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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行神迹 ‧对以色列人的信息‧使徒被捉补、受审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
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
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
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赒济的，
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希奇、惊讶。

三7-10

这是典型初代教会的神迹奇事，紧接着彼得讲道
这是典型初代教会的神迹奇事
紧接着彼得讲道 ─
 五旬节圣灵降临、说方言的现象之后，彼得讲道
讲道
 这个地方，是有
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神迹之后
个神迹之后，彼得讲道
彼得讲道
用讲道来带出神迹的意义。
我们生命当中不是去追求神迹 ─ 神迹不能使人得救，
病得医治的神迹奇事，并不能带来使人得救的信心；
惟独上帝的话 ─ 使我们认识上帝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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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三至四31

申初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
下午两点钟 犹太教在早 晚献祭 之后有祷告的时间
下午两点钟，犹太教在早、晚献祭，之后有祷告的时间
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
天天被人抬来
天天被人抬来，…要求进殿的人赒济。
要求进殿的人赒济
三6 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跟随主耶稣的弟兄姐妹 不见得样样丰富 样样都有
跟随主耶稣的弟兄姐妹，不见得样样丰富、样样都有，
可是我们非常有把握的知道 ─我们的生命是有宝贝的，
在我们生命的瓦器里，
在我们生命的瓦器里
宝贝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
也许不是这个叫化子的期待，
也许不是这个叫化子的期待
可是却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
三1-2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起来行走！
！

‧彼得行神迹 ‧对以色列人的信息 ‧使徒被补、受审

上帝的选民有一些对信仰不是那么准确的认知，
彼得以神的话来纠正他们…
三12

彼得说：「以色列人哪，
为甚么把这事当作希奇呢？」

上帝一直在历史当中不停的行神迹，
有上帝的作为来介入历史 ─
 神迹并不永远是一些很奇特的…而已
 神迹就是上帝的作为
上帝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了他的作为，
 不只是为这个人的好处
 上帝有更多的心意 ─
透过彼得的讲道，把上帝的心意解明

‧彼得行神迹 ‧对以色列人的信息 ‧使徒被补、受审

你们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好的呢？
你
知道
怎
我们只不过是一些小人物…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
你们却把他交付彼拉多…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
圣经当中有很多词汇来描述耶稣基督是谁，
在彼得的讲道中让他的会众能够明白…
 神的仆人
 圣洁公义者
 生命之主

三13-15

上帝赐下他的仆人，却被选民所弃绝的圣洁公义者，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都是为这事作见证。

‧彼得行神迹 ‧对以色列人的信息 ‧使徒被补、受审

使徒行传中很多篇的讲道，都会发现这个呼召 ─
当认识耶稣、认识自己生命中的问题跟状况，
我们应当怎样采取行动呢？要悔改归正，
对过去所有不准确的、错误的行为，
或是内在的态度都需要悔改，
 包含认知上、情感上、意志上的
 至终带来在行动上归正、转向上帝
这是救恩，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带来拯救的福音，
让人可以转向上帝，迎接他为我们所预备救赎的恩典，
这是礼物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
这是礼物、我们每
个人都可以接受。
 没有任何一个罪是大到主耶稣不能赦免
 也没有任何
也没有任何一个罪是小到不需要悔改
个罪是小到不需要悔改
这是上帝无条件的丰富的应许，透过耶稣基督所完成的。

‧彼得行神迹 ‧对以色列人的信息 ‧使徒被补、受审

这一个瘸腿的得医治，更是一件神迹来见证 ─
耶稣基督是你们所杀的生命之主，可是他复活了，
他生命复活的能力，使这一个瘸腿的人全然好了！
之后彼得在信息当中就提醒 ─
你们所杀的生命之主，
他是在责备他的听众
他是在责备他的听众…
三19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

过去的、不准确的、不好的态度，所犯下的罪行需要悔改，
悔改是消极的 ─离弃以往不讨上帝喜悦的行为，
然后归正转向上帝 ─ 消极的、积极的都有；
消极的 积极的都有；
我们的罪就能够得以涂抹。

‧彼得行神迹 ‧对以色列人的信息 ‧使徒被补、受审

彼得特别提醒 ─
这是上帝一直在历史当中，透过众先知所预言的。
在讲道中，把整个旧约、从主前一千四百年以来，
上帝一直在圣经当中讲述他的救赎作为，
来解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成全了上帝所有救赎的计画。
彼得又提到是众先知以来、
还有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还有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今天上帝都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了。
这是在这一篇彼得的讲道中，非常的明确的解释 ─
这个病得医治的神迹 它的意义是在耶稣的身上。
这个病得医治的神迹，它的意义是在
的身上

‧彼得行神迹 ‧对以色列人的信息‧使徒被补、受审

圣经还没有讲述这群听道、看见神迹的人，有没有悔改…
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
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
于是下手拿住他们。
四4 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
四1-3

他的讲道大有功效 ─ 五千人信主，
五千人信主
另方面却使他们自己被下在监牢当中，
或许服事上帝并不担保所做的尽都顺利…
或许服事上帝并不担保所做的尽都顺利
这个故事高潮迭起 ─
 高潮，这个人病得医治
 再高潮，五千人信主了
 急转直下，主要讲员彼得被交官、放在监牢里

‧彼得行神迹 ‧对以色列人的信息‧使徒被补、受审
四8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

路加写作使徒行传非常刻意的铺排 ─
在福音进展、教会发展当中，圣灵的角色。
 彼得曾经在耶稣被捉拿受审讯的时候，
彼得曾经在耶稣被捉拿受审讯的时候
三次不认主
 同样这位彼得，一样的场景、审讯台前，
同样这位彼得
样的场景 审讯台前
被圣灵充满、非常的勇敢，又开始见证耶稣…
治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
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四9-10

‧彼得行神迹 ‧对以色列人的信息‧使徒被补、受审

交官放在监牢之后马上就有审判…
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
第
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
又有大祭司亚那和该亚法、约翰、亚力山大…都在那里。

四5-6
四5
6

这群审判彼得的人，就是审判耶稣基督的同一群人
这群审判彼得的人
就是审判耶稣基督的同一群人…
群人…
之后耶稣真的复活了，胆小四散的门徒都起来传扬耶稣
起来传扬耶稣。
。
公会的人很紧张 他们才审判了耶稣
公会的人很紧张，他们才审判了耶稣，
如果使徒们所传讲的信息都是真确的，
那公会的人不是错判了吗？岂不是真正罪大恶极？
会的
是错判 吗 岂 是真 罪大恶极
这时彼得却说 ─ 你们所杀生命的主复活了，
 他的复活证明所有圣经的预言是真确的
 也证明官府、公会这些犹太教领袖们，
当时做了错误的判断、做了罪大恶极的事情！

‧彼得行神迹 ‧对以色列人的信息‧使徒被补、受审
四11 (诗一一八22)

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

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诗一一八24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上帝所定的喜乐的日子 ─
是因为耶稣的复活而成为一个喜乐的日子
稣 复
乐
。
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被耶稣引用过，
他不被当代的百姓所接纳、是匠人所弃的石头，
是被弃 、可是被 帝所高举，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是被弃绝、可是被上帝所高举，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以弗所书保罗讲教会论、基督论 ─
教会因着耶稣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
教会能够在这块石头上，非常准确的被建立起来。

‧彼得行神迹 ‧对以色列人的信息‧使徒被补、受审

彼得很勇敢的、满有智慧的，出来作见证的时候，
 一方面提到 ─ 你们的指控是不准确的，
公会当年判耶稣死罪是有问题的
 耶稣虽被判了死罪，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 ─证明…
四12

‧彼得行神迹 ‧对以色列人的信息‧使徒被补、受审

耶稣
稣为我们付了生命的代价、走上十字架，
他的复活能够解决人生命当中 ─ 罪的缠累、控告
控告、
、权势
权势。
。
这是耶稣被接升天赐下圣灵之后，
门徒为他作见证、非常大胆的宣告
门徒为他作见
、非常大胆的宣告 ─

只有耶稣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在彼得的宣讲当中清楚的讲述了救恩 ─
 有神迹、有主的话被宣扬
 使徒们被捉拿，可是在公审会、在审判台前，
使徒们被捉拿 可是在公审会 在审判台前
使徒们却在被告席当中为耶稣作见证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华人同胞普遍是泛神论的信仰、多神崇拜…
有哪一个神明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呢？
传福音的时候需要有谦和、谦卑的态度，却非常
却非常信心满满
信心满满，
，
真的知道只有耶稣能够解决人生命当中 ─
不论外在显而易见的罪 内在生命动机性隐而未现的罪
不论外在显而易见的罪、内在生命动机性隐而未现的罪，

求主恩待 ─ 让我们常常能够抓住机会，
 在主的话语当中，使人看见救恩的真实
 在神的话语当中，使人能够有得救的智慧

耶稣都能够解决！

‧彼得行神迹 ‧对以色列人的信息‧使徒被补、受审

公会非常紧张，真的，
会非常紧张 真的 彼得所做的就是一个神迹
彼得所做的就是 个神迹，
这一群被审判的使徒就是当年很胆小的那一群人；
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本来是没有学问的小老百姓，
竟然可以引经据典来证明耶稣是基督，
公会的人反而被这被告的彼得、约翰定罪了…
又不能轻易的定他们有罪 ─ 因为有一个见证人，
就是那个瘸腿得医治的，
能够证明他所经历的是真实的…
于是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
这两个人呢？
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
他们诚然行了
件明显的神迹，…我们也不能说没有
我们也不能说没有
不能说没有。
。
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
于是叫了他们来，
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

四15-18

‧彼得行神迹 ‧对以色列人的信息‧使徒被补、受审

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

四19-20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彼得、约翰不是为自己答辩，
彼得
约翰不是为自己答辩
似乎定了当时坐堂审判他们人的罪…
之后他们被释放，回到了信徒群体当中…
之后他们被释放
回到了信徒群体当中
他们一起称颂赞美上帝说 ─
就算许多人抵挡上帝，也是在上帝的计画当中；
也是在上帝的计画当中
当中
当中；
我们却仍然走在上帝的心意里，
可以配为耶稣的名受羞辱 受逼迫 这是我们的荣耀
可以配为耶稣的名受羞辱、受逼迫，这是我们的荣耀。
四31

祷告完了，…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

人可以被捉拿，神的道却是不被约束的！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祷告

让我们在你面前来俯伏敬拜。
虽然你被杀、被钉，但却发现 ─
你是生命的主、你赐下生命，
你自己更是战胜了死亡；
也引导我们今天属你的儿女，让我们常常去体会 ─
在我们里面又真又活的新生命，
使你从死里复活上帝大能的生命，一样在我们里面。
你要祝福 ─
使跟随你的儿女、服事你的教会，大有能力，
抓住每一个机会，为主耶稣基督作见证。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