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度
第二階段 (5-12 月)：使徒行傳

讀經計劃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詩 1:2)

五月份的讀經資料讓我們更深入了解《使徒行傳》的背景和結構，由今個月開始，我們
將會細閱每一段經文，思考作者的用意及神藉著經文給我們的提醒。六月和七月的讀經
資料將會環繞本書的第一個大分段：使徒在耶路撒冷的見證 (第一至七章)。
第一週 (6 月 3 日至 6 月 9 日) : 第一章
本章主要敘述基督的升天和門徒聚會的開始
內容摘要
一) 序 (1-3 節)
二) 基督升天前的囑咐 (4-8 節)
三) 基督升天時的情景 (9-11 節)
四) 基督升天後，門徒的情況 (12-14 節)
五) 揀選馬提亞取代猶大(15-26 節)
釋經節錄：
1:1 「提阿非羅」的意思是「愛神的人」，他是本書和《路加福音》的受者。
1:4 「聚集」的原文有「與他們同吃」的意思；有的譯本將本句直譯為：「當祂和他們一起吃
飯的時候」。而 1:6 的「聚集」則沒有這個意思。因此，第 6 節不是第四節的重述，而是
指其後在主升天以前最後一次的聚集。

1:8

「耶路撒冷」是猶太首府，又是主耶穌被釘死的地方；「猶太地」是耶路撒冷的周邊地區，
居民以猶太人佔絕對多數；「撒瑪利亞」是緊鄰猶太地北面的地區，居民多為血統不純的
撒瑪利亞人；「地極」是指距巴勒斯坦較為遙遠的外邦國家。按照本書的描述，福音的向
外擴展正好符合這個次序。

1:12 猶太拉比根據安息日不可走遠路的規定(出 16:29)，推定人最多只能走二千肘(約一公里)的
路程(民 35:5；書 3:4)，若超過此距離，就算是違犯安息日了。

1:14 「弟兄」原文是複數詞，指耶穌的肉身弟兄們；他們先前不信祂(約 7:5)，現在顯然已經歸
信祂，當中的雅各和猶大更為日後教會的領袖(徒 15:13-21；加 2:9；猶 1)。

1:15 根據猶太公會的規矩，若要正式選舉任何人出任公會要職，法定出席人數須有 120 人以上。
1:16 「在聖經上豫言」是指大衛所作的詩(詩 41:9)，主耶穌在最後晚餐時也用過此言(約 13:18)。
1:23 有人認為 15 章裏的「稱呼巴撒巴的猶大」就是他；他雖然沒有被選上為使徒(1:26)，但還
是一直在教會中有活動，且被公認在弟兄中是作首領的先知(15:22、32)。

1:26 從前猶太人要選人在聖殿中供職時，是把合適的人選名字寫在一塊一塊的石頭上；把這些
石頭裝在一個容器內，搖動容器，直到有一塊石頭跌出來；那石頭上所寫的人名便是當選
人。「搖籤」是猶太人傳統尋求神旨意的方法(利 16:8；書 14:2；撒上 14:41；尼 10:34、
11:1；箴 16:33)。此處是聖經記載最後一次用搖籤的辦法來決定事情。

思考問題：
1. 主耶穌囑咐使徒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聖靈降臨，聖靈與作見證有什麼關係？你
怎樣為主作見證的呢？
2. 門徒希望耶穌復興以色列國，擺脫其他人的統治，耶穌卻說神所定下的日期是他們不
能知道的，他們需要等候。你能耐心等候神去成就你所期望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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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 (6 月 10 日至 6 月 16 日)：第二章
本章主要敘述聖靈的降臨和福音的傳開
內容摘要：
一) 聖靈的降臨與眾人的驚奇 (1-13節)
二) 使徒彼得的第一篇信息： (14-47節)
1. 根據舊約聖經解說聖靈澆灌的事(14-21節)
2. 見證釘十字架的耶穌已經成為復活升天的基督(22-36節)
三) 教會初期的情形：(37-47節)
釋經節錄：
2:1
「五旬節」意思就是「五十天的節期」，由逾越節那週安息日的次日算起，一共過七個
安息日，所以又稱「七七節」(出 34:22；申 16:10)，第七個安息日的次日，就是第五十
天(利 23:15-16)；它適逢七日的第一日：主日。這一天在舊約裏又稱作「收割節」(出 23:16)

2:2

聖靈是「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溢」了。這種情況有如水「充
滿」了澡盆，人躺在那澡盆裏，就會被水所「充溢」了。

2:6

「聲音」按原文應該不是指第二節所說的「響聲」，而是門徒們用眾人的鄉談「說話的
聲音」；「納悶」的意思是迷惘、困惑。

2:13

「他們無非是新酒灌滿了」意指醉酒(15 節)。從外表看來，被聖靈充滿和醉酒似乎相近，
都會使人顯出異常的表現。但究其根源與性質，乃是絕對相反的兩件事(弗 5:18)。醉酒
是以屬地的喜樂來使人的體興奮，結果趨於「放蕩」；而聖靈的充滿是「從天上…下來」，
使人滿有屬靈的能力，結果是拯救罪人並建造教會(41-47 節)。

2:15
「巳初」即第三小時 (上午九點鐘)。
2:17-21 引自《約珥書》2:28-32。《使徒行傳》所記載五旬節的事不是應驗《約珥書》的話，只
是和《約珥書》有類似的事情。

2:24

「痛苦」的原文和「生產之苦」(加 4:19)屬同一字群，故這裏的含意是形容主的復活有
如經過死亡後重新生出來。

2:25-28 引自詩 16:8-11。
2:4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這話表明：人只要接受福音，就可以受洗，此外並
無其他的條件。

2:44

當時教會突然增加了數千信眾，不少因信仰之故遭受親友排斥，以致生活陷入困境；也
有不少是從外地來耶路撒冷守節(9-11 節)的，今成了信徒，就滯留在耶城同過教會生活，
所以需要被接待。

思考問題：
1. 當門徒被其他未信的人譏誚時，彼得不但不覺羞愧，還勇敢地向他們傳講福音。你
能隨時作好準備，為主作見證嗎？
2. 為什麼信徒會「得眾民的喜愛」？他們做了什麼？你又可以作什麼吸引人到教會？
3. 當日信徒凡物公用、無分彼此、互相支持，今日我們又可以怎樣支持身邊的弟兄姊
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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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6 月 17 日至 6 月 23 日)：第三章
彼得在本章中繼續傳講福音
內容摘要：
一) 彼得、約翰進殿時，醫癒瘸腿者 (1-11 節)
二) 傳揚生命的主(12-26 節)
釋經節錄：
3:1
「申初」即第九時 (下午三點鐘)。敬虔的猶太人每天有三次定時的禱告：第三時、第六
時和第九時，即早上(巳初，上午九點鐘)，晌午(中午十二點鐘)和晚祭時(申初，下午三
點鐘)。

3:1

「彼得、約翰」他們二人本是打魚的夥伴(路 5:10)，是他們二人安排最後晚餐事宜(路
22:8)，又一同跟隨主至大祭司的院子裏，見證主通宵受審(約 18:15-32)，又在主復活之
日一起奔向空墳(約 20:2-10)；在《使徒行傳》裏，他們二人常常結伴事奉神(徒 4:13、
19；8:14)。

3:2

雖有許多解經家推測，「美門」可能就是由富麗堂皇的哥林多古青銅包飾的「尼迦挪門」
(Nicanon Gate)，但仍難肯定；它既靠近「所羅門廊」(3:11)，故可知應位於聖殿的東牆，
人可經此門由外邦人院進入放銀庫(即捐獻箱)的婦女院。這裡被認為是乞討最好的位
置，因為當人們去敬拜神、對神有所奉獻時，往往也更易對人慷慨。

3:6

基督徒奉耶穌基督的名，具有如下的意義：(1)為祂而行事；(2)依靠祂的權能行事；(3)
讓祂來行事；(4)在祂的名下行事；(5)所作的也是歸於祂的名下。

3:8
3:13

按照舊約律法，凡是身上有殘疾的人，是不能接近神的聖所，也不可獻祭的(利 21:16-21)。

3:21

「留」即接待、領受。「天必留祂，」意指升天得榮的基督，必被接待在天上，直等到
神計劃的時候來臨。

3:22
3:23
3:24
3:26

引自申 18:15。

主耶穌曾引用這名來證明神並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太 22:31-32)，因此，這名
乃在指明祂是復活的神。

引自申 18:19。
「這些日子」並不是指主再來的日子，而是指彌賽亞的紀元，也就是新約時代。
「就先差祂到你們這裏來」中的「祂」是指復活升天的基督化身為靈(約 14:18；16:7)；
「到你們這裏來」指五旬節聖靈澆灌在猶太人中間(徒 2:33)

思考問題：
1. 猶太人一日三次虔誠祈禱，在你的生活中，有什麼攔阻你親近神、向神禱告？你可
以怎樣克服這些障礙？
2. 跛子只求點零錢，神卻醫治了他的腳。你向神所求的真的是你所需嗎？我們應該如
何向神祈禱？
3. 跛子得著醫治後，就走著、跳著讚美神，你又如何回應神在你身上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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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6 月 24 日至 6 月 30 日)：第四章 1-31 節
本章講述約翰和彼得在猶太官府和公會面前為主勇敢作見證
內容摘要：
一) 彼得、約翰則被囚 (1-4 節)
二) 彼得約翰在猶太官府和公會前為主作見證 (5-22 節)
三) 被釋後在門徒面前作見證，並一同禱告 (23-31 節)
釋經節錄：
4:1
「守殿官」可能是聖殿的總管，負責監督護衛聖殿並維持聖殿的秩序，其地位和權勢僅
次於大祭司(徒 5:24、26；路 22:4、52)。
「撒都該人」是猶太教的一個派別，成員均來自祭司階級，他們乃屬於有權有勢的貴族
階級。由於他們與羅馬人有良好的關係，因此常仗勢鎮壓異己者。他們不相信死人復活，
而使徒們卻宣揚主耶穌從死裏復活，因此令他們大感煩惱 (4:2)。

4:3

晚祭約在下午四時結束，聖殿的門正要關閉。任何有關生死的審判須在白天開始，也在
白天結束。

4:5

公會是由「官府、長老和文士」這三班人組成的 (「官府」是指祭司長們)，也是以色列
人的最高法院；定主耶穌死罪的就是他們(太 26:57、59；路 22:66)。

4:6
4:11

「該亞法」是亞那的女婿，在主後十八年至卅六年繼任大祭司。

4:19

「你們」是指公會；一般猶太人原有聽從公會的義務，因為公會是設立來代替神照顧百
姓的。猶太人應當把聽從公會當作是聽從神。然而當公會偏離了神的旨意，不再替神作
事之時，人無法從公會聽到神的話，所以才不聽從他們。

4:22

「有四十多歲了，」表示這人早已經成熟了，他的病歷漫長，病情固定，已非藥石所能
醫治，所以必定是出於神大能的醫治。

猶太人建築房屋，在安放根基之時，是先在最外角安置一基石，稱為「房角石」，它是
一座建築物底部轉角處的巨石，用以連接牆垣的，是支持和穩定全建築物的石頭。

4:25
引自詩 2:1-2。
4:29-30 本節聖經提到兩種僕人：(1)「你僕人，」指基督徒把自己認同為神的僕人，為服事神而
存活；(2)「你聖僕，」指耶穌基督，祂奉神差遣，降世為人，完成救贖大工。

4:31

「聚會的地方震動」表示他們的禱告已經蒙神垂聽，或甚至神自己臨到他們中間(出
19:18；賽 6:4)。
在五旬節時，他們已經被聖靈充滿(徒二 1~4)；但彼得與公會的人辯論時，又再次被充
滿(徒四 8)。現在他們在禱告與讚美的時候，又都被充滿。可見聖靈充滿是繼續不斷的
事。

思考問題：
1. 主耶穌被釘時門徒四散，今受逼迫卻面不改容，是什麼造成這個變化？
2. 在 29-30 節中，門徒在祈禱中不是求神把難處拿走，而是求神給他們夠用的恩典去
面對難處。你能倚靠神面對生活中所遇到的挑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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