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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圣灵等候圣灵 使徒行传第一章

耶稣基督被接升天之前，
跟门徒在最后的四十天相聚的时刻跟门徒在最后的四十天相聚的时刻，

好像是耶稣基督跟门徒们有一个四十天的密集课程。

一3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 复活的凭据，

这四十天就是非常的关键期这四十天就是非常的关键期，

极多的门徒 ─ 甚至有五百人，看见复活的基督基督

这段时间 耶稣基督用许多凭据这段时间，耶稣基督用许多凭据，

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

复活的基督，成为初代教会最重要的福音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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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 神 的事四十天当中，耶稣对他们讲说神国的事…
整个四福音，都是关于神的国度耶稣基督的教导，

我们难免要问 ─ 到底门徒有懂吗？

一6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门徒所期待 地上的以色列国门徒所期待 ─ 地上的以色列国…
神的选民在主前 586 年被巴比伦王所灭

主前 168 年哈斯摩尼王朝被罗马帝国征服主前 168 年哈斯摩尼王朝被罗马帝国征服

这时，选民是罗马帝国之下的殖民地，

群居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外地群居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外地，

很渴望的就是地上的以色列国要被重建。

耶稣复活了，门徒还是期望耶稣要来复兴以色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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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7 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
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

如果没有圣灵的降临、没有受圣灵的洗，
门徒对属灵的真理仍然是一知半解，徒对属灵 真 然是 知半解，

能否经历使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彰显在生命中？

所以耶稣对他们说 ─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所以耶稣对他们说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一4-5 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圣灵的一段特殊时期 ─ 还没有降临在地上，

约翰福音 ─ 耶稣去，然后要差保惠师来…约翰福音  耶稣去，然后要差保惠师来…
所以这段时间门徒要等在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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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文把受圣灵的洗，跟施洗约翰的教导作了连结…

路三16 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有一位路三16 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 位
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圣灵的洗 施洗约翰出来服事的时候就预言预言了了圣灵的洗，施洗约翰出来服事的时候就预言预言了了……
耶稣延续施洗约翰所讲的。有没有应验呢？？

第二章 ─ 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门徒们的身上

第十章 ─ 圣灵降在哥尼流，一个外邦人百夫长的家人身上

圣灵的洗的预言，

包含预言性的指示包含预言性的指示
包含历史性 ─如何应验浇灌在初代教会的基督徒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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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十二13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
是为奴的，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

书信当中教导关于圣灵的洗书信当中教导关于圣灵的洗…

这个真理非常周延，

先有预言性的 ─ 四福音、使徒行传

预言应验历史性的 ─ 使徒行传里有两回预言应验历史性的  使徒行传里有两回

使徒书信中的教导 ─ 关于圣灵的洗

的洗路加写作的时候，称作圣灵的洗、

圣灵降临、圣灵降在、圣灵浇灌，灵降临 灵降在 灵浇灌
会用不同的词句，来描述同一件圣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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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在使徒行传当代，是如何工作的呢？

耶稣教导 ─耶稣教导
要去传福音、要等候圣灵的能力，

要圣灵降临、也就是受圣灵的洗、也就是父所应许的；要圣灵降临、也就是受圣灵的洗、也就是父所应许的；

耶稣基督要用圣灵与火给门徒施洗，他们要得着能力！

得着能力唯一的目的 ─ 作耶稣基督的见证得着能力唯 的目的  作耶稣基督的见证

一些主内弟兄姐妹渴望圣灵的能力，
记得我们要非常准确的动机记得我们要非常准确的动机 ─
神的灵是圣洁的灵、全知的灵
圣灵的能力是专为着耶稣作见证圣灵的能力是专为着耶稣作见证

不是为着个人利益的、不是为着去使某人得益处…

所有圣灵的能力，是为着为主作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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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一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

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圣灵 父所应许的 要赋予这些人能力圣灵、父所应许的，要赋予这些人能力 ─
以致于跨越空间、跨越民族、跨越文化，

能够直到地极 作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能够直到地极、作主耶稣基督的见证 ─
这是圣灵赋予能力唯一的目的。

见证见证在希腊文称作 martus ─ 跟殉道者同样的字眼，

为耶稣作见证是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没有保留的

为上帝而活是用生命的全部，

来表明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主
这是见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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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
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

旧约圣经以云彩来代表上帝的临在…
耶稣仍然是以马内利的上帝 与我们同在耶稣仍然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与我们同在，

乃是救赎历史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
道成肉身的耶稣已经不是与门徒同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已经不是与门徒同在，

约翰福音 ─他去，然后差保惠师来。

得胜耶稣耶稣升天有非常重要的神学意义 ─  象征他的得胜，

他不再被死亡拘禁、胜过了阴间死亡的权势
他是得胜的君王，

不是在地上，以色列人所期待犹太人的王是在地 ， 所期待

书信教导 ─ 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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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11 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
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

「加利利人哪，你们为甚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

使徒行传非常戏剧化的描述使徒行传非常戏剧化的描述 ─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

交待了门徒他们的人生使命交待了门徒他们的人生使命；

耶稣被接升天、圣灵要降临，然后他还要再来。

耶稣的升天其实展开了救赎历史当中新的一页，
福音要开始势如破竹的在主后第一世纪扩展开来开 势 在 第 展开来

主耶稣基督被接升天，得胜的君王他还要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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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2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
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

路加写作福音开展，用了非常多旧约背景的的情境情境……
最初福音是向犹太人 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犹太全地最初福音是向犹太人，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犹太全地，，

福音最初是在犹太教、选民的圈子中，

证明耶稣就是基督证明耶稣就是基督

这位被杀的罪犯其实是得胜的弥赛亚…

这一群人借着祷告，来等候父所应许的。

祷告的有哪些人呢？

提到了一些名单，就是十二个门徒，

约有一百二十个门徒一同聚集，约有 百 十个门徒 同聚集，

在橄榄山那个楼房里面，同心合意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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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去，他要差保惠师来，

人要作预备 怎么样预备呢？人要作预备，怎么样预备呢？

第一步 ─ 祷告、等候，

同心合意的祷告。

一百二十个门徒，不是约略的数目，

又是犹太教的根源又是犹太教的根源 ─
在被掳之后，犹太教的会堂兴起，

十个犹太男人，可以有一个会堂的敬拜

一百二十个犹太男人，是一个最基本的公会
这是一个犹太人的色彩、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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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个使徒少了一个犹大，要补满这个缺口…

祷告中 彼得在弟兄中站起来 他说明了祷告中，彼得在弟兄中站起来，他说明了 ─
不是耶稣基督没有防备到叛徒犹大，

而是圣经当中预言了耶稣要被卖而是圣经当中预言了耶稣要被卖，

犹大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仆倒而死；

彼得站起来讲述彼得站起来讲述 ─
我们要补满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位分。

似乎透过犹大的阴谋把耶稣出卖 ─ 耶稣被钉十字架，
可是却没有办法拦阻上帝的工作可是却没有办法拦阻上帝的工作；

因着犹大的背叛，相对成全了上帝的心意，

没有任何 个抵挡的势力 能够高过上帝的计划没有任何一个抵挡的势力，能够高过上帝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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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 诗篇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
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

六十九篇一○九篇 六十九篇○九篇

犹大这件事在上帝的计划当中，虽然是一个悲剧、遗憾，
可是教会没有因此就停住 就卡住可是教会没有因此就停住、就卡住…

所以立刻要来补满犹大这个使徒的位分 ─ 资格…

一22-23 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
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 希伯来名字

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作巴撒巴，
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 拉丁文名字

和马提亚。
一26 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

拉丁 名字

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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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十六33 签放在怀里，定事由耶和华。

大祭司在他的胸牌里有两块东西大祭司在他的胸牌里有两块东西，

叫作乌陵跟土明 ─ 决断的胸牌，

他们要作决定的时候 到大祭司面前去求问他们要作决定的时候，到大祭司面前去求问，

大祭司就用乌陵跟土明来决定是或否…
攻打艾城的时候有人偷拿了当灭之物攻打艾城的时候有人偷拿了当灭之物，

抽签来看是谁拿了当灭之物

被膏 的时 也是 签扫罗王被膏立的时候也是用抽签，

十二支派当中的便雅悯支派、支派当中的哪一家

抽 上帝的荣耀由抽签这个过程中，显明上帝的荣耀。

他们祷告过了，然后用抽签决定 ─ 抽出来是谁就是谁，他们祷告过了，然后用抽签决定  抽出来是谁就是谁，
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求上帝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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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圣经中唯一记载的就是这么一次。

可是注意我们华人同胞的背景可是注意我们华人同胞的背景…
逢年过节，不信主的同胞喜欢去庙里求签，

─ 求一个上上签─ 求 个上上签…
如果求到的签不合我的意呢？

我们都会说 不算不算 下次再来求签我们都会说 ─不算不算、下次再来求签。

我们读圣经 求签 掣签 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我们读圣经，求签、掣签，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不信主的同胞抽签，抽到满意的才算数

中掣圣经中掣签的时候，

乃是透过这样的过程来寻求上帝的心意

整个掣签的动作，有非常丰富旧约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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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等候父所应许的、等候圣灵降临的这一段时间，
他们所作的预备。

预备当中，人的预备是最重要的，

以致于少了一个使徒，以致于少了 个使徒，

他们要补满十二个。

后来马提亚 圣经再也没有提过他后来马提亚，圣经再也没有提过他…
使徒行传写作并没有把每一个使徒的事迹

来 选择性统统报导出来，是选择性的…
上帝恩待，这位马提亚 ─

虽然后来没有做了什么伟大的事迹，

可是门徒们、使徒们预备好了，

等候神的圣灵降临。

爱我们的耶稣 我们感谢你

祷告祷告
爱我们的耶稣， 我们感谢你，

你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

在初代教会 你的圣灵依约而来
祷告祷告

在初代教会，你的圣灵依约而来，

按照你所应许的要降临在教会；

也引导我们 让我们仍然有这样子的渴望也引导我们，让我们仍然有这样子的渴望 ─
我们要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

在这个世代来承接福音的使命在这个世代来承接福音的使命。

恳求你的圣灵也一样感动、催逼我们每一个人，

在你的应许当中 我们真的知道在你的应许当中，我们真的知道 ─
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真实的；

在使徒行传里面所看见的

阿们

在使徒行传里面所看见的，

也一样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