人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
• [徒2:44]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
• [徒2:45]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
人。
• [徒2:46]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殿裡，且在家中擘
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 [徒2:47]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
給他們。



引言

•你希望/渴望參與在這樣一個教會裏嗎？

•你是可以的!

•秘訣/原因在那裡？



I. 耶穌復活了！使徒傳講耶穌復活的信息

•英國教會歷史學家B. J. Kidd研究早期教會
在逼害中不斷增長的原因：“… the Event (=
耶穌復活) had happened.” (A History of the 
Church to A.D. 461)



• [徒2:29]弟兄們，先祖大衛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對你們說，
他死了，也葬埋了，並且他的墳墓直到今日還在我們這裡
。
• [徒2:30]大衛既是先知，又曉得神曾向他起誓，要從他的後
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寶座上，
• [徒2:31]就預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
在陰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壞。’

• [徒2:32]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
。
• [徒2:33]他既被神的右手高舉（註：或作“他既高舉在神的
右邊”），又從父受了所應許的聖靈，就把你們所看見、所
聽見的澆灌下來。
• [徒2:34]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說：‘主對我主說：你
坐在我的右邊，
• [徒2:35]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

• [徒2:36]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地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
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



I. 耶穌復活了！使徒傳講耶穌復活的信息

•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的信仰不是宗教，
它是有關耶穌為我們被釘十架和復活的歷
史事件

•這歷史事件證明了我們的宇宙不是個唯物
論的宇宙，它是由至高、全能的上帝創造
的宇宙



I. 耶穌復活了！使徒傳講耶穌復活的信息

•這位宇宙真神藉耶穌基督介入了墮落犯罪
的人類歷史，衪藉著十架拯救了我們。

•也藉著衪的復活向我們證明了祂是基督，
是唯一能拯救你脫離罪惡，歸向真神，得
享祂豐盛生命的救主。



I. 耶穌復活了！使徒傳講耶穌復活的信息

•問題：你有沒有接受耶穌復活的信息？並
且把耶穌接受到你心裏？還是你仍是徘迴
在門外？



II. 聽眾悔改！使徒傳講悔改的信息

•[徒2:37]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
彼得和其餘的使徒說：“弟兄們，我們當
怎樣行？”
•[徒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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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心 κατανύσσω ： to prick violently被猛力
刺痛, pierced刺傷→ smitten in conscience良
心受責



II. 聽眾悔改！使徒傳講悔改的信息

• [徒2:37]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其餘
的使徒說：“弟兄們，我們當怎樣行？”

• [徒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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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扎心/被猛力刺痛/刺傷 /良心受責帶來悔改

•悔改/Μετανοέω: To change one’s mind 
：從內心發生180度的改變



II. 聽眾悔改！使徒傳講悔改的信息

•沒有悔改的基督徒不是真基督徒！

•悔改是心意的改變。

•今天教會軟弱的景像是有太多說信主
卻沒有悔改的基督徒



II. 聽眾悔改！使徒傳講悔改的信息

•沒有悔改的基督徒不是真基督徒！

•悔改是心意的改變。

•心意的改變必然帶來行為/行動的改
變。



• [太21:28]又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他來對大兒子說：‘
我兒，你今天到葡萄園裡去做工。’

• [太21:29]他回答說：‘我不去’，以後自己懊悔
(μεταμέλομαι)，就去了。

• [太21:30]又來對小兒子也是這樣說。他回答說：‘父啊，
我去’，他卻不去。

• [太21:31]你們想這兩個兒子，是哪一個遵行父命呢？”他
們說：“大兒子。”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稅吏和娼
妓倒比你們先進神的國。

• [太21:32]因為約翰遵著義路到你們這裡來，你們卻不信
他；稅吏和娼妓倒信他。你們看見了，後來還是不懊悔
(μεταμέλομαι)去信他。

• R. T. Francis: to “repent” in a more theological sense is normally in 
the NT expressed rather by μετανοέω, though in v.32 μεταμέλομαι
will be used in a sense lclosrer to “repent” in order to echo the word 
used in the parable



III.聽眾願意作耶穌的門徒！使徒傳講
作門徒的信息

•[徒2:37]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
得和其餘的使徒說：“弟兄們，我們當怎樣
行？”

•[徒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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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2:41]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
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III.聽眾願意作耶穌的門徒！使徒傳講
作門徒的信息

•洗禮不只是外表儀式，洗禮是作門徒的開
始，洗禮是願意作門徒的第一步。

•美麗卻是錯誤的觀念：洗禮是在人、在神、
在天使、在魔鬼面前作見証…



III.聽眾願意作耶穌的門徒！使徒傳講
作門徒的信息

•洗禮不只是外表儀式，洗禮是作門徒的開始，洗禮是願意作門徒
的第一步。

•漂亮卻是錯誤的觀念：洗禮是在人、在神、在天使、在魔鬼面前
作見証

•正確的觀念：洗禮是耶穌基督為你而設立，
衪吩咐你藉著洗禮，歸入衪的名下，一生
跟隨祂，作衪的門徒，聽衪的教導，學衪
的榜樣。

•這樣的人，就開始經歷耶穌基督生命的大
能，他的教會，就是有生命權能的教會。



IV. 領受了聖靈，成為新生命的動力



IV.聽眾願意作耶穌的門徒！使徒傳講
作門徒的信息

•[徒2:37]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
得和其餘的使徒說：“弟兄們，我們當怎樣
行？”

•[徒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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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13:52] (在彼西底的安提阿)門徒滿心喜
樂，又被聖靈充滿。



IV. 領受了聖靈，成為新生命的動力

•新生命不是自己製造出來的：不是透
過教育、修養、苦行、鍛練…而來。
這種觀念是是人間的宗教和哲學



IV. 領受了聖靈，成為新生命的動力

•新生命是聖靈在耶穌基督救贖的基礎
上賜給你的，這叫『重生』



IV. 領受了聖靈，成為新生命的動力

•基督徒的一生，是被聖靈充滿、帶領、
引導、使用的一生。

•[弗5:18]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
聖靈充滿。
•[弗5:19]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
口唱心和地讚美主。



IV. 領受了聖靈，成為新生命的動力

•基督徒的一生，是被聖靈充滿、帶領、
引導、使用的一生。

• [加5:16]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
的情慾了。
• [加5:22]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 [加5:23]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 [加5:25]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IV. 領受了聖靈，成為新生命的動力

•基督徒的一生，是被聖靈充滿、帶領、
引導、使用的一生。

• [徒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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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徒6:2]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我們撇下
神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
• [徒6:3]所以，弟兄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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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的教會(I) ：秘訣



•I. 耶穌復活了！使徒傳講耶穌復活的
信息

•II. 聽眾悔改！使徒傳講悔改的信息

•III.聽眾願意作耶穌的門徒！使徒傳講
作門徒的信息

•IV. 領受了聖靈，成為新生命的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