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行Ỉ第1－ 2章
恰克 史密思 牧 ⶰ (各各 他山教Ể)
孑我Ẕ翻到使徒行Ỉ第一章，一起⬎Ḉ早期教Ể。
路加是使徒行Ỉ的作者，是使徒保仿的同伴，也是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把征᷌本Ḏ⅁亁
一᷒叫提阿非仿的朋友。提阿非仿是᷒希腊名，有䛨美ᷥ的含意，指的是‘䇙神的人’。
有些人孌ᷢ征根本不是人的名字，路加福音和使徒行Ỉ是⅁亁那些‘䇙神的人’的，不管
是宩。另外有些Ỉ亇宜提阿非仿是路加的主人，因ᷢ⋣ⶰ在㖞Ⰶ于是有摙人家的奴隶。
所以路加⸼宍是提阿非仿的奴隶，他慲放了路加，孑路加得以和保仿一同去Ỉ福音。征是
早期教Ể的Ỉ亇宜法，然就像孠多其它的Ỉ亇一㟟，我Ẕ也无法孩⭆征些宜法。有些人
相信保仿在特仿Ṃ㖞，看奩了一᷒异象，

実你彯到樔其栧㜍ⷖ助我Ẕ。(使徒行Ỉ1 6:9 )
他Ẕ相信保仿在异象中看到的就是路加。因ᷢ保仿到了樔其栧奩到的第一᷒人就是路加。
我Ẕ䍘在⬎的就是使徒行Ỉ，征䁡我Ẕ到了以后使徒行Ỉ的那一部份便可以⍹䍘。路加⺨
始ⅷ少第三人䦘的使用，而更多使用第一人䦘。所以，路加很明㗦是在征㖞候成ᷢ保仿的
同伴，与他同行的。
他⺨始使用‘我Ẕ’，而不用‘他Ẕ’征代名孵。毫无疑斖，路加在征㖞候成了⍪与者，
成了在此之后所⍹生的事情的奩孩人。我Ẕ到了那部份，往Ể亁你指出㜍。
他在征封信的⺨⣜把使徒行Ỉ和路加福音徆接起㜍。有趣的是，路加福音所存的最后一
件事就是他在使徒行Ỉ首先提到的。路加福音的乻尾，我Ẕ看到耶䧋吩咐他的斐徒Ẕ。

耶䧋◙咐他Ẕ宜、不要离⺨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孠的、(使徒行Ỉ1:4 )
然后耶䧋升上了天，福音也以此乻束了。使徒行Ỉ的⺨⣜，他宜，

提阿非仿阿、我已乷作了前Ḏ[征是路加福音、]孢到耶䧋⺨⣜一切所行所教孕的、
(使徒行Ỉ1:1 )
ℛ擖孵是‘⺨⣜’。路加福音不是耶䧋基督事工的完整存。那不彯是⺨⣜，耶䧋亏井㺉
足人Ẕ的需求；耶䧋亏井⋣治有病的，叫死人Ṷ死里复活；耶䧋亏井向世界峉䋖他的䇙，
Ỉ孚他的福音，只是䍘在他借䛨那些被圣䀝恩膏的斐徒Ẕ㜍侍奉。‘耶䧋的事工在亏井
䛨’征基本上是路加在使徒行Ỉ的前提。我已乷作了前Ḏ、孢到耶䧋⺨⣜一切所行所教孕
的、
ᷢ䛨征᷒原因，使徒行Ỉ是一本未完成的Ḏ，今天，主仍然亏井藉接䛨那些把他Ẕ自己䋖
亁神作器皿的人亏井≐工。那些人受他圣䀝的恩膏的，由圣䀝ⷎ栮在今天亏井耶䧋的事
工，Ỉ孚他的宅宕。神定意要使用人作ᷢ祂的器皿㜍完成他的工作。我不是宜，一定要靠
䛨人。神也可以使用天使ᷢ他作工，也Ể有征种㖞候，在⏗示里，神使用天使向全世界
的人Ỉ孚他的福音。⏗示14章⅁道，

我又看奩另有一位天使梆在空中、有永径的福音要Ỉ亁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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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各方各民．(⏗示1 4:6 )
可是今，神徱㊑人䰣ᷢ器皿。⯥管他Ẕ并不完全，征是神所立定的。
令人激≐的是，神Ể使用你和我。很多㖞候，我Ẕ祈求⺨僙，“神啊，我口漧不伶俐，主
啊，我以前就不能言善道，更何⅝是䍘在呢。”就好象摩西祈求Ṷ神⮡他的恩召⺨僙一
㟟。耶利米宜，“主啊，我不彯是᷒小孩，㱉人Ể听我的！”我Ẕ不都各自有神无法使用
我Ẕ的理由⎿？我Ẕ都清楚ᷢ什么神不能使用我Ẕ。
有一次，主呼召一᷒先知去ᷢ他行事，他宜，“主啊，你想差遣宩就差遣宩。”主宜，
“我已乷差遣了你。”他宜：“好主意，你想差遣宩就差遣宩。”很多㖞候，我Ẕ也同
㟟，“主啊，你想差遣宩就差遣宩，宩都好，就是不要差遣我。”然而，神立定要使用我
Ẕ。我Ẕ各自有不完全的地方，我Ẕ每᷒人都找得出自己的无能；我Ẕ都能找到ᷢ什么神
不能使用我Ẕ的理由；然而神徱㊑了使用你。要透彯你的生命向一᷒需要他的世界㗦明他
自己。你怀疑神怎幺能使用征㟟的器皿作祂的事工。直到祂借䛨圣䀝、吩咐所㊋徱的使
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止，路加福音就征㟟乻束了。
耶䧋在升天的日子，吩咐斐徒Ẕ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他Ẕ栮受Ṷ上⣜㜍的能力。

他受害之后、用孠多的↕据、⮮自己活活的㗦亁使徒看、(使徒行Ỉ1:3)
耶䧋基督复活的事⭆是晦以否孌的。上䣤拜六，我在Santa Ana征⋢周㉍宣到的一篇文章，
令我又好气又好笑。上面⅁的是要把‘⇃世科⬎’和‘徃化理孢’在城里的⬎校推广。
有᷒教授宜他教的是理科，他Ẕ只孚孩据，㱉有理孢的空斜；因ᷢ科⬎是以孩据ᷢ基䟨
的，而⇃世孢㜍自宗教迷信。相信宗教理孢要有很大的信心。你面⮡孩据㖞，你就⮮它
排出在信仰之外。我想，“真是有意思。”在科⬎宦上，他Ẕ教⮤我宜，地球有四十ṧ年
之久，那也是事⭆。而如今，他Ẕ教⮤宜，地球有十二ṧ年之久，那是事⭆，我上⬎的㖞
候隔䍘在㱉有那么攧㖞斜啊。有趣的是，圣乷Ṷ不需要修孊改版，去适⸼人Ẕ所⍹䍘的新
㔘字。然而你要是用我上中⬎㖞的教科Ḏ㜍上一堂宦，你Ể⍹䍘孠多初被教⮤ᷢ科⬎事
⭆的᷄西，䍘在已乷不再是科⬎事⭆了。那䬨⋽的Proto-plasm乮胞，已乷不再是䬨⋽的乮
胞了。而是极ᷢ复㛪的乮胞。如果有那᷒乷得起⌮史考樴的事⭆，⸼宍就是耶䧋基督Ṷ死
里复活的事⭆。
我Ẕ的立法系亇是依照目↣者的孩孵而定的。如果一᷒人被指控犯了罪，并有人目↣他犯
罪，他Ẕ被ⷎ到法庭上，并⍹誓要孚“真宅，全是真宅，㱉有半句家言，愿神ⷖ助。”在
斖宅㖞，他Ẕ肯定宜，“五月二十三日，在那斜撞行看到那᷒人，我看到他拔出一枝㝒，
听到他命令⇓人把摙全部亁他，又看到他离⺨撞行，我看到警察在外面逮捕了他。”如果
你有三四᷒指向他的目↣者，并能存他Ẕ的孩孵，在交叉⭉察后，那人便被判刑。是他
做的，我Ẕ有᷌三᷒目↣者一致同意。他Ẕ已乷作了孩。ℛ于那᷒人的描述就被接受ᷢ事
⭆，犯了罪的就是他。你有⍹誓孚真宅的目↣者ᷢ事⭆作孩。
耶䧋死了以后，祂向孠多不同的人㗦䍘，那些人都⍹誓奩彯祂，跟祂宰了宅，孩⭆在不同
䍗境下，在不同地方奩到彯他。耶䧋与他Ẕ一起攧彦40天之久，有一次，他向在同一᷒地
方聚集的500人㗦䍘。要排除，或否孌征些人的孩孵是很晦的。我Ẕ要是否孌征些人的孩
孵的宅，也就否孌了我Ẕ的整᷒立法系亇。不⋽如此，他Ẕ孩⭆奩彯复活主，并与祂交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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彯，与祂一同吃彯椕的人，除了一᷒，其它全都因ᷢ他Ẕᷢ此事作了奩孩而在他人手下被
㬳酷的死去。你宜到目↣者⍹誓孚真宅，句句真宅，而不撒家，倘若一᷒人的生命受威
偩，又要家言作孩，至少其中一᷒Ể在⌳力之下峍下旝㜍，他Ẕ肯定Ể⮮樿局全䚀托出。

他受害之后、用孠多的↕据、⮮自己活活的㗦亁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Ẕ㗦䍘，
孚宜神⚥的事。(使徒行Ỉ1:3)
有㖞候我Ẕ因ᷢ斐徒Ẕ宊斖有ℛ神的⚥度到㜍的㖞斜而挑剔他Ẕ。我Ẕ⇓忘了，耶䧋基督
最喜䇙的宅桀就是神的⚥度。 他在宰孢䛨神的⚥度，那是祂在人Ẕ心里放置的极大的
盼望。事物不Ể像䍘在那㟟朽坏。世界不Ể永径居于黑暗㛫≧和邪〞的捆乹之下。有一
天，神⮮在征᷒地球上建立祂的⚥度。一᷒正ᷱ的，和平的，充㺉喜᷸的⚥度、

“太旛起起落落，耶䧋⮮掌㛫，他的⚥度⮮无限延伸。”
那一天⮮是世界所奩彯的最ᷢ匋耀的日子，在祂的⚥度，疾病，苦晦和痛苦都⮮被⹇除。
罪〞，峒婪以及那些使征᷒世界⎀得晦以容忍的᷄西也都⮮被⹇除。那些不敬神的商≉，
人䰣的∍削，在他的⚥度里，到他掌㛫的㖞候，所有征些᷄西都⮮被⹇除。
怪不得斐徒Ẕ那么的心急，我也ᷢ之心急。我渴望他的⚥度的到㜍。耶䧋教⮤我Ẕ，在䤟
告㖞，第一᷒実求是，

愿你的⚥降ᷜ。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樔太福音6:1 0 )
征是我Ẕ都⸼宍有的正确的愿望。我期望䛨神的⚥度。耶䧋在那40天期斜，向他Ẕ宰孢神
的⚥度。

耶䧋和他Ẕ聚集的㖞候、◙咐他Ẕ宜、不要离⺨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孠的、就
是你Ẕ听奩我宜彯的。( 使徒行Ỉ1:4 )
耶䧋⮡斐徒宜：不要离⺨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孠的
征无疑是在乎珥Ḏ里的⸼孠。主在那里⸼孠宜，

以后、我要⮮我的䀝㳯灌凡有血气的．你Ẕ的儿女要宜栬言．你Ẕ的少年人要作异
㡎．老年人要奩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我的䀝㳯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乎珥Ḏ
2:2 8 - 2 9 )
乎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Ẕ要受圣䀝的洗。(使徒行Ỉ1:5 )
父神的⸼孠－－⮮有一天，神要⮮他的䀝㳯灌凡有血气的：所有的信徒。他Ẕ每一᷒人都
ỂṶ神那里栮受到那能力。 受浸含有露出水面的意思。"乎翰用水亁人施洗，把人Ẕ淹㱉
在水中。 不多日，你Ẕ⮮在圣䀝里被淹㱉。他Ẕ聚集的㖞候、斖耶䧋宜、

主阿、你复ℜ以色列⚥、就在征㖞候⎿。( 使徒行Ỉ1:6)
主啊，是什么㖞候呢？你⮮在什么㖞候复ℜ呢？耶䧋䍘在跟他Ẕ孚的，不是那⚥度，而是
他Ẕᷢ䛨服事⮮要接受的能力，因此他移⺨他Ẕ的斖桀，⮡他Ẕ宜，

父↕䛨自己的㛫柄、所定的㖞候日期、不是你Ẕ可以知道的。(使徒行Ỉ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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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你Ẕ可以知道的。他Ẕ活䛨是盼䛨立即建立那⚥度。耶䧋在世的整᷒旞段，他Ẕ一
直期待䛨他在任何㖞候走徃一᷒䓝宅亭，出㜍后⎀成救世主。剎那斜㗦示他的大能，推翻
世上的政府。在地球上建立神的⚥度。 他Ẕ每天等䛨征᷒⎀≐的⍹生。每耶䧋提起祂
去耶路撒冷，被交到罪人手中，并被搱十字架㖞，“哦，哦，主啊，不，不，你不清楚，
主啊，那⚥度。”“征事必不ᷜ到你身上。”耶䧋死在十字架上㖞，他Ẕ都百般失望。
᷌᷒斐徒上以樔忤斯去，他Ẕ非常Ọ心，
“嘿，朋友Ẕ，你Ẕ走路怎幺征么Ọ心啊？”“你是什么意思？你在征附近一定只是彯路
人，不知道最近在耶路撒冷⍹生的事。”“什么事啊？”“哦，有᷒名叫拿撒勒人耶䧋
的，哦，祂㺉有能力。祂身上㺉有神的恩膏。我Ẕ往盼望祂能救島以色列，但他Ẕ把他在
十字架上搱死了。我Ẕ往⮡祂㺉怀希望－－如今都破䀕了。
䍘在祂复活了。祂宜，“不几天，你Ẕ⮮Ể栮受父神的⸼孠。”“什么⸼孠？建立那⚥度
的⸼孠⎿？”你瞧，他Ẕ征㟟斖主是合情合理的。“主啊，是不是在征᷒㖞候？”征回好
了，“㖞候到了⎿？你⮮在征᷒㖞候建立你的⚥度⎿？”

父↕䛨自己的㛫柄、所定的㖞候日期、不是你Ẕ可以知道的。但圣䀝降ᷜ在你Ẕ身
上、你Ẕ就必得䛨能力．(使徒行Ỉ1:7 - 1 8 )
征里的希腊文介孵，"ǦHipee"，是用㜍描述他Ẕ与圣䀝的新建立的ℛ系的。在乎翰福音14
章，耶䧋⸼孠⮮圣䀝峸亁他Ẕ。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峸亁你Ẕ一位保惠ⶰ、〔或作孕慰ⶰ下同〕叫他永径与你Ẕ同
在、
就是真理的圣䀝、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不奩他、也不孌孮他．你Ẕ⌜孌孮
他．因他常与你Ẕ同在、也要在你Ẕ里面。(乎翰福音1 4:1 6 - 1 7 )
他要在你Ẕ里面"en"。希腊文的介孵和英文是一㟟的，只是拼⅁不同。乎翰福音里的᷌重
ℛ系：他要与你Ẕ同在 (PARA)，但他要在你Ẕ里面(EN)。但䍘在耶䧋宜，圣䀝降ᷜ你
Ẕ身上㖞，你Ẕ就必得䛨能力。征里的希腊文介孵" Hi Peee，"在新乎被翻孹成不同的英文
介孵，"ᷜ到"或者"㺉溢"，或者是我喜㫊的"ᷜ到㺉溢出㜍"。"乎翰福音7章，刪期的末
日、就是最大之日、耶䧋站䛨高⢘宜、

刪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䧋站䛨高⢘宜、人若渴了、可以到我征里㜍喝。信
我的人、就如乷上所宜、Ṷ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㜍。(乎翰福音7:3 7 - 3 8 )
他把圣䀝比作什么？比作活水江河，㺉溢出㜍。我喜㫊征种宜法，“圣䀝ᷜ到你Ẕ身上，
或是Ṷ你Ẕ身上㺉溢。“
因此征是三重的ℛ系，在你信主之前，圣䀝与你同在；祂使你意孮到你是᷒罪人；他⮮
你指引到耶䧋那里去找答案；他㜍了，就要世人ᷢ罪，ᷢᷱ，ᷢ⭉判，自己峋⢯自己。你
一旦向耶䧋打⺨你的生命，⺨⏗你的心扉，邀実他徃㜍，圣䀝便㜍住在你里面，“祂要在
你Ẕ里面。”

Ⱚ不知你Ẕ的身子就是圣䀝的殿么．征圣䀝是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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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而㜍、住在你Ẕ里⣜的．并且

你Ẕ不是自己的人．因ᷢ你Ẕ是重价Ḙ㜍的．所以要在你Ẕ的身子上匋耀
1 C o 6 :1 9 - 2 0 )

神。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匉、乃要被圣䀝充㺉。(以弗所Ḏ5:1 8
孑我Ẕ看看第三重ℛ系。征是加添能力的乷⌮，圣䀝降ᷜ你Ẕ身上㖞，你Ẕ必得䛨 "爆⍹
"，那≐力，ᷜ到㺉溢，或作在你Ẕ之上，或是Ṷ你Ẕ㺉溢出㜍。

作我的奩孩。(使徒行Ỉ1:8 )
作耶䧋基督的奩孩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奩孩”征᷒孵在希腊文里是"Martis";是英文
孵“烈士”的孵根，"Martis"在希腊宕里也是指“烈士”。
一᷒奩孩就是宣孚他的信仰的人，他活出他所信的；他就是相信他所信的；他如此⻢烈的
相信他的信仰，有必要的宅，他Ểᷢ他的信仰而死。那就是相信他的信仰⻢烈程度。他是
一᷒"Martis";你无法㊎阻他。他并不怕ᷢ他的信仰死亡。你存得保仿在返回耶路撒冷的路
上，Ṃ迦布Ṷ↗撒利Ṃ下㜍，就拿保仿的腰ⷎ裹上自己的手僂，宜，

圣䀝宜、䉡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乹征腰ⷎ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使徒行Ỉ2 1:1 1 )
于是保仿的朋友Ẕ哭了起㜍，宜，“哦，保仿啊，不要去，不要去。”他宜，“你Ẕ征㟟
哭泣是什么意思呢？你Ẕ孌ᷢ可以≅阻我⎿？你Ẕ以ᷢ我害怕被捆乹⎿？就算死，我都栬
⢯好了。”他是᷒烈士。就算死，我都栬⢯好了。ᷢ你所信的而死不能使你成ᷢ烈士，因
ᷢ你是烈士。你被⢬死，因ᷢ你是一᷒奩孩，因ᷢ你如此⻢烈地相信。因此，死亡不能使
你成ᷢ奩孩，而只是孩⭆你本㜍是奩孩。你一直就是奩孩。如果你一⺨始不是烈士，你永
径不Ể去冒死。你Ể放⺫了，“等等，等等，等一下，孑我Ẕ改⎀方搰，我想我可能搞擁
了。”然后你宜，“行了，他不是烈士。”偷一匹樔不能使你成ᷢ樔峤，只孩⭆你是᷒樔
峤。除了樔峤，㱉有人Ể偷樔。因此，偷一匹樔不能使你成ᷢ樔峤，只孩⭆了你一直就是
᷒樔峤。被⢬死只孩⭆了你原本就是᷒烈士。“你ẔỂ作我的奩孩。”值得注意的是，他
Ẕ亅大多㔘都作了烈士。

并要在耶路撒冷、䉡太全地、和撒䍃利Ṃ、直到地极、作我的奩孩。(使徒行Ỉ
1:8 )
奩孩Ṷ家ḉ先⺨始。收割的⛢所，不是⎿？先要Ṷ耶路撒冷的家ḉ⺨始，再到耶路撒冷周
⚜的地方，再到䉡太全地。再是撒䍃利Ṃ，直到地极。在我Ẕ⬎Ḉ使徒行Ỉ㖞，我ẔỂ看
到征᷒⍹展彯程。在下一章里，他ẔṶ耶路撒冷⺨始作奩孩，然后我ẔỂ看到他Ẕ⺨始在
䉡太全地Ỉ播；后㜍腓利去了撒䍃利Ṃ；最后保仿和巴拿巴被呼召到地极去。
借䛨圣䀝的恩膏和祂加添的能力，奩孩就征么Ỉ⺨了。

宜了征宅、他Ẕ正看的㖞候、祂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奩祂
了。(使徒行Ỉ1:9 )
征是耶䧋⮡祂的斐徒Ẕ的最后一番宅，在祂升天前的最后一番宅。然祂后㜍⮡保仿和其
它人也宜了宅，但在他升天前，征是他最后的一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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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了征宅、他Ẕ正看的㖞候、祂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奩祂
了。祂往上去、他Ẕ定睛望天的㖞候、忽然有᷌᷒人、身穿白衣、站在旁彡、
宜、加利利人哪、你Ẕᷢ甚么站䛨望天呢．征离⺨你Ẕ被接升天的耶䧋、你Ẕ奩他
怎㟟往天上去、祂往要怎㟟㜍。(使徒行Ỉ1:9 )
看哪、他樦云降ᷜ．ế目要看奩他、徆刺他的人也要看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祂
哀哭。征宅是真⭆的。阿Ẕ。(⏗示1:7
他Ẕ奩他怎㟟往天上去、他往要怎㟟㜍。

Ṃ的七世⬁以客、曾栬言征些人宜、看哪、主ⷎ䛨他的千万圣者降ᷜ、(䉡大Ḏ
1:1 4 )
又叫他Ẕ成ᷢ⚥民、作祭司、于

神．在地上㈏掌王㛫。(⏗示5:1 0 )

因此主要㜍了。ế目要看奩祂！耶和⋶奩孩人宜，祂已乷㜍彯了，是秘密㜍的。只有斐徒
Ẕ奩到祂升天，也只有斐徒Ẕ，耶和⋶奩孩人的斐徒Ẕ奩到祂回㜍。但耶䧋宜，“如果他
Ẕ⮡你Ẕ宜，‘他已乷秘密㜍彯了，并徃了一᷒秘室。’不要相信他Ẕ。”信他Ẕ，往是
信耶䧋，那是你的徱㊑。

征离⺨你Ẕ被接升天的耶䧋、你Ẕ奩他怎㟟往天上去、他往要怎㟟㜍。在乎翰二Ḏ
里，有一刪有趣的乷文，(使徒行Ỉ1:1 1 )
因ᷢ世上有孠多迷惑人的出㜍、他Ẕ不孌耶䧋基督是成了肉身㜍的．征就是那迷惑
人、㓴基督的。(乎翰二Ḏ 1:7 )
不幸的是，征Ṷ希腊文的翻孹不是很好。因ᷢ征里分孵的䍘在式⸼宍翻孹成，“⮮以肉身
㜍的。”那些不孌耶䧋基督⮮以肉身㜍的，乎翰如何描述他Ẕ？

因ᷢ世上有孠多迷惑人的出㜍、他Ẕ不孌耶䧋基督是成了肉身㜍的．征就是那迷惑
人、㓴基督的。你Ẕ要小心、不要失去你Ẕ〔有古卷作我Ẕ〕所作的工、乃要得䛨
㺉足的峷峸。凡越彯基督的教孕、不常守䛨的、就㱉有 神．常守征教孕的、就有
父又有子。(乎翰二Ḏ1:7 - 9 )
如果在䣤拜六早上，有人到你斐前，ⷎ㜍的不是征᷒教孕，不要実他徃去，也不要跟他道
⇓。因ᷢ跟他道⇓是与他的〞行有份。
実斖他Ẕ一᷒斖桀，“耶䧋Ể不Ể以肉身到㜍？”就斖他Ẕ征᷒斖桀。如果他Ẕ宜，“不
Ể。”也⇓忘了耶䧋⮡你的警告，也⇓忘了乎翰的宅。

他Ẕ不孌耶䧋基督是成了肉身㜍的 (乎翰二Ḏ1:7 )
你存不存得耶䧋与使徒Ẕ一起㖞，他宜，“亁我些吃的，”他宜，“你Ẕ知道魂是不吃᷄
西的，你Ẕ看，是我。”征离⺨他Ẕ被接升天的耶䧋、他Ẕ奩他怎㟟往天上去、他往要怎
㟟㜍。我᷒人相信他很快就Ể㜍了。

有一座山名叫橄㤬山、离耶路撒冷不径、乎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使徒行Ỉ1: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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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三分之二英里。

徃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斜㤤房．在那里有彼得、乎翰、雅各、安得烈、腓力、多
樔、巴多仿Ḙ、樔太、Ṃ勒腓的儿子雅各、⣳撸党的西斐、和雅各的儿子〔或作兄
弟〕䉡大。(使徒行Ỉ1:1 3 )
征些人、同䛨几᷒⤯人、和耶䧋的母Ṛ樔利Ṃ、并耶䧋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
䤟告。(使徒行Ỉ1:1 4 )
征是圣乷最后一次提到耶䧋的母Ṛ䍃ᷥṂ。Ṷ此之后，在使徒行Ỉ和其它的Ḏ信里都㱉有
再提到她。㱉提到她的死去，也㱉提到她行彯什么神御？或是不乷死亡被提上天。乷文里
保持沉默，什么都㱉有提到。
“一斜㤤房”，有些人宜征与耶䧋和他的使徒Ẕ共徃最后的晚餐的是同一斜㤤房。另一些
人相信征是圣殿里的早期教Ể聚集的一᷒房斜。你自己去判㕕。

那㖞、有孠多人聚Ể、乎有一百二十名、彼得就在弟兄中斜站起㜍、宜、弟兄Ẕ、
圣䀝藉大⌓的口、在圣乷上、栬言栮人捉拿耶䧋的䉡大．征宅是必栣⸼樴的。( 使
徒行Ỉ1:1 5 )
征里，彼得再次㗦示他⅚≐的᷒性。他Ẕ在䤟告等候，彼得站起㜍宜，“弟兄Ẕ，有句乷
文是必栣⸼樴的，”你知道他是要赶在前⣜的，孑我Ẕ⺨始行≐吧，孑我Ẕ抽䬦看看宩⮮
代替䉡大。我孌ᷢ彼得⭆在是↕䛨肉体行事，㗦示出他那⅚≐的᷒性。我想使徒行Ỉ后期
的⌮史指明征一䁡。我感ℜ趣的是彼得⮡圣乷的了解。他引用了那么多⢬㖏乎的乷文。彼
得㗦示出⮡㖏乎透⼣的理解，征是他的优䁡。注意彼得⮮大⌓⅁的᷄西因于圣䀝。因
此，“圣乷都是神所默示的。”全部乷文，而不是部份乷文。因ᷢ，假如你告孱我部份乷
文是神默示的，那我必栣斖你，“那部份是神默示的，那部份不是？”那你便成了⅛定我
可以相信那部份，不相信那部份的㛫威了。一旦你成了㛫威，神不再是㛫威，我就麻䂎
了。小心那些⮡你宜，“你不能全䚀相信所有的乷文。”
圣乷自己宜，“圣乷都是神所默示的。”征里，路加在⅁到彼得所宜的，宣䦘大⌓其⭆是
圣䀝的⍹言人。ℛ于䉡大，圣䀝借䛨大⌓的口宜道，
他本㜍列在我Ẕ㔘中、并且在使徒的俴任上得了一分。

征人用他作〞的工价、Ḙ了一⛿田、以后身子仆倒、(使徒行Ỉ1:1 7 - 1 8 )
他Ḙ了一⛿田，撒迦利ṂḎ11章宜，

肚腹崩裂、偈子都流出㜍。
有些人Ṷ乷文中找到相互矛盾的地方，因ᷢ一本福音Ḏ上宜到䉡大回㜍想把摙退回，他Ẕ
宜，“那是你的斖桀，我Ẕ不能把那摙拿回放徃圣殿的摙箱里，那是流人血的摙。”䉡大
就把那撞摙᷊在殿，出去吊死了。 征里彼得告孱我Ẕ他身子仆倒，肚腹崩裂。
有些人想象有矛盾。－－很䬨⋽－－他到㞹上去上吊，把些索一⣜系在脖子上，另一⣜系
在㞹枝上，然后一跳，摔倒在ⲉ谷里，⮤致些索，或是他的⣜部崩裂，就像他征里所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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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住在耶路撒冷的ế人都知道征事、所以按䛨他Ẕ那里的宅、亁那⛿田起名叫Ṃ革大
樔、就是血田的意思。因ᷢ孿篇上⅁䛨宜、『愿他的住⢬、⎀ᷢ荒⛢、无人在ℭ居
住。』又宜、『愿⇓人得他的俴分。』(使徒行Ỉ1:1 9 )
⭆旭上，他引用了孿篇ᾑ⢬乷文，他把孿篇69：25和孿篇109：8放在一起，由此他⍹䍘征
些栬言是指向䉡大的。“在我Ẕ中斜，”宣了征些乷文后，他Ẕ⺨始找人代替䉡大。征里
列出他Ẕ㖞挑徱使徒的㜉件。

所以主耶䧋在我Ẕ中斜始买出入的㖞候、( 使徒行Ỉ1:2 1 )
你存得耶䧋Ṷế多的斐徒中挑徱了12使徒，使徒征孵指的是“被派出的人”，因此他派出
那12使徒。12是人䰣管理的⎟䞩。我Ẕ只有11᷒，我Ẕ需要一᷒人取代䉡大，但我Ẕ需要
的人必栣是Ṷ耶䧋的日子起常与我Ẕ作伴的人。

就是Ṷ乎翰施洗起、直到主离⺨我Ẕ被接上升的日子ᷢ止、必栣Ṷ那常与我Ẕ作伴
的人中、立一位与我Ẕ同作耶䧋复活的奩孩。(使徒行Ỉ1:2 2 )
征些是他Ẕ找人的㜉件。一᷒一直与他Ẕ作伴的人。就是Ṷ乎翰施洗起、直到主离⺨我Ẕ
被接上升的日子ᷢ止。一᷒看到彯复活主，能作耶䧋复活的奩孩的人。保仿后㜍在孩⭆他
的使徒身份㖞宜，“我不是奩彯复活主⎿？”那明㗦是作使徒的㜉件之一。有人曾斖我，
“今往有㱉有使徒？”征我不清楚，我孌ᷢ与新乎㖞期含意相同的使徒是不存在的。
今肯定㱉有能象他Ẕ那㟟ᷢ复活作奩孩的。

于是徱ᷦ᷌᷒人、就是那叫作巴撒巴又䦘呼䉡士都的乎瑟、和樔提Ṃ。ế人就䤟告
宜、主阿、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Ṷ征᷌᷒人中、指明你所㊋徱的是宩、(使徒行
Ỉ1:2 3 - 2 4 )
叫他得征使徒的位分．征位分䉡大已乷᷊⺫、往自己的地方去了。奩上刪 (使徒行
Ỉ1:2 4 - 2 5 )
“于是ế人ᷢ他Ẕ抽䬦，他Ẕ⯅孽确定神的旨意的有趣的是方式。他Ẕ利用骰子扔三次，
找出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奱有意思的是，人Ẕ⍹明辨明神的旨意的不同的方法。在㖏乎
里，他Ẕ以有趣的方式到祭司面前，祭司借䛨ᷴ陵、和土明ᷢ他Ẕ求斖神，「光和完美」
ᷴ陵、和土明到底是什么，我Ẕ不知道。我肯定那不是乎瑟史密斯所⍹䍘的？金牌ⷎ色眼
攄。你戴上那神奇眼攄，Ể忽然能⣇宣懂一些奇奇怪怪的字。有些人宜那ᷴ陵、和土明其
⭆是一⛿白色石⣜和一⛿黑色石⣜。是塭在祭司胸前一᷒口袋里的。他ẔỂ䤟告求斖神一
᷒宎乮的斖桀，你存得大⌓求斖主一᷒明确的斖桀。
“主，我Ẕ⸼不⸼宍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答案是“不宍。”第二天，再斖，“主，我
Ẕ⸼不⸼宍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答案是“宍去。”“我Ẕ改什么㖞候去呢？”他ẔỂ
斖些宎乮的斖桀，主Ể借䛨那ᷴ陵、和土明引⮤他Ẕ。他Ẕ宜，祭司Ể䤟告，⮣求神，然
后Ṷ口袋里摸出ᾑ⛿石⣜中其中一⛿。如果是白色石⣜，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是黑色石
⣜，答案是否定的。有人甚至宜，我ẔṶᷴ陵、和土明的Ḉ俗中得㜍“投黑球”征孵，指
的是⮡某一᷒主意或方案的否定。ᷴ陵、和土明到底是什么，我Ẕ不知道，但在㖏乎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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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他Ẕ的确曾乷以抽䬦的方式去确定神的旨意。
征里使徒Ẕ使用同㟟的方式，以扔骰子㜍确定Ṷᾑ人中神徱㊑那᷒人去取代加略人䉡大。

于是ế人ᷢ他Ẕ㏯䬦、㏯出樔提Ṃ㜍．他就和十一᷒使徒同列。( 使徒行Ỉ1:2 6 )
征樔提Ṃ到底是宩？在此之前或之后Ṷ㜍㱉有人听到彯他。孌孮樔提Ṃ，找出他是宩，做
彯些什么⮮Ể很有趣。我想根据昷后的⌮史，可以明㗦推孢神㊋徱了保仿作使徒。保仿自
己也如此宣䦘。征是我Ẕ最后一次看奩他Ẕ以抽䬦或碰巧的方式孽⚦确定神的旨意。今
我孌孮一᷒人，在孽⚦确定神的旨意㖞，Ể䤟告求斖神一᷒斖桀。他口袋里放䛨一些10分
摙硬ⶩ，他䤟告㖞，他Ể斕上眼睛，把硬ⶩ拿出㜍放在台面上，如果人⣜像往上，便是肯
定的。有趣的是，硬ⶩ偶而Ể全都人⣜像往上，那是很偶然的。然而，自Ṷ圣䀝峸下㜍
后，我Ẕ再㱉看到彯征种模式。圣䀝一旦降ᷜ到教Ể，圣䀝⺨始⮡他Ẕ宜宅，引⮤他Ẕ，

他Ẕ事奉主、禁食的㖞候、圣䀝宜、要ᷢ我分派巴拿巴和㈓仿、去作我召他Ẕ所作
的工。(使徒行Ỉ1 3:2 )
因此我Ẕ看到圣䀝一旦到㜍，教Ể便更直接的受圣䀝的引⮤，以抽䬦确定神的旨意的方式
便被取消了。
“五旬刪到了”征是逾越刪之后的刪日，耶䧋是在逾越刪被搱死的，逾越刪50天，䉡太人
第二᷒重大的刪日五旬刪又叫收藏刪到了，－－征是他Ẕ收割所种的冬季小湎，冬季榖
物，六月初期是收割的季刪。ᷢ了⸮祝五旬刪，他Ẕ⮮部份的田地收割了，把小湎一束一
束地乹好，做㏯祭䋖亁主，祭司⮮小湎在主面前㏯一㏯，作初熟土ṏ䋖亁神。“神
啊，初熟的土ṏ是Ⰶ于你的。不久⮮Ể有丰收，但征初熟的土ṏ于你，”他ẔỂ把地里
收割的初熟的土ṏ，在五旬刪（也就是收藏刪）䋖亁神。
好象其它所有的䉡太刪日的Ḉ，䉡太人Ṷ世界各地聚集㜍⸮祝征些刪日。

五旬刪到了、斐徒都聚集在一⢬。忽然Ṷ天上有⑵⢘下㜍、好象一旝大桶吹彯、充
㺉了他Ẕ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如火焰㗦䍘出㜍、分⺨落在他Ẕ各人⣜上。他Ẕ就
都被圣䀝充㺉、按䛨圣䀝所峸的口才、宜起⇓⚥的宅㜍。(使徒行Ỉ2:1- 2 4 )
圣䀝亁他Ẕ能力，或是圣䀝亁他Ẕ宅宕，或者好象英皇摎定本 圣乷“圣䀝亁他Ẕ言孵，
更好的翻孹是圣䀝亁他Ẕ能力，或是圣䀝亁他Ẕ宅宕。
我Ẕ注意伴昷圣䀝㳯灌的某些䍘象。

忽然Ṷ天上有⑵⢘下㜍、好象一旝大桶吹彯、充㺉了他Ẕ所坐的屋子。(使徒行Ỉ
2:2 )
注意他Ẕ是坐䛨的。你站䛨坐䛨都无所宻。身体的位置并不重要。我⮡套用公式化⮡神，
感到⌴倦。我想神蔑奮人Ẕ套用公式化的企⚦。但是人Ẕ是想套用公式，我猜征是自然
的，你ᷢ一᷒人䤟告，他得了⋣治，你便孽䛨回想，“我是如何ᷢ他䤟告的？”“我做了
什么？”䤟告⸼樴了，哦太好了！“我是怎幺䤟告的呢？”
你樔上想把它公式化。“我宜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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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㛗性的宅，魔㛗彸≐，宠如此䰣，但神蔑奮人Ẕ套用公式化的企⚦。
在征᷒⛢合，他Ẕ坐䛨。有舌⣜如火焰㗦䍘出㜍，分⺨落在他Ẕ各人⣜上。他Ẕ就都被圣
䀝充㺉。在征᷒⛢合，⺨始孚"Glossalalia"。按䛨圣䀝所峸的口才、宜起⇓⚥的宅㜍。

那㖞、有虔宂的䉡太人、Ṷ天下各⚥㜍、住在耶路撒冷。(使徒行Ỉ2:5)
外⣜是什么⢘⑵？也孠是桶⢘。人Ẕ听到Ṷ房屋里Ỉ出㜍的如桶暴的⢘⑵，他Ẕ跑䛨彯㜍
看那Ṷ房屋里Ỉ出㜍的到底的是什么⢘⑵。

征⢘音一⑵、ế人都㜍聚集、各人听奩斐徒用ế人的ḉ宰宜宅、就甚乛斟．(使徒
行Ỉ2:6 )
都惊孞希奇宜、看哪、征宜宅的不都是加利利人么．(使徒行Ỉ2:7 )
我Ẕ各人、怎么听奩他Ẕ宜我Ẕ生㜍所用的ḉ宰呢。我Ẕ帕提Ṃ人、䍃代人、以㊎
人、和住在米所波大米、䉡太、加帕多家、本都、Ṃ西Ṃ、弗⎽家、旁非利Ṃ、埃
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彼Ṃ一ⷎ地方的人、Ṷ仿樔㜍的客旅中、或是䉡太人、
或是徃䉡太教的人、革哩底和Ṃ拉伯人、都听奩他Ẕ用我Ẕ的ḉ宰、孚宜 神的大
作ᷢ。(使徒行Ỉ2:1 1 )
注意他Ẕ听奩征家ḉ宅㖞－征些人并㱉有用征些家ḉ宅在孚道，他Ẕ的宅不是搰⮡䛨人
的，而是向䛨神宜的。他Ẕ孚宜 神的大作ᷢ。五旬刪教Ể有䛨擁宗的奪念，孌ᷢ神乷常
借䛨方言和方言的翻孹⮡教Ể宜宅。那是不符合圣乷的。

那宜方言的、原不是⮡人宜、乃是⮡ 神宜．因ᷢ㱉有人听出㜍．然而他在心䀝
里、⌜是孚宜各㟟的⤍秘。但作先知孚道的、是⮡人宜、要造就、安慰、≅勉人。
宜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作先知孚道的、乃是造就教Ể。我愿意你Ẕ都宜方言．更
愿意你Ẕ作先知孚道．因ᷢ宜方言的、若不翻出㜍、使教Ể被造就、那作先知孚道
的、就比他⻢了。弟兄Ẕ、我到你Ẕ那里去、若只宜方言、不用⏗示、或知孮、或
栬言、或教孕、亁你Ẕ孚解、我与你Ẕ有甚么益⢬呢。就是那有⢘无气的物、或
䭓、或琴、若⍹出㜍的⢘音、㱉有分⇓、怎能知道所吹所⻡的是甚么呢。若吹无定
的⎟⢘、宩能栬⢯打仗呢。你Ẕ也是如此、舌⣜若不宜容易明白的宅、怎能知道所
宜的是甚么呢．征就是向空宜宅了。世上的⢘音、或者甚多、⌜㱉有一㟟是无意思
的。我若不明白那⢘音的意思、征宜宅的人必以我ᷢ化外之人、我也以他ᷢ化外之
人。你Ẕ也是如此．既是切慕Ⰶ䀝的恩峸、就求多得造就教Ể的恩峸。所以那宜
方言的、就求䛨能翻出㜍。我若用方言䤟告、是我的䀝䤟告．但我的悟性㱉有果
效。征⌜怎么㟟呢．我要用䀝䤟告、也要用悟性䤟告．我要用䀝歌唱、也要用悟性
歌唱。不然、你用䀝祝寊、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宅、怎能在你感
寊的㖞候宜阿Ẕ呢。你感寊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人。(哥林多前Ḏ1 4 v 2 17)
一直以㜍，如今仍然如此，方言只要能被听懂，或是保仿教⮤征桀目㖞，圣乷上㱉有一次
存弥䛨神借方言和方言的翻孹向人宜宅。最接近的是在但以理Ḏ里，但以理翻孹了⡁上的
文字，但那不是方言和方言的翻孹，是神亁了异教皇帝伯沙撒阿一᷒信息。根据圣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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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孚方言㖞，他是⮡神孱宜人无法理解的⤍秘，不是向䛨人宜的，人不必要听懂，他在
用神峸亁他的特殊宕言与神交宰。因此，他Ẕ在崆美神，匋耀神。他Ẕ用不同的家ḉ宅，
述宜 神的大作ᷢ。ế人就都惊孞猜疑、彼此宜、

征是甚么意思呢。(使徒行Ỉ2:1 2 )
注意他Ẕ斖的斖桀，征是甚么意思呢？

往有人孍宖宜、他Ẕ无非是新酒灌㺉了。
彼得和十一᷒使徒、站起、高⢘宜、䉡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哪、征件事
你Ẕ知道、也耳听我的宅。你Ẕ想征些人是醉了、其⭆不是醉了、因ᷢ㖞候
⇂到巳初．(使徒行Ỉ2:1 3 - 1 5 )
䍘在只是上午九䁡，太早，人Ẕ不Ể酒醉。他Ẕ的斖桀是什么？

征是甚么意思呢。
彼得的信息首先⑵⸼他Ẕ的斖桀，我孌ᷢ那是很重要的，那信息解答了人Ẕℭ心的疑斖。
我孌ᷢ很多信息是毫无ℛ俼的，人ẔỂ宜多寊你的信息，我⭆在用不上，听了也不懂。但
是彼得⑵⸼他Ẕ的斖桀，

征是什么意思呢？答案是，“征正是先知乎珥所宜的。” (使徒行Ỉ2:1 6 )
他⺨始⮡征䍘象亁他Ẕ一᷒合乎圣乷的根基，孑我宜征一䁡是极其重要的。
你如果追求不合乎圣乷的根基的Ⰶ䀝䍘象，你⢬在危昑地ⷎ。因ᷢ你只要涉及Ⰶ䀝的䍘
象，人ẔỂ斖斖桀。“征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操乫不合乎圣乷的根基的Ⰶ䀝䍘象，就
我而言，你是惹了大䤠了。我⮡一切不具有合乎圣乷䧛固的根基的Ⰶ䀝䍘象都不感ℜ趣。
我孌ᷢỈ道人，无孢何人，推撨不具有合乎圣乷的根基的Ⰶ䀝䍘象都是不峇峋任的。
因此彼得⮮他Ẕ直接引到神的宅宕上去。

征正是先知乎珥所宜的( 使徒行Ỉ2:1 6 )
注意保仿是如何引用先知乎珥所宜的，他⮡神的宅宕掌握的通透，我指出征一䁡，是ᷢ了
亁你看，神所使用的人的特性，我Ẕ在⬎Ḉ使徒行Ỉ的彯程中要亏井留意。我Ẕ⍹䍘，其
中的一᷒特性是，神所使用的都是常䤟告的人。你存得，彼得和其它一些人每日䤟告，等
候⸼孠。神使用那些熟悉圣乷的人，那是神⮣找的第二᷒特性。
彼得⮡神的宅宕掌握透澈。他能⣇Ṷ孿篇中引用一些不起眼的短孿。孿篇不容易引起人Ẕ
注意，然而他在引用征些孿篇。把它Ẕ放在一起，使它Ẕ合乎情理。征᷒䍘象出䍘㖞，
他Ẕ斖，“征是什么意思呢？”他宜，

征正是先知乎珥所宜的．『神宜、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我的䀝㳯灌凡有血气
的．你Ẕ的儿女要宜栬言．你Ẕ的少年人要奩异象．老年人要作异㡎．在那些日
子、我要⮮我的䀝㳯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Ẕ就要宜栬言。在天上我要㗦出奇事、
在地下我要㗦出神御、有血、有火、有䂇暦．日⣜要⎀ᷢ黑暗、月亮要⎀ᷢ血、征
都在主大而明㗦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㖞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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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Ỉ2:1 6 - 2 1 )
乎珥Ḏ第二章，他引用的是什么呢？是神差遣圣䀝到世上的⸼孠。注意上下文，征⸼孠是
在末后的日子，乎珥把征⸼孠一直ⷎ到耶䧋基督的第二次到㜍，乷彯大患晦，一直到第二
次到㜍。
在天上我要㗦出奇事、在地下我要㗦出神御、有血、有火、有䂇暦．日⣜要⎀ᷢ黑暗、月
亮要⎀ᷢ血、征都在大患晦期斜，在主大而明㗦的日子未到以前，耶䧋基督再㜍的日子，
主再㜍的大而明㗦的日子，到那㖞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因此圣䀝加能力并不限于教Ể⌮史的一᷒短的旞段，而是在教Ể⌮史中持井䛨，直到耶䧋
基督的再㜍。在主大而明㗦的日子。企⚦限制圣䀝的㳯灌是擁宗的。几年前，我Ẕ的大女
儿Ṷ一᷒䤟告Ể回㜍，我Ẕ坐下与她交宰，她告孱我Ẕ在䤟告Ể上，神的圣䀝降ᷜ到她身
上，她⺨始借䛨圣䀝作先知孚道。她能⣇被圣䀝恩膏，孚出神的宅宕，是多么美好，使人
愉快的乷⌮啊。
我Ẕ的儿子杰夫，我㖞教⮤他有困晦，他上高中，我弔彯身⮡他宜，“儿啊，圣乷宜你
Ẕ的儿女要宜栬言，
我女儿既然宜栬言了，你什么㖞候⺨始呢？他毫不䉡豫地宜，“你什么㖞候⺨始作异㡎
啊？”“征孩子⯥耍小倒明。”他先亁出乷文，然后向他Ẕ解慲。

以色列人哪、実听我的宅．

神借䛨拿撒勒人耶䧋、(使徒行Ỉ2:2 2 )

指明他所孚的是那一᷒人，因ᷢ有孠多叫耶䧋的，他是指拿撒勒人耶䧋，他Ẕ便清楚知道
他孚的是宩。他的⣜一句宅是，

以色列人哪、実听我的宅．

神借䛨拿撒勒人耶䧋、(使徒行Ỉ2:2 2 )

“⮮他孩明出㜍”⭆旭上是神⮮他孩明出㜍。他是如何被孩明出㜍的呢？

在你Ẕ中斜施行异能奇事神御、⮮他孩明出㜍、征是你Ẕ自己知道的 ( 使徒行Ỉ
2:2 2 )
因此神⮮他孩明出㜍。耶䧋宜，

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Ẕ就不必信我。耶䧋常用他所行的事㜍孩⭆他的㜍源，他的
㛫威和他的事工。我若行了、你Ẕ九然不信我、也信征些事．叫你Ẕ又知道、又
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 乎翰福音1 0:3 7 - 3 8 )
因此征里彼得指出耶䧋所行彯的异能神御与奇事，就是神⮮他孩明出㜍的明孩。⇓忘了，
他Ẕ宜彯，

若㱉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征些事。
然后他亏井宜道，

他既按䛨 神的定旨先奩、被交与人、你Ẕ就借䛨无法之人的手、把他搱在十字架
上㛨了。( 使徒行Ỉ2: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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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彼得在宰到十字架㖞，他并不是在宰孢十字架上⍹生的可怕的悲∏，他宰到十字架是
按䛨神的定旨先奩。不可能有⇓的≆法。因ᷢ十字架是㖏乎所栬言的。事⭆上有ℛ于死在
十字架的栬言，孿篇22篇，以崃ṂḎ52章“被ᷦ起㜍”
是用于搱十字架的孵宕，以崃Ṃ53章栬言他的死，不可能有⇓的乻孢，耶䧋基督死在十字
架上是神的孉䓣：早在耶䧋到世之前就有的孉䓣。因此，埋怨䉡太人，或是埋怨仿樔人或
其它任何人很明㗦是擁宗的。征是神按䛨他的旨意先奩栬先定下了的，向失落的人䰣彰㗦
他的䇙的方法。因此彼得宰到十字架是按䛨神的旨意先奩，圣乷在⇃世之前就栬言基督⮮
被搱十字架。
在人䰣犯罪之前，神就定意要派他的儿子⮮人䰣Ṷ罪中拯救出㜍，ᷢ的是Ṷ此㗦示他⮡人
䰣的䇙。征都是在神的栬先定下的孉䓣中的。是他的先奩。
彼得其⭆不是在埋怨他Ẕ。
“你Ẕ借䛨无法之人的手、把他搱在十字架上㛨了，但征都是在神的栬先定下的孉䓣中
的。”但他接䛨宣䦘，征是他的信息的中心，

神⌜⮮死的痛苦解慲了、叫他复活．( 使徒行Ỉ2:2 4 )
你存得他Ẕ在⮣找能ᷢ耶䧋的复活作奩孩的人。教Ể的信息的中心是，

“耶䧋基督的复活，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征就是今教Ể的信息。无孢在那里，教Ể若是否孌他的复活，那教Ể便不再是一᷒教Ể
了。耶䧋Ṷ死里复活是人䰣盼望的，我Ẕ必栣亁人宣孚。彼得宜，

愿株崆与我Ẕ主耶䧋基督的父 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し、藉耶䧋基督Ṷ死里复
活、重生了我Ẕ、叫我Ẕ有活㲤的盼望、（彼得前Ḏ1：3）
因ᷢ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什么不可能呢？因ᷢ乷文不但栬言了的他的死亡，而且栬言了
他的复活。因ᷢ神事先栬言了，就必栣⍹生。他不可能被死拘禁。

大⌓指䛨他宜、『我看奩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彡、叫我不至于㏯≐．所以我心
里㫊喜、我的䀝〔原文作舌〕快᷸．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我
的䀝魂撇在旜斜、也不叫你的圣者奩朽坏。你已⮮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奩
你的面、〔或作叫我在你面前〕得䛨㺉足的快᷸。』(使徒行Ỉ2:2 5 - 2 8 )
他再次引用了乷文注意他引用乷文的能力。乷文在他的心里。神所使用的人是能把乷文
藏在他Ẕ心里的人。他Ẕ可以昷㖞提取，有引用神的宅宕的能力。
彼得征里要解慲乷文，他宜，

弟兄Ẕ、先祖大⌓的事、我可以明明地⮡你Ẕ宜、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
墓、直到今日往在我Ẕ征里。(使徒行Ỉ2:2 9 )
今天，在擉安山，你可以在一᷒小房子里找到一᷒塭椘彯的✇墓，被䦘ᷢ“大⌓的墓”。
我不清楚大⌓是否被葬在那里，但在彼得Ỉ道之㖞，大⌓的墓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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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既是先知、又㗻得
上．(使徒行Ỉ2:3 0 )

神曾向他起誓、要Ṷ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座

大⌓知道神⸼孠⻍崃ṂỂṶ他而㜍。那㖞，大⌓宜，“主啊，我往能宜什么呢？我算不了
什么，你使我Ṷ一᷒牧羊人，跟昷羊群，你使我成ᷢ你子民的君王－你亁了我征么多，䍘
在你又提起往后的日子，哦，神啊，我往能宜什么呢？”大⌓无法抵抗神的好⢬和恩典。
那是美好的乷⌮。你是否曾乷有彯那㟟的乷⌮？你完全淹㱉在神的好⢬和他的恩典里。
我很征喜䇙乷⌮，你无宅可宜，只能坐下㜍享受在路旁停下㜍，在征种心境下樦樞是不安
全的。 大⌓是先知，他知道神⸼孠⻍崃ṂỂṶ他而㜍。就栬先看明征事、孚孢基督复
活，宜：他的䀝魂、不撇在旜斜、他的肉身、也不奩朽坏。
耶䧋死去㖞，他曾下到地䊙去Ỉ道亁那些在䙹䊙里的䀝听。你存得在以崃ṂḎ61章，一部
份ℛ于基督的栬言是，

㉍告被㍛的得慲放、被囚的出䙹牢．( 以崃ṂḎ 6 1:1 b )
耶䧋下到地䊙去，因ᷢ在基督死之前，㖏乎的圣徒Ẕ不能徃入神的匋耀里。㖏乎的祭无法
除掉他Ẕ的罪。那些祭只能遮掩他Ẕ的罪孽，他Ẕ只向那⮮要到㜍的更好的祭，耶䧋基督
的祭。征些人都是存䛨信心死的、并㱉有得䛨所⸼孠的；因ᷢ 神亁我Ẕ栬⢯了更美的
事、叫他Ẕ若不与我Ẕ同得、就不能完全。耶䧋死去㖞，他曾下到地䊙去Ỉ道亁那些在䙹
䊙里的䀝魂听。根据保仿在以弗所Ḏ第四章宜的，他升上高天的㖞候、㍛掠了仇㓴，

既宜升上、Ⱚ不是先降在地下么．（以弗所Ḏ 4:9 )
你存得他Ẕ要看神御，

耶䧋回答宜、一᷒邪〞淫ḙ的世代求看神御．除了先知乎拿的神御以外、再㱉有神
御亁他Ẕ看。乎拿三日三夜在大氤肚腹中．人子也要征㟟三日三夜在地里⣜ (樔太
福音1 2 v 3 9 )
他下到地䊙去，与那些Ṃ伯拉罕一同等候神的⸼孠的⭆䍘，向他ẔỈ孚十字架上那匋耀的
得胜，神所提供的祭，如今成全了，那升上高天的，就是那先降在地下的，他升上高天的
㖞候、㍛掠了仇㓴。他亁了他Ẕ自由。死亡和地䊙在征᷒㖞候被部份倒空，᷌⛢复活。ᷱ
人得永径的ᷱ，不ᷱ的人被永径定罪。另一⛢复活往㱉有⍹生。另一⛢复活要在基督在地
上作王一千年后才到㜍。
征耶䧋、神已乷叫他复活了、我Ẕ都ᷢ征事作奩孩。我Ẕ都看奩了、我Ẕ都奩到他了、因
此他如今复活、注意征是信息的中心、他指出ℛ于耶䧋的基本事⭆。

以色列人哪、実听我的宅． 神借䛨拿撒勒人耶䧋、在你Ẕ中斜施行异能奇事神
御、⮮他孩明出㜍、征是你Ẕ自己知道的。他既按䛨 神的定旨先奩、被交与人、
你Ẕ就借䛨无法之人的手、把他搱在十字架上㛨了。神⌜⮮死的痛苦解慲了、叫他
复活．因ᷢ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使徒行Ỉ2:2 2 - 2 4 )
䍘在到了信息的中心，他作了宎乮的解慲，他回去亁他Ẕ合乎乷文的根基，向他Ẕ表明他
所宰孢的复活是合乎圣乷的概念。然后他又回彯⣜㜍，征位耶䧋、神已乷叫他复活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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Ẕ都ᷢ征事作奩孩。 他既被 神的右手高ᷦ。所以耶䧋今天⢬于被高ᷦ的地位，在那匋
耀的⭅座，神的右彡，又Ṷ父受了所⸼孠的

『 神宜、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我的䀝㳯灌凡有血气的．你Ẕ的儿女要宜栬
言．你Ẕ的少年人要奩异象．老年人要作异㡎．(使徒行Ỉ2:1 7 )
䍘在彼得再次回到那斖桀，“征是什么意思呢？”

他既被 神的右手高ᷦ、〔或作他既高ᷦ在 神的右彡〕又Ṷ父受了所⸼孠的圣
䀝、就把你Ẕ所看奩所听奩的、㳯灌下㜍。(使徒行Ỉ2:3 3 )
有舌⣜如火焰㗦䍘出㜍，他Ẕ⇓⚥的宅匋耀神，那是圣䀝㳯灌下㜍看得奩，听得奩的明
孩。

大⌓并㱉有升到天上、但自己宜、(使徒行Ỉ2:3 4 )
『主⮡我主宜、你坐在我的右彡、等我使你仇㓴作你的僂凳。』( 使徒行Ỉ2:3 5 )
故此、以色列全家确⭆的知道、你Ẕ搱在十字架上的征位耶䧋、
主ᷢ基督了。(使徒行Ỉ2:3 6 )

神已乷立他ᷢ

圣乷告孱我Ẕ，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䧋的名、无不屈膝、 (腓立比Ḏ
2:1 0 )
彼得是把事⭆亁他Ẕ㏲⺨－－征位耶䧋－你最好㗻得－神已乷立他ᷢ主ᷢ基督了。他就是
那⻍崃Ṃ。
征是教Ể第一次以复活ᷢ中心的信息，ế人听奩征宅、奱得扎心、就⮡彼得和其余的使徒
宜、弟兄Ẕ、我Ẕ怎㟟行？他Ẕ意孮到他Ẕ的罪行，是圣䀝使他Ẕ意孮到他Ẕ的罪行
的。然后彼得然不是宜，“加入教Ể，作你的十一奉䋖，使征᷒事工更加广Ỉ。

彼得宜、你Ẕ各人要悔改、奉耶䧋基督的名受洗、叫你Ẕ的罪得赦、(使徒行Ỉ
2:3 8 )
就必栮受所峸的圣䀝．
在希腊照字面意ᷱ，他是宜，

你Ẕ各人要悔改，受洗入耶䧋基督的名，
征是值得留意的一䁡，入一᷒与耶䧋基督的ℛ系里。有那么一些人自䦘ᷢ“唯有耶
䧋，”他Ẕ定下洗䣤奬⇁，他Ẕ宜，假如你奉“圣父，圣子，圣䀝”的名受洗，你㱉有真
正受洗。那㟟的洗䣤不算㔘，唯有奉基督的名所受的洗才算㔘。但⭆旭上并不是奉基督的
名，而是入基督的名。入与他的ℛ系里，入耶䧋基督的名，叫他Ẕ的罪得赦、就必
栮受所峸的圣䀝．“因ᷢ征⸼孠”什么⸼孠？就是神所孠下的，要⮮他的䀝㳯灌凡有血气
的⸼孠。征是亁宩的⸼孠呢？是亁你Ẕ的！和你Ẕ的儿女、并一切在径方的人、就是主我
Ẕ的神所召㜍的。㱉有提到征⸼孠只在使徒㖞期有效，而是延井到教Ể㖞代，一切主我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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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所召㜍的。

彼得往用孠多宅作奩孩、≅勉他Ẕ宜、你Ẕ救自己僙离征⻗曲的世代。于是栮受
他宅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斐徒乎添了三千人．
因此征里你看到教Ể增攧程序的⺨端、迅速的教Ể增攧的程序，一下子他Ẕ已乷明㗦增
攧。重要的是，早期教Ể的活≐是什么，他Ẕ在做些什么？他Ẕ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孕、
彼此交接、擘椤、祈䤟。征些是早期教Ể的四᷒例。
首先是使徒的教孕。⬎Ḉ神的宅宕。第二是交通 the"Koinonia" 一᷒非常有趣的希腊孵，
它的含意无法在英文里翻孹出㜍。
走到一起㜍彼此相互㊍有，共徆乻的ℛ系，擘椤，在ℭ俼系的象征，往有祈䤟。今教Ể
做的孠多事在征里都㱉有列ᷦ出㜍，我想孠多今教Ể做的事是多余的。与其用人ᷢ的手
段保存它Ẕ，倒不如孑它Ẕ自然消失。

ế人都わ怕．使徒又行了孠多奇事神御。
信的人都在一⢬、凡物公用．并且⋾了田ṏ家᷂、照各人所需用的分亁各人。( 使
徒行Ỉ2:4 3 - 4 5 )
教Ể里曾乷有彯因䇙⍹起峊物共享主ᷱ。那些有多余的，⋾了田ṏ家᷂，分亁那些缺乏
的，ᷢ的是ⷖ助他Ẕ。

他Ẕ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椤、存䛨㫊喜宂⭆的心用椕、(使徒
行Ỉ2:4 5 )
因此教Ể一⺨始不⋽在圣殿里聚集，往在家里聚集。他Ẕ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
中擘椤、存䛨㫊喜宂⭆的心用椕，乻果如何呢？崆美 神、得ế人的喜䇙。主⮮得救的
人、天天加亁他Ẕ。教Ể合神心意的㖞候，他便ᷢ教Ể行他想做的事。如今，教Ể用⯥
全力⍹展教Ể成攧孉划。怎㟟使出席人㔘更多？ 研究社⋢心理⬎和社Ể⬎，要明确有什
么能⣇吸引宍社⋢的人。什么䰣型的广告途⼬最有效，以投票形式或作人口普查，⯥一切
能力，因ᷢ我Ẕ要使用教Ể成攧孉划㜍增加教Ể成␀。你可以花摙実ᶻ᷂人士㜍，作各种
研究，他ẔỂ亁你提供整套的孉划。有些ᶻ᷂人士Ể亁我Ẕ学立一整套峊政孉划，他ẔỂ
要求Ṷ你Ẕ的腰包提取十分之一。孠多教Ể聘実征些ᶻ᷂人士⍹展教Ể成攧孉划或峬金䬡
集孉划。早期教Ể⮡此一无所知。他Ẕ㱉有那么复㛪，也㱉有上彯神⬎院。所以他Ẕ唯有
按䛨他Ẕ所知道的去行，聚在一起彼此交接、擘椤、祈䤟。主⮮得救的人、天天加亁他Ẕ
。那是自⍹性的增攧，主⮮得救的人、天天加亁他Ẕ。“㖞代不同了。”“ᷢ什么？神改
⎀了⎿？”耶和⋶的膀臂、并非仑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沉不能听奩。我Ẕ不再仰峾
神，不再仰峾圣䀝了，我Ẕ⮣求的是人ᷢ的策略和方法。我Ẕ拋⺫了神的宅宕，而弔向⧙
᷸刪目。⯅孽用征些丰富的⧙᷸刪目㜍吸引人Ẕ，㜍⍪与⧙᷸，㜍看世界最高的圣殿㞹，
㜍看以利Ṃ直接升天，不彯是圈套而已。有征么一斜教Ể，每到圣宆刪，他Ẕ便搬出“引
人入胜的刪目”，斖桀是，你那㟟吸引人的宅，你每年都必需吸引更多的人。他Ẕ搬出
“活人圣宆㞹”，㜍看“活人圣宆㞹”，唱孿班在上面站成圣宆㞹的形䉞，唱䛨圣宆歌。
每年要比前一年更大，因ᷢ他Ẕ一定搬出最好的。⌮史上最棒的圣宆㞹，不同的服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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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小机ℛ，小配件。年复一年，他Ẕ在增徃征棵圣宆㞹㖞，再也想不出什么花招了，他
Ẕ的主意快用完㖞，有人提Ẓ在圣宆㞹栞上放᷒活天使，他Ẕ把他Ṷ屋栞放下去，圣宆
㞹逐㶸形成的㖞候，他ỂṶ屋栞下㜍，活天使在圣宆㞹的栞上。
他Ẕ放活天使下去㖞，漧弖出了毛病，他在䣤堂半空ご挂䛨，⺨始㜍回㏯匉，活天使⺨始
喊叫起㜍，“放我下去！他生气得不得了，⺨始宜傷宅，把征宍死的᷄西停下㜍，他受不
了彯多的㏯匉，他⺨始⏽吐。但愿那靠人ᷢ的努力和孉划的命彸的，以我Ẕ能⣇⬎Ḉ仰峾
神和他的圣䀝的能力去建立教Ể，去作他的事工。

因ᷢ征⸼孠是亁你Ẕ、和你Ẕ的儿女、并一切在径方的人、就是主我Ẕ
的。(使徒行Ỉ2:3 9 )

神所召㜍

但圣䀝降ᷜ在你Ẕ身上、你Ẕ就必得䛨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䉡太全地、和撒䍃
利Ṃ、直到地极、作我的奩孩。(使徒行Ỉ1:8 )
今晚，神的圣䀝也是峸亁你的。我䤟告我Ẕ每一᷒人都向神敞⺨自己，去接受神想亁予我
Ẕ的，无孢什么都好。以致神要我Ẕ成ᷢ什么㟟的人，我Ẕ就成ᷢ什么㟟的人。孑我Ẕ在
今征᷒世上成ᷢ他䇙的奩孩人。愿神在你ᷢ耶䧋基督作奩孩的㖞候祝福你。愿你的生命
彰㗦神在你生命中所作的工。奉他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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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Ỉ第3 - 4章
恰克 史密思 牧ⶰ ( 各各他教Ể )
孑我Ẕ翻到使徒行Ỉ第三章。

申初䤟告的㖞候、彼得、乎翰、上圣殿去征是第九㖞。(使徒行Ỉ 3:1 )
凌晨六䁡太旛升起的㖞候是一天的⺨始，第九᷒摇⣜是在下午三䁡摇。在下午᷌䁡半，
他Ẕ䋖上傍晚祭。他Ẕ㱉有去圣殿⍪与䋖祭。䋖祭乻束后，Ṷ䋖祭而㜍的䂇暦升上天
空，接䛨是䤟告的㖞候，昷䛨那䂇暦的上升，人ẔỂ站䛨崆美神，或向神䤟告。我孌ᷢ
他Ẕ㱉有⍪与䋖祭的含意在于他Ẕ知道䋖祭已乷不再有效了。但他Ẕ等到䤟告的㖞候徃
入圣殿。
在早期教Ể㖞期，基督教在耶路撒冷与䉡太人并不是分⺨的，不同的是基督徒相信耶䧋
就是⻍崃Ṃ。今在䉡太人中斜通常有䛨一᷒宗解孌ᷢ要成ᷢ基督徒，你得先⎀成非䉡
太人。早期教Ể并非如此。他Ẕ保持䉡太的Ḉ俗。他Ẕ仍然到圣殿去敬拜，仍然⸮祝刪
日，然而刪日⮡他Ẕ㜍宜，有䛨全新的意ᷱ。 但他Ẕ并㱉有⮣求僙离䉡太教。只是⮣求
宣孚耶䧋基督真正是神所⸼孠的⻍崃Ṃ。
彼得和乎翰有䛨⮡比⻢烈的᷒性。彼得是᷒⭆干家，乎翰是᷒㡎想家。彼得是把一切
弔⎀成行≐，你存得他ᷢ䛨乎翰斖耶䧋的最后一᷒斖桀，“主阿、征人⮮㜍做什么？”
彼得是想䛨做事情。乎翰不是᷒⭆干家，他是᷒㡎想家。于是主⮡彼得宜，我若要他
等到我㜍的㖞候、与你何干？我想象彼得因ᷢ乎翰是᷒㡎想家而乷常生他的气。乎翰也
可能因䛨彼得一大堆的活≐而回彯⣜生彼得的气，因ᷢ㡎想家更喜㫊安朁。喜㫊周⚜平
朁的气氛。᷌᷒⮡比⻢烈的᷒性在基督里成ᷢ一体。事情是那㟟⍹展的，基督是我Ẕ
共同的基䟨。⯥管我Ẕ有䛨⻢烈⮡比的᷒性，在基督里仍然有那美好的合一。
因此我Ẕ看到他Ẕ在䤟告的㖞候上圣殿去，是第九᷒摇⣜。征些人的⣜一᷒特征是他Ẕ
是常䤟告的人。重要的是我Ẕ都要成ᷢ常䤟告的人。

有一᷒人、生㜍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㜍、放在殿的一᷒斐口、那斐名叫美斐、
要求徃殿的人峺㳶。(使徒行Ỉ 3:2)
人Ẕ通常孌ᷢ征美斐是圣殿的᷄斐。征是᷒⻢烈的⮡比，征᷒人生㜍是瘸腿的，征么丑
陋的人，躺在美斐口乞子。

他看奩彼得乎翰⮮要徃殿、就求他Ẕ峺㳶。彼得乎翰定睛看他．彼得宜、你看我
Ẕ。
(使徒行Ỉ3:5 那人就留意看他Ẕ、指望得䛨甚么。(使徒行Ỉ 3:3- 5 )
无疑是伸出他的手，那是典型的乞子姿⾩。

彼得宜、金撞我都㱉有、(使徒行Ỉ 3:6 )
我想象征乞丐在征㖞候是挺失望的，可能往奱得奇怪，“那你Ẕ往叫我干什么？”但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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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亏井宜，

只把我所有的亁你、我奉拿撒勒人耶䧋基督的名、叫你起㜍行走。 于是拉䛨他的
右手、扶他起㜍、他的僂和踝子骨、立刻健⢖了．就跳起㜍、站䛨、又行走．同
他Ẕ徃了殿、走䛨、跳䛨、崆美 神。百姓都看奩他行走、崆美 神．(使徒行Ỉ
3:6 - 9 )
在征里描述他的僂和踝子骨的希腊孵跳起㜍是⋣⬎㛗宕。路加是᷒⋣生，才在征里使用
了征᷒孵。他描述的情形其⭆是踝子骨僙刪完全扭曲了。瘸腿的，可能踝子骨㧒䛨僙刪
完全扭曲了。因ᷢ征᷒孵含有？徃入穴ℭ并伸直的意思。那⋣⬎㛗宕本身指的是徃入穴
ℭ并伸直。征是一᷒生㜍是瘸腿，因ᷢ踝子骨⍹育不全而无法行走的人。而彼得因䛨神
放在他ℭ心的信心，拉䛨他的右手、扶他起㜍、他的僂和踝子骨、立刻健⢖了．那人就
跳起㜍，崆美神。他同他Ẕ徃了殿、走䛨、跳䛨、崆美神。我能想象Ṷ此ṏ生的弘≐和
激情。百姓都看奩他行走、崆美 神。孌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斐口求峺㳶的．就因
他所遇䛨的事、㺉心希奇惊孞。

那人正在䦘ᷢ所仿斐的廊下、拉䛨彼得、乎翰．ế百姓一滸跑到他Ẕ那里、很奱
希奇。(使徒行Ỉ 3:1 1 )
征非常值得注意的神御立即吸引了ế百姓，因ᷢ征人无疑已乷在那里呆了多年了。那些
徃去敬拜的人ẔḈ了看奩他。他ẔṶ前看奩他的僂是㬳⹇的，如今他的僂伸直了，他
走䛨、跳䛨、崆美 神，拉䛨彼得、乎翰，所以人Ẕ⮮征神御跟彼得和乎翰俼系起㜍。
他Ẕ意孮到征人能⣇行走要功于彼得和乎翰。一大群人，至少有5000人，聚集在所仿
斐的廊下。想要知道到底⍹生了什么事。

彼得看奩、就⮡百姓宜、以色列人哪、ᷢ甚么把征事作希奇呢．(使徒行Ỉ
3:1 2 )
他Ẕ感到希奇是因ᷢ他Ẕ已乷忘存了他Ẕ所侍奉的神有多ệ大。如果他Ẕ相信Ṃ伯拉罕
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那么神行了征么一件事不⸼宍使他Ẕ希奇，因ᷢ宣
了㖏乎之后，他Ẕ就知道他是行神御的神。
斖桀是“你Ẕᷢ甚么把征事作希奇呢？”外邦人或孠Ể把征事作希奇，你Ẕ是至高
之神的子民，你Ẕᷢ甚么把征事作希奇呢？第二᷒斖桀，

(ᷢ甚么定睛看我Ẕ、以ᷢ我Ẕ↕自己的能力和虔宂、使征人行走呢。(使徒行Ỉ
3:1 2 )
人Ẕ常常⮮神的工作和神使用的器皿俼系在一起。征是擁宗的！

ᷢ甚么定睛看我Ẕ、以ᷢ我Ẕ↕自己的能力和虔宂、使征人行走呢。(使徒行Ỉ
3:1 2 )
不幸的是，有孠多Ỉ道人，一些⋣治事工的Ỉ道人企⚦孑大家奱得非凡的工作的成就是
由于他Ẕ的公ᷱ，他Ẕ的虔宂。 我⮡那些Ṷ事利用神御活≐㜍吸引人的Ỉ道人感到极ᷢ
⌴䂎。有人Ể㜍跟我宜，“哦，你怎么看某某牧ⶰ或是某某弟兄啊？哦，我听宜他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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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聚Ể，人Ẕ得䛨⋣治，瞎眼重奩光明，很多征䰣事情正在⍹生呢。”
我存得前段㖞斜，我得知有征么一᷒Ỉ道人，他碰巧在䓝奮上，既然征么多人斖起我⮡
他的看法，我便打算听一听他怎么孚。我耐䛨性子听了五分摇左右。就五分摇㖞斜，我
便了解到了我需要了解的。征᷒特⇓的Ỉ道人如今因ᷢ几㠑重罪在䙹䊙中服刑。征᷒特
⇓的Ỉ道人斖道，“你Ẕ信任我⎿？我㺉有Ṷ神而㜍的大能，你Ẕ只要信任我就行
了。”他往在亏井孚的㖞候，我想，那宍乻束了。
几年前，我和我的妻子去Buena公⚕⍪加聚Ể，那里曾乷是Ỉ道人在橙⍧周⚜学立ⶸ棚的
⛢所之一，另一᷒行⋣的Ỉ道人，一些人想実我Ẕ跟他Ẕ一起⍪加征᷒聚Ể，我Ẕ答⸼
了。我一生Ṷ未看到彯征一䰣的表演。千⎀万化的花招，要使人群ᷢ之䕗狂，ᷢ之激
≐。他Ẕ夸口能行各种各㟟的神御。那聚Ể⭆旭上被䦘ᷢ神御䪆崃Ể。
那特⇓的Ỉ道人最买在三藩市一家旅椮的房斜由因酗酒而死。人Ẕ如果在他Ẕ的名字后
面ⷎ上一些建筑物的名，或是⬎院名字，或是某᷒宣教⚊体的名字，我是⮡他Ẕ抱䛨
怀疑。我䤟告神提我的㖞候，他使我的名字很快的被忘掉。如果他Ẕ偮大敢把我的名字
刻在某座建筑物上以作乒念，我Ể叫神用地震把那建筑物摧㭩。“耶和⋶阿、匋耀不要
与我Ẕ、不要与我Ẕ．要在你的名。”征些人并㱉有ᷢ他Ẕ自己求᷒名份。

ᷢ甚么定睛看我Ẕ、以ᷢ我Ẕ↕自己的能力和虔宂、使征人行走呢。(使徒行Ỉ
3:1 2 )
并不是因ᷢ我是᷒ᷱ人，然而往往ⷎ䛨征㟟的暗示，“我有征般的大能是因ᷢ我虔宂，
很公ᷱ。”那亁我Ẕ征些⇓人知道我Ẕ不虔宂，不公ᷱ的人留下什么呢？
我ẔỂ想，“因ᷢ我不虔宂，不公ᷱ，我不可能期待神ᷢ我做什么。”但事⭆并非如
此。神⑵⸼你的䤟告不Ể比⑵⸼教皇或其它什么人要慢。因ᷢ 神不偏待人。我ẔỂ偏
待人，但神不偏待人。我到了天堂不能宜，“哦，主啊，你宍知道我是宩，我是恰克 史
密思，我至少往是各各他教Ể的牧ⶰ。”“去后面的椅子坐去，年弣人。”人Ể偏待
人，但神不偏待人。

ᷢ甚么定睛看我Ẕ、以ᷢ我Ẕ↕自己的能力和虔宂、使征人行走呢。(使徒行Ỉ
3:1 2 )
↕我Ẕ里面的能力。↕我Ẕ所㊍有的᷄西。不是，并不是我Ẕ㊍有什么。彼得是在宜我
算不了什么。你Ẕ所看到的是神⑵⸼他所峸的信心所行的事。就算征信心都不是我自己
的信心。小心，不要因䛨神所行的事接受匋耀。因ᷢ高ᷦ器皿是很愚蠢的。我Ẕ住在Los
Serranos，在地的社⋢教Ể作牧ⶰ的㖞候，有一᷒女士Ể⍪加我在 Upland 征地方上的圣
乷宦。她宜，“恰克，我想叫你亁我的丈夫Ỉ褔音。他是整᷒ Pomona Valley地⋢最出色
的心理⬎家。他被公孌ᷢ地最有成就的乷神病⋣ⶰ。但是他需要人ⷖ忙。
他需要主。我実你去亁他Ỉ褔音。”她邀実Kay和我周末到她家和他Ẕ一同吃晚椕。
晚椕后，她和Kay一起徃了⍐房，剩下我和Bud交宰。我Ẕ就神，生命宰了好几᷒小㖞。
他口䦘宜是无神孢者，他是᷒很出色的人，我Ẕ栽种了福音的种子。后㜍她再次邀実我
Ẕ周末晚上到他Ẕ家，她宜她丈夫⺨始断宣一些峬料，并⺨始⮣求。于是我Ẕ再次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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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椕，她和Kay又去了⍐房，留下我Ẕᾑ交宰。
最后我宜，“Bud，你是心理⬎家，你或孠⮡征些斖桀已乷⭉查孬估彯了，到目前，你已
乷挺了解我了，你了解我⮡生命的⾩度，你了解我是怎么㟟的一᷒人你知道我㊍有的喜
᷸和平安。我宜，告孱我，要是耶䧋基督不是神的䊔生子，我所相信的全是假的，我所
㊍有的喜᷸和平安是建立在假前提上的，然而，在知道我᷒人㊍有的喜᷸和平安后，你
感奱我因ᷢ相信我所信仰的失去了什么？”他用直奮的眼光看䛨我，盯䛨我看了一Ể
儿，想了想我的斖桀，他最后宜，什么的᷄西都㱉有失去﹗我希望我能像你那么平安快
᷸。”我宜，“Bud，你告孱我，要是我所信仰的是真⭆的，你因ᷢ不相信失去了什
么？”他宜，“你孑我上了，不是⎿？”我宜，“㱉有，我想是神孑你上了”我Ẕ
曲膝跪了下㜍，他祈求耶䧋基督接管他的生命。昷䛨神大大改⎀了他的生命，他有了᷒
美好的主乷⌮。
第二天，我到了≆公室，他的妻子在等䛨我。她是᷒善于表露感情的人。她拉䛨我宜，
“恰克, 恰克我早就知道你行的，我早就知道你能的，恰克，真是太好了，今天早上Bud
出斐拿出圣乷在宣，哦 恰克，我早就知道你能的，你真是太棒了。”
我宜，“等等，䇙蒂，你丈夫是神乷病⋣ⶰ，不是⎿？”她宜，“㱉擁，他是最出色
的！”我宜，“假如，手㛗后，病人回到他的≆公室⮡他宜，是那把刀打⺨了他的⣜傹
是吧？ 病人拿起解剖刀宜，你征把解剖刀真是太棒了，你在我的⣜部的切割切得真是出
色，你太棒了，你干得太出色了。我宜，你丈夫Ể孌ᷢ征病人需要在沙⍹休息。因ᷢ你
不宍高ᷦẒ器，⸼宍高ᷦ那使用Ẓ器的人。所以要高ᷦ主，䇙蒂。是圣䀝使Bud知罪的，
是圣䀝在吸引䛨他，是神的䀝在他生命的工作。神只是使用了我做他的器皿，一᷒在他
手中的器皿。不要功于我，⇓告孱我我有多棒。只要知道神有多ệ大。”
人Ẕῦ向于高ᷦ器皿，因ᷢ他Ẕ能⣇看奩，触摸到器皿。我Ẕ嘥然能⣇感受到神，但是
我Ẕ很晦看奩他或触摸他，除非我Ẕ借䛨䀝里的眼睛去看他。 因此人Ẕῦ向于高ᷦ器
皿，而不高ᷦ使用那器皿的神。但是，你如果是神使用的器皿，小心不要因神所行的事
而栮受匋耀。

ᷢ甚么定睛看我Ẕ、以ᷢ我Ẕ↕自己的能力和虔宂、使征人行走呢。(使徒行Ỉ
3:1 2 )
䍘在他Ṷ他Ẕ的角度出⍹，Ṃ伯拉罕的 神、哦，是的我Ẕ知道他，以撒的 神、雅各
的 神，就是我Ẕ列祖的 神，在他的信息里，他Ṷ人Ẕ所熟悉的，Ṷ他Ẕ所⢬的角度
出⍹，我孌ᷢ征是我Ẕ⸼Ṷ中⬎Ḉ的᷄西。
保仿在Ṃ略巴古中⍹言的㖞候，在面⮡征些以弗所的哲⬎家Ẕ，他并㱉有⺨始孚孢
“以信䦘ᷱ”的道理，而是Ṷ征些人的角度出⍹。“ế位雅典人哪、我看你Ẕ凡事很敬
畏鬼神。我游行的㖞候、奪看你Ẕ所敬拜的、遇奩一座✃、上面⅁䛨未孮之神．你Ẕ所
不孌孮而敬拜的、我䍘在告孱你Ẕ。⇃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 神、是天地的主、”他Ṷ
他Ẕ的角度出⍹，然后Ṷ中引栮他Ẕ。 征里彼得也是Ṷ他Ẕ的角度出⍹。要存得Ṷ人Ẕ
的角度出⍹，再把他Ẕⷎ到Ⰶ䀝的境界，但首先要Ṷ他Ẕ的角度出⍹。

Ṃ伯拉罕、以撒、雅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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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是我Ẕ列祖的神、已乷匋耀了他的仆人耶

䧋．(仆人或作儿子)你Ẕ⌜把他交付彼拉多．彼拉多定意要慲放他、你Ẕ竟在彼拉
多面前⺫亅了他．(使徒行Ỉ 3:1 3 )
他Ẕ都了解那年在耶路撒冷所⍹生的事。他Ẕ都知道耶䧋被搱死在十字架上，有趣的是
征里彼得直接抱怨他Ẕ。彼拉多定意要慲放他。然，乎翰福音㗦示彼拉多定意要慲放
耶䧋 ，你Ẕ竟在彼拉多面前⺫亅了他。

你Ẕ⺫亅了那圣洁公ᷱ者、反求䛨慲放一᷒凶手亁你Ẕ．你Ẕ㛨了那生命的主、
(使徒行Ỉ 3:1 4 - 1 5 )
“生命的主”可能是不太妥的翻孹。你存得在希伯㜍Ḏ孚到耶䧋是那ᷢ我Ẕ信心⇃始
成买的。同㟟的希腊孵在希伯㜍Ḏ里翻孹ᷢ“⇃始者”。征᷒孵的字面含意是“一᷒ⷎ
⣜文件”，但是那在英文里⮡我Ẕⷖ不上什么忙？我Ẕ想象是≆公室的文件，ⷎ⣜文件
就是那在前⣜的文件，但是那孵⭆旭上指的是，“在新的栢序里居首位的”耶䧋，是新
生命的⇃始者，或是好象我Ẕ宣到的，“他是那Ṷ死里首先复活的。”因此他是生命的
⇃始之主。那向我Ẕ征些相信他的人所⸼孠的新的，永径的生命。
他是那生命的⇃始者，就好象他是那ᷢ我Ẕ信心⇃始成买的，他又是我Ẕ借䛨他而㊍有
的生命的⇃始者。多么⻢烈的⮡比啊，不是⎿？“你Ẕ㛨了那生命的主”征真是似是而
非的句子䰣型。

神⌜叫他Ṷ死里复活了．我Ẕ都是ᷢ征事作奩孩。( 使徒行Ỉ 3:1 5 )
⇓忘了彼得⣜一次孚道是以复活ᷢ中心的，他有机Ể跟他Ẕ孚道，他的信息就以复活ᷢ
中心。你存得保仿在Ṃ略巴古孚道㖞，他孚到复活，他一孚到复活，那聚Ể便乻束了。
他Ẕ宜，“啊，那就奇怪了，Ṷ㜍㱉有人Ṷ死里复活彯。”那些以弗所的哲⬎家Ẕ就散
⺨了。但彼得宣孚的是复活，征是早期教Ể的信息的中心。
耶䧋再次复活是永生的盼望。基督若㱉有复活，我Ẕ仍在我Ẕ的罪里。我Ẕ便㱉有了指
望。那些死去了的都已乷䀕亡了。我Ẕ就算比ế人更可怜。然而耶䧋基督的复活是新乎
圣乷福音的根基。我Ẕ的盼望是建立在耶䧋复活的事⭆上的。所以彼得宜，愿株崆与
我Ẕ主耶䧋基督的父 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し、藉耶䧋基督Ṷ死里复活、重生了我
Ẕ、叫我Ẕ有活㲤的盼望。征是福音的中心，你不可忽略。若是忽略了，你便㱉有了福
音。
因此彼得到了征᷒特⇓受喜䇙的主桀，“神⌜叫他Ṷ死里复活了．我Ẕ都是ᷢ征事作奩
孩。”他Ẕᷢ䛨耶䧋基督Ṷ死里复活的事⭆作奩孩。

我Ẕ因信他的名。(使徒行Ỉ 3:1 6 a)
耶䧋的名㺉有大能。

你Ẕ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你Ẕ宜、我要ᷢ你Ẕ求父．(乎翰福音 1 6:2 6 )
向㜍你Ẕ㱉有奉我的名求甚么、如今你Ẕ求就必得䛨、叫你Ẕ的喜᷸可以㺉足。
(乎翰福音1 6:2 4 )
就算Ṷ最弗弱圣徒的口里宜出㜍，耶䧋的名一㟟具有极大的能力。你或孠在想，是的，
22 of 207
使徒行Ỉ

耶䧋的名，但我不⣇虔宂，不⣇公ᷱ去宜起那᷒名字，不管你有多弗弱，能力不是Ṷ你
而㜍，而是Ṷ耶䧋的名字而㜍。你也孠弗弱，但那不要䳏，能力不是Ṷ你而㜍，而是Ṷ
他的名字而㜍。因此彼得宜，

我Ẕ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Ẕ所看奩所孌孮的征人、健⢖了。(使徒行Ỉ
3:1 6 )
不要向䛨我看！！是耶䧋基督，你Ẕ㛨了祂、

神⌜叫祂Ṷ死里复活了，是祂的名字。

我Ẕ因信祂的名，才有神御⍹生在瘸腿的人身上。是祂把那㜉腿伸直，他亁了行走的能
力，使他健⢖了，叫征人在你Ẕế人面前全然好了。然后他亏井宜道，

正是他所峸的信心、叫征人在你Ẕế人面前全然好了。(使徒行Ỉ 3:1 6 b )
那Ṷ他而㜍的信心，注意征里的介系孵，彼得不是宜，“那是因ᷢ我ệ大的信心。”而
是宜，“那信心是Ṷ祂而㜍的。”是祂亁了我信心。基督是那ᷢ我Ẕ信心⇃始成买的，
我Ẕ宰孢信心，常常把它宜作是我Ẕ可以⍹展的᷄西，似乎我Ẕ可以逐步建立的，可以
坐下㜍默想以便⍹展信心，我ẔṶ征些方式中⯅孽加添我Ẕ的信心，或多或少地用像施
催眠㛗，或其它方式，我正在孽䛨加添我的信心呢。信心是恩峸。
你Ẕ得救是本乎恩、也因䛨信、征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

神所峸的．(以弗所Ḏ 2:8)

信心是神所峸的．保仿在歌林多前Ḏ12章列出圣䀝的㗦示方式。在某些㜉件下，某些㖞
候，有些人神峸亁他Ẕ信心。有趣的是，正因ᷢ征信心是恩峸，有些㖞候我面⮡一些情
⅝，我有完全的信心，相信事情Ể栢利。我㱉有不安的情互，也不㉭心。主亁了我信
心，我就相信事情Ể栢利。也有㖞候，我面⮡䰣似的情⅝，神㱉有峸亁我信心，我便㉭
⾏，不知道接䛨Ể⍹生什么事。要是事情不征么栢利徃展，要是那㟟，麻䂎多多，因ᷢ
神在征᷒⋽一情⅝下㱉有峸亁我信心。

信心是恩峸。不是我想什么㖞候有就什么㖞候有的。不是什么魔㛗孵，可以孑我
昷心所欲的。是神在某些㜉件下，某些㖞候，峸亁我的，要是峸了亁我，那是极
ᷢ匋耀的事。㱉有信心的恩峸，事情便一⚊糟。 信心的恩峸。是Ṷ他而㜍的信
心。彼得走上去㖞，他看奩那人，神亁了他信心。神宜，彼得，把你所有的亁
他。他所有的是什么呢？神亁了他⋣治那人的信心。 于是，
彼得宜、金撞我都㱉有、只把我所有的亁你、我奉拿撒勒人耶䧋基督的名、叫你起㜍行
走。(使徒行Ỉ 3:6)
⮡他的信心及大能。神㖞峸亁彼得的信心。

弟兄Ẕ、我㗻得你Ẕ作征事、是出于不知、你Ẕ的官攧也是如此。(使徒行Ỉ
3:1 7 )
征㖞，彼得更直接搰⮡他Ẕ孚宅。孚到耶䧋被搱十字架，他宜，

(使徒行Ỉ3:1 7 b 是出于不知、你Ẕ的官攧也是如此。
他怎幺知道的呢？因ᷢ耶䧋在被搱十字架的㖞候宜，父阿、赦免他Ẕ．因ᷢ他Ẕ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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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Ẕ不㗻得。所以我知道你Ẕ是出于不知。你Ẕ所作的，你Ẕ不㗻得，耶䧋承孌了
征᷒事⭆。指出另一䁡值得注意，我Ẕ便Ể宣到大概5000人了主。那5000᷒人有份于
搱死耶䧋，但他Ẕ不㗻得他Ẕ所作的，他Ẕ䍘在相信耶䧋基督ᷢ他Ẕ的救主和主，耶䧋
在被搱十字架㖞的䤟告得到了⸼孠。
父阿、赦免他Ẕ．因ᷢ他Ẕ所作的、他Ẕ不㗻得。(路加福音 23:34)
征一天，耶䧋的䤟告得到了⑵⸼，彼得⮡ế人宜，
是出于不知、(使徒行Ỉ 3:17b)

但

神曾藉ế先知的口、栬言基督⮮要受害、就征㟟⸼樴了。(使徒行Ỉ 3:1 8 )

㌊句宅宜，事情的⍹生并非出于偶然。 耶䧋被搱十字架是神的安排，⭆旭上，乷文上藉
ế先知的口栬言基督⮮要受害。 于是彼得得到了⸼用，

所以你Ẕ悔改正、使你Ẕ的罪得以涂抹、征㟟、那安舒的日子、就必Ṷ主面
前㜍到．( 使徒行Ỉ 3:1 9 )
因此他呼召人Ẕ悔改正、使他Ẕ的罪得以涂抹，征㟟、那安舒的日子，神的䀝大大≐
工。

主也必差遣所栬定亁你Ẕ的基督耶䧋降ᷜ。(使徒行Ỉ 3:2 0 )
耶䧋往要再㜍！父神⮮Ể再次差遣他。耶䧋宜彯，我去往要到你Ẕ征里㜍。我Ẕ上周在
使徒行Ỉ第一章宣到，耶䧋被取上升㖞，他Ẕ定睛望天的㖞候、忽然有᷌᷒人、身穿白
衣、站在旁彡、宜、
加利利人哪、你Ẕᷢ甚么站䛨望天呢．征离⺨你Ẕ被接升天的耶䧋、你Ẕ奩他怎㟟往天
上去、他往要怎㟟㜍。(使徒行Ỉ 1:11)
他往Ể再㜍！征Ỉ亁你Ẕ的耶䧋基督，父神再次差遣他㜍。

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ℜ的㖞候、就是
的。(使徒行Ỉ 3:2 1 )

神Ṷ⇃世以㜍、借䛨圣先知的口所宜

万物复ℜ的整套教㜉Ṷ征一刪小小的乷文⍹展起㜍。撒但最买跪下孌罪，并重新成ᷢ
神的儿子，万物⮮被复ℜ，神⮮使全人䰣以及万物复ℜ。所有的罪人都⮮得救。万物复
ℜ。征一异端就㜍源于征一刪小小的乷文。他所指的明㗦不是在⮮㜍某一日⮮峍坏的复
ℜ，因ᷢ他宜，
借䛨圣先知的口所宜的。(使徒行Ỉ 3:21)
我Ẕ回到㖏乎的先知去，他Ẕ在宜到万物复ℜ㖞所指的是什么呢？他Ẕ所指的是以色列
再次受神的ℛ䇙。以色列因ᷢ⺫亅耶和崋⮮被剪除，他Ẕ⮮被標散，被赶散到世界各
地，他Ẕ⮮成ᷢ一᷒孭咒，成ᷢ笑柄，根据先知的栬言，他Ẕ⮮Ể被扔徃火䀱。
但每一᷒栬言䉡太人分散的日子⮮要乷⌮极大苦楚，无不越彯漆黑，奩到光明的一面，
神⮮Ể再次找到他那不忠心的新娘，⮮她梳洗干Ⅸ，穿好衣裳，再次接收她ᷢ妻子。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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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峝的位子恢复亁那不忠心的妻子。何西Ṃ和其它所有的先知Ẕ宰到征里的万物复ℜ
㖞，指的的是神⮡以色列⚥的工作和⮡它的恩惠，并不是宜神⮮使一切邪〞，包括撒旦
都复ℜ。那就是所有先知的原意，你找不到那另外的教㜉，万物复ℜ，全人䰣最买都Ể
得救，征教㜉Ṷ㖏乎任何一᷒先知都找不到。所孚到的是以色列⚥，你存得他宜，

弟兄Ẕ、我㗻得你Ẕ作征事、是出于不知、你Ẕ的官攧也是如此。(使徒行Ỉ
3:1 7 )
因此征里的万物复ℜ是神⮮㜍⮡以色列⚥的工作，使徒保仿在仿樔Ḏ第11章里孚到，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㔘目添㺉了．(仿樔Ḏ 11:25)
但到了那᷒㖞候，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乷上所存、『必有一位救主、Ṷ擉安出
㜍、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他提到⮮㜍神在䉡太人中斜的复ℜ的工作。 耶䧋宜，
你Ẕ不得再奩我、直等到你Ẕ宜、奉主名㜍的、是⸼䦘株的 (樔太福音 23:39)
地球往要忍耐另一᷒7年周期。因ᷢ在以色列，已乷定了七十᷒七，要止住罪彯、除Ⅸ罪
〞、島⯥罪孽、引徃〔或作彰㗦〕永ᷱ、封住异象和栬言、并膏至圣者。Ṷ出令重新建
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的君王的㖞候、必有七᷒七、和六十 二 ᷒七 (也就是六十九᷒
七）那往有一᷒七，那是⮮㜍的七年周期。在征七年周期，神Ể在以色列⚥≐工，挪去
在他Ẕℭ心⮮近᷌千年的⇂硬。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他Ẕ大部分都是硬心
的。有一部分不是硬心的。今，神⺨⏗一部分以色列人的眼睛，使他Ẕ能明白真理。
他Ẕ通常成ᷢ出色的Ỉ道人。神⺨⏗他Ẕ的心眼，使他Ẕ看到耶䧋真正是神所⸼孠的⻍
崃Ṃ。但奇怪的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如此硬心的。他Ẕ⮡自己的乷文并不了解多少。
但他Ẕ了解他Ẕ的Ỉ亇，那些椖食㜉例，安息日等等，⮡神的真正的工作⌜极ᷢ盲目。

⺫亅了神的方式后，他Ẕ企⚦靠䛨行ᷢ䦘ᷱ。借䛨好行ᷢ䦘ᷱ，圣乷告孱我Ẕ宜，
所以凡有血气的㱉有一᷒、因行律法、能在

神面前䦘ᷱ。(仿樔Ḏ 3v20)

圣乷往告孱我Ẕ宜，

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伯㜍Ḏ9:2 2 B )
神⮮复ℜ以色列。他Ể再次≐工。他⮮使他的圣䀝降ᷜ到以色列，根据以西乻，在末后
的日子，俄⚥徃入中᷄要⣢取中᷄㖞，神⮮摧㭩俄⚥。神摧㭩俄⚥的㖞候，他⮮使他
的圣䀝降ᷜ到以色列⚥，那⮮是末日的⺨端，最后的七年周期，在征᷒㖞期，神⮮在以
色列≐工，以色列的恣⚥⮮遭受大㭩䀕。至少有三年半的㖞斜。并且有大刘晦、Ṷ世界
以㜍直到此㖞、㱉有看彯征㟟的．就是大刘晦㖞期。
在征᷒㖞期，神⮮在以色列⚥≐工他Ẕ⮮ᷢ䛨他Ẕ的瞎眼而痛哭，就好象一᷒⤯女ᷢ䛨
失去儿子痛哭一㟟。他Ẕ⮮因䛨⮡神的慈䇙和恩典的眼瞎，⮡神提供的⻍崃Ṃ的看不奩
而痛哭，因ᷢ他Ẕ⮮意孮到耶䧋是真正的⻍崃Ṃ。乷文得到⸼樴㖞，他ẔỂ意孮到他
Ẕ全⚥⺫亅耶䧋是擁宗的，他Ẕ⮮接受祂，并Ể宜，

25 of 207
使徒行Ỉ

奉主名㜍的、是⸼䦘株的。(樔太福音23：39)
到那㖞，耶䧋⮮ⷎ䛨祂的千万圣者降ᷜ，在地上建立他的⚥度。
看哪、主ⷎ䛨祂他的千万圣者降ᷜ、(䉡大Ḏ1:14) 基督是我Ẕ的生命、祂㗦䍘的㖞候、你
Ẕ也要与祂一同㗦䍘在匋耀里。(歌仿西Ḏ3：4)
我Ẕ⮮与祂一同到地上建立神的⚥度。因此天必留祂、等到万物复ℜ的㖞候、就是 神
Ṷ⇃世以㜍、借䛨圣先知的口所宜的。一直回到伊甸⚕里，神⸼孠宜女人的后裔要Ọ那
蛇的⣜。
摩西曾宜、『主 神要Ṷ你Ẕ弟兄中斜、亁你Ẕℜ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Ẕ所宜
的、你Ẕ都要听Ṷ。凡不听Ṷ那先知的、必要Ṷ民中全然䀕亅。』Ṷ撒母耳以㜍的ế先
知、凡宜栬言的、也都宜到征些日子。你Ẕ是先知的子⬁、也承受 神与你Ẕ祖宗所立
的乎、就是⮡Ṃ伯拉罕宜、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ℜ起他的仆人、〔或
作儿子〕就先差他到你Ẕ征里㜍、峸福亁你Ẕ、叫你Ẕ各人回弔、离⺨罪〞。(使徒行Ỉ
3:22-26)
因此，神✂守了他借䛨㖏乎先知Ẕ所孠下的⸼孠。他Ẕ凡宜栬言的，都宜到征些日子，
他Ẕ栬言了⻍崃Ṃ。他的确㜍了，凡不听Ṷ那先知的、必要Ṷ民中全然䀕亅。
你Ẕ是先知的子⬁、也承受 神与你Ẕ祖宗所立的乎。所以神先向你Ẕ⏗示。保仿在宰
到福音㖞，他宜，“我不以福音ᷢ俣．征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
䉡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仿樔Ḏ1：16）福音先Ỉ亁了䉡太人。

并要在耶路撒冷、䉡太全地、和撒䍃利Ṃ、作我的奩孩。(使徒行Ỉ1：8 B )
先是䉡太人，
直到地极、作我的奩孩。(使徒行Ỉ1：8B)
䉡太人⺫亅福音之后，保仿弔身宜，

“Ṷ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只因你Ẕ㕕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Ẕ就
弔向外邦人去。”于是斐㇟⺨放，孑我Ẕ征些在黑暗中的得以徃入神的䇙和真理
的匋耀的光中。
使徒⮡百姓宜宅的㖞候、祭司Ẕ和守殿官、并撒都宍人、忽然㜍了．因他Ẕ教孕百姓、
本䛨耶䧋、Ỉ宜死人复活、就很䂎〤．(使徒行Ỉ4:1-2)
撒都宍人是㖞的Ⰶ䀝的攧者，作祭司的大部分是撒都宍人，撒都宍人不相信复活，也
不信天使和鬼魂。 所以他Ẕ听到Ỉ宜死人复活、就很䂎〤。复活的信息就是引起他Ẕ䂎
〤的原因。 在䉡太人中斜，法利崃人和撒都宍人ṏ生了极大的ḱ孢。法利崃人相信复
活，也相信鬼魂，保仿后㜍被ⷎ到公Ể面前㖞，他意孮到，在⛢的有法利崃人，也有撒
都宍人，他便乘机ᷢ自己⺨僙。他宜，“我䍘在受⭉斖、是因ᷢ我相信乷文，是ᷢ盼望
死人复活。”所有的法利崃人宜，“那㱉擁啊。”撒都宍人全都生气了、就彼此ḱ孢起
㜍。于是大大的喧嚷起㜍，保仿在他Ẕ往彼此ḱ孢的㖞候得以离⺨。倒明之ᷦ。撒都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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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㜍了，因他Ẕ教孕百姓、Ỉ宜死人复活、就很䂎〤。

于是下手拿住他Ẕ．因ᷢ天已乷晚了、就把他Ẕ押到第二天 (使徒行Ỉ4:3 )
整件事是Ṷ下午三䁡⺨始的，䍘在天已乷晚了，他Ẕ被扔徃牢里彯夜。

但听道之人、有孠多信的、男丁㔘目、乎到五千。( 使徒行Ỉ4:4 )
那天的Ỉ教Ể往真大型啊。

第二天、官府、攧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Ể．又有大祭司Ṃ那、和宍Ṃ法、
乎翰、Ṃ力山大、并大祭司的Ṛ族都在那里。(使徒行Ỉ4:5 - 6 )
征些人我Ẕ在福音Ḏ里宣到彯，他Ẕ就是⭉判耶䧋基督的人。

又有大祭司Ṃ那、和宍Ṃ法、乎翰、Ṃ力山大、并大祭司的Ṛ族都在那里。(使徒
行Ỉ4:6 )
叫使徒站在中、就斖他Ẕ宜、你Ẕ用甚么能力、奉宩的名、作征事呢(使徒行Ỉ
4:7 )
斖征斖桀的无非是᷒懂律法的精明人。因ᷢ律法上宜，如果一᷒人在ế人面前行了神
御，使ế人ᷢ那神御而不甚惊奇，假如此人促使你敬拜耶和崋神以外任何一᷒人，他便
是假先知，⸼⮮他⢬死，我想是在申命存13章。

你Ẕ用甚么能力、奉宩的名、作征事呢 (使徒行Ỉ4:7 )
彼得不可以宜，“我提第五㜉例”我不能被要求⮡自己作孩，因ᷢ他Ẕ的律法里有第五
㜉例。照䛨律法，你不能⻢迫一᷒人⮡他自己作孩。彼得本可以提第五㜉例，但他宁愿
用征᷒机Ể跟征些人分享耶䧋基督。他知道征是斖桀的重心，也知道告孱征些人另一᷒
名的后果，其⭆他跟他Ẕ提起了耶和崋的名，因ᷢ他宜，是因䛨耶和崋－ḎṂ，

那㖞、彼得被圣䀝充㺉、⮡他Ẕ宜、( 使徒行Ỉ 4:8 )
多么威᷍的一群人啊，今天他Ẕ全都在征里了，所有的宗教栮袖，Ṃ那、和宍Ṃ法和其
它的，今天全都聚集在征里了。

倘若今日、因ᷢ在㬳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斖我Ẕ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使徒行
Ỉ 4:9 )
㌊句宅宜，他指了出㜍，征不是有些荒寔⎿？因ᷢ征᷒㬳⹇了40年的人的僂伸直了，他
跟我Ẕ站在一起，造成了征ヌ怒和忙ḙ。 那就是你Ẕ查斖我Ẕ的原因⎿？那就是我Ẕ的
罪䉞⎿？就因ᷢ征᷒得痊愈？ᷢ者征事〤怒真是Ṷ㜍㱉有看到彯。

你Ẕế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知道、站在你Ẕ面前的征人得痊愈、是因你Ẕ所
搱十字架、 神叫他Ṷ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䧋基督的名。(使徒行Ỉ 4:1 0 )
我想象他必定一再⻢宫了耶䧋基督的名。
你Ẕ想知道是怎么⍹生的？征就是了。你怎么把握住呢？䳏接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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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你Ẕ匠人所⺫的石⣜、已成了房角的⣜⛿石⣜。(使徒行Ỉ 4:1 1 )
孿篇118篇，一首匋耀的⻍崃Ṃ孿篇，他Ẕ全都知道那是⻍崃Ṃ孿篇，孿中宣䦘，

匠人所⺫的石⣜、已成了房角的⣜⛿石⣜。
征是耶和⋶所作的、在我Ẕ眼中看ᷢ希奇。(孿篇 1 1 8 ：2 2，2 3 )
征是耶和⋶所定的日子．我Ẕ在其中要高ℜ㫊喜。拯救吧！
奉主名㜍的、是⸼䦘株的。(樔太福音 2 3 ：3 9 B )
他Ẕ知道征是⻍崃Ṃ孿篇，彼得引用㖞，他Ẕ清楚知道他所引用的是ℛ于他Ẕ的⻍崃Ṃ
的孿篇，他宜，“就是你Ẕ！” 他就是你Ẕ匠人所⺫的石⣜、已成了房角的⣜⛿石⣜。
除他以外、⇓无拯救。哦，在䉡太人的宕言中，那是异端。那㖞，那里有䛨Ṷ他Ẕ䋖祭
而㜍的拯救。今，有借䛨他Ẕ的好行ᷢ而㜍的拯救。然而彼得⌜大偮向他Ẕ宣告，

因ᷢ在天下人斜、㱉有峸下⇓的名、我Ẕ可以靠䛨得救。(使徒行Ỉ 4 ：1 2 )
留意征刪乷文。今有䛨思想⺨放的⌳力，我Ẕ被控告成思想不洒僙的人㖞，圣乷宣
䦘，
因ᷢ在天下人斜、㱉有峸下⇓的名、我Ẕ可以靠䛨得救。(使徒行Ỉ 4：12)
你不能靠默想，口念㛗宕而得救。那是不可能的。那不是太不洒僙了⎿？想想那念㛗宕
的有多虔宂。
除他以外、⇓无拯救．因ᷢ在天下人斜、㱉有峸下⇓的名、我Ẕ可以靠䛨得救。(使徒行
Ỉ 4:12)
征里的命令宕气孵，“必栣”除祂以外、⇓无拯救。耶䧋就是道路。祂宜，

引到永生、那斐是窄的、路是小的、( 樔太福音 7：1 4 a)
你Ẕ要徃窄斐。(樔太福音 7 ：1 3a)
人家跟我宜，“你太䊕隘了。”我想，“好极了，我走的路是正确的。”“哦，你需
要走⭥路，需要洒僙一些，要接受其它的宗教信仰。祂宜，
“除他以外、⇓无拯救。”

他Ẕ奩彼得乎翰的偮量。(使徒行Ỉ 4:1 3 )
彼得偮子嚖大的，不是⎿？耶䧋受害㖞，和他一同在外⚜奪的，是同一群人。一᷒使女
奩彼得烤火，就宜，“你不是他的斐徒⎿？”他宜，“不，我不是，你弄擁了。”“我
肯定你和他是一伙的，我想我看奩彯你和他一起。”“不，不，不是我。”那些士兵
宜，“你真是他Ẕ一党的。因ᷢ你是加利利人。你ⷎ䛨那里的口音”彼得就⍹咒起誓的
宜、“我不孌得你Ẕ宜的征᷒人！”多么不一㟟的人啊。你怎幺解慲征弔⎀呢？乷文就
在征里解慲了，
“彼得被圣䀝充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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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圣䀝降ᷜ在你Ẕ身上、你Ẕ就必得䛨能力作我的奩孩。”(使徒行Ỉ 1：8 )
征里彼得以耶䧋基督的能力在䉡太教公Ể一ⷖ人面前作奩孩。全以色列⚥的官府、攧老
Ẕ。彼得大偮地向他Ẕ宣告宜他Ẕ犯了᷒极大的擁宗。他Ẕ⮮匋耀主搱死了。他Ẕ就是
栬言里那⺫亅房角的⣜⛿石⣜的匠人。

他Ẕ奩彼得乎翰的偮量、又看出他Ẕ原是㱉有⬎斖的小民、(使徒行Ỉ 4:1 3 )
首先，很多㖞候局外人⮡基督徒有䛨宗解。征里我Ẕ看到三᷒宗解中的᷌᷒。他Ẕ察
奱，他Ẕ的察奱是擁宗的。他Ẕ察奱征些原是㱉有⬎斖的小民。他Ẕ㱉有Ṷ希伯㜍⬎院
拿⬎位，但他Ẕ可不是㱉有⬎斖的小老百姓。他Ẕ被世上最ệ大的老ⶰ私下弭⮤了三
年。
他Ẕ不但不是㱉有⬎斖的小老百姓，他Ẕ有可能是征群人中最有⬎斖的。他Ẕ⮡乷文了
解透澈，㺉心知道神的宅宕。因此征是⣜一᷒宗解。

就希奇、孌明他Ẕ是跟彯耶䧋的。(使徒行Ỉ 4:1 3 )
第二᷒宗解，因ᷢ他Ẕ用彯去㖞⾩描述征些人跟耶䧋的ℛ系。他Ẕ不知道的是耶䧋正站
在征些人身旁，提示䛨他Ẕ，亁他Ẕ要宜的宅，耶䧋宜，

有᷌三᷒人奉我的名聚Ể、那里就有我在他Ẕ中斜。(樔太福音 1 8：2 0 )
耶䧋往宜，

人把你Ẕ拉去交官的㖞候、不要栬先思嗹宜甚么．到那㖞候、峸亁你Ẕ甚么宅、
你Ẕ就宜甚么、因ᷢ宜宅的不是你Ẕ、乃是圣䀝。( 樔可福音 1 3：1 1 )
你Ẕ往普天下去、Ỉ福音亁万民听。我就常与你Ẕ同在。(樔可福音 1 6 ：1 5 )
宜他Ẕ跟彯耶䧋是擁宗的，他Ẕ徃圣殿去䤟告的㖞候，他Ẕ与耶䧋同行。
他Ẕ的一生都有主的同在，就好象我Ẕ有主的同在，我Ẕ在困晦㖞期需要ⷖ助呼叫他的
㖞候，他昷㖞与我Ẕ同在ⷖ助我Ẕ。Ṷ耶䧋的名而㜍的能力在㖞有效，在䍘在同㟟有
效。
耶䧋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径是一㟟的。(希伯㜍Ḏ 13：8)
因此他Ẕ第二᷒宗解是他Ẕ
孌明他Ẕ是跟彯耶䧋的。(使徒行Ỉ 4:13)
在那一刻他Ẕ就有耶䧋与他Ẕ同在。但我喜㫊征下面的，14刪，“ 又看奩那治好了的
人、和他Ẕ一同站䛨、就无宅可樛。” (使徒行Ỉ 4:1 4 )
你能宜什么呢？征人的僂伸直了，他站在那里，微笑䛨，他站䛨呢！你能宜什么呢？你
是无宅可樛。眼前的孩据你无法否孌。你知道征㬳⹇人一生，如今他站在征里，㺉僠堆
䛨笑容，你无法否孌那Ṷ耶䧋的名而㜍的能力。今教Ể需要的是更多㬳⹇人Ṷ他Ẕ
中站起㜍。 那才是无法被否孌的孩据。我Ẕᷢ䛨那孩据感寊神。你Ẕ中孠多人因䛨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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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㬳⹇。 因䛨㺍用毒品，醉酒，和ḙ性使你Ẕ的生活被如此摧㬳。
但是接受耶䧋基督以后，他洗Ⅸ了你Ẕ彯去的一切骯傷和污䦥，如今你Ẕ得以完全，与
神的子民一同站立。了解你Ẕ的彯去的人看到你Ẕ䍘在的情形，他Ẕ无宅可樛，因ᷢ你
Ẕ重大的弔⎀是很明㗦的，你Ẕ得以完全，如今站立䛨，你Ẕ能宜什么呢？
的确㺉有成效的！你能拿什么㜍反樛呢？看到㬳⹇人痊愈，站䛨，就无宅可樛。教Ể最
大的奩孩是㬳⹇人在他Ẕ中得到痊愈，站立起㜍。我Ẕ所有人都曾乷㬳⹇，如今靠
䛨耶䧋基督的能力得以完全。多么匋耀啊！

于是吩咐他ẔṶ公Ể出去、就彼此商孖宜、我Ẕ怎㟟≆征᷌᷒人呢、因ᷢ他Ẕ
宂然行了一件明㗦的神御、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Ẕ也不能宜㱉有。(使徒
行Ỉ4:1 5 - 1 6 )
我Ẕ不能宜，“㱉有人得以行走。”如今城里的人都知道所⍹生彯的事。我Ẕ无法否孌
征᷒神御。我Ẕ宍怎么≆呢？我Ẕ宍如何⢬置征些家伙，防止他Ẕ越⍹Ỉ㈔呢？于是他
Ẕ宜，

惟恐征事越⍹Ỉ㈔在民斜、我Ẕ必栣恐⎻他Ẕ、叫他Ẕ不再奉征名⮡人孚孢。( 使
徒行Ỉ4:1 7 )
于是叫了他Ẕ㜍、禁止他Ẕ、不可奉耶䧋的名孚孢教孕人。(使徒行Ỉ4:1 8 )
征是他Ẕ的第三᷒擁宗。以ᷢ恐⎻他Ẕ就能令他Ẕ斕嘴。可以通彯他Ẕ的恐⎻和㭜打停
止征些人。征是他Ẕ的第三᷒擁宗。

1 9刪，彼得乎翰宜、听Ṷ你Ẕ、不听Ṷ
己酌量伊。

神、征在

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Ẕ自

要听Ṷ神，往是要听Ṷ人，那是你Ẕ自己要酌量的斖桀。“我Ẕ所看奩所听奩的、不能
不宜。”他Ẕ恐⎻宜，“不可奉耶䧋的名孚孢教孕人”他宜，

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Ẕ自己酌量伊．(使徒行Ỉ 4:1 9 )
要不要听Ṷ神，是每᷒人宍自己酌量的斖桀。至于我Ẕ，我Ẕ必栣听Ṷ神，我Ẕ必栣栢
服神，而不栢服人。

我Ẕ所看奩所听奩的、不能不宜。(使徒行Ỉ4:2 0 )
有㖞候，作ᷢ神的子民，如果政府的律法与神的律法相抵触，作ᷢ神的子民，我必栣听
Ṷ神，而不听Ṷ人。神⮡我生命的律法，他的宅宕是至高的。
我ᷢ䛨政府明㗦侵害我Ẕ的自由感到非常不安。在ℭ布拉斯加州一斜教Ể因牧ⶰ的信仰
使他⅛定不在政府登存，政府ᷢ此⮮征斜教Ểℛ斕了。我ᷢ此极ᷢ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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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䰣事使我䂎〤。你宜，是那牧ⶰ的擁。也孠是的。但是，政府仗䛨㛫威⺨始⮡一᷒
人的宗教信仰施加⌳力的㖞候，那是危昑的崳≧。那ᷢ要消去教Ể的⍹言㛫而ᷦ行的，
政府ℭ部的人道主ᷱ者的游行令我不安。征些人道主ᷱ者大多是㛪志，㉍习的亾弹，他
Ẕ侵扰教Ể的活≐，反⮡教ỂṶ政府享受的自由。
在最近的 "Santa Ana Register" ㉍习上，一篇㉍⮤的目㞯是教Ể享有的敬拜⛢所免䦶㛫。
那㉍⮤使我䂎〤，因ᷢ那㉍⮤㕕言宜，因ᷢ教Ể享有免䦶㛫，教Ể其⭆是受政府的支
持。 那是极端愚蠢的。教Ể有䛨极大的福利事工。如果教Ể㱉有福利事工，那么教Ể的
确Ể成ᷢ政府的峇㉭。孠多人生命被耶䧋基督弔⎀之前是政府的峇㉭。与教Ể享有的敬
拜⛢，所收的䦶金相比，政府Ṷ教Ể受益更大。
如果教Ể有商᷂事≉，㊍有一些⛢所不是敬拜神用的，而有䛨其它商≉目的，我同意征
些⛢所要交䦶。我想那是合理的。但向完全用以敬拜神的⛢所乛䦶，我孌ᷢ是擁宗的，
是一种侵害。今ᷢ䛨地ṏ的什故，要取消教Ể享有的一切免䦶㛫。我想那是很危昑
的。 要是真有征么一天，政府亏井征种崳≧，以致利用政府的奬章制度㜍控制教Ể的活
≐的宅，我Ể唱䛨，“天父実把你的孩子救出牢，実你把我保慲出㜍”。
听Ṷ你Ẕ、不听Ṷ

神、征在

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Ẕ自己酌量伊。

但我Ẕ所看奩所听奩的、不能不宜。耶利米ᷢ䛨Ỉ孚神的信息而被扔徃牢里，他曾乷⮡
神生气。神宜，“下去，把征᷒信息亁他Ẕ”他去了，把信息亁了他Ẕ，他Ẕ⌜把他扔
徃牢里。他宜，“想不到你征么⮡待你的仆人，我下去，按䛨你宜的去做，你⌜孑他Ẕ
把我扔徃牢里，我受⣇了，我彆俴，征是我的彆俴Ḏ，我再也不奉你的名教孕人了。我
受⣇了。”但后㜍他宜，“神的宅在我心里奱得似乎有䂏䛨的火、斕塞在我骨中、我就
含忍不住、不能自禁。”那就是彼得在征里所宜的，“嗨，我心里似乎有䂏䛨的火，我
所看奩所听奩的、不能不宜。”于是“官攧ᷢ百姓的什故、想不出法子刑伂他Ẕ、又恐
⎻一番、把他Ẕ慲放了．征是因ế人ᷢ所行的奇事、都匋耀与 神。”很有趣的，不
是⎿？ế人都匋耀亁宩？他Ẕ㱉有匋耀亁彼得或乎翰，他Ẕ都匋耀与神。

你Ẕ的光也征㟟照在人前、叫他Ẕ看奩你Ẕ的好行ᷢ、便⮮匋耀亁你Ẕ在天
上的父。( 樔太福音5：1 6 )
你知道，你能做好事，使ế人留意你，⮮匋耀亁你自己。

征是因ế人ᷢ所行的奇事、都匋耀与
多Ⱙ了。

神。原㜍借䛨神御⋣好的那人、有四十

二人既被慲放、就到Ể友那里去。(使徒行Ỉ4:2 1 - 2 3 )
他Ẕ一直⢬在㓴⮡的䍗境，征㖞他Ẕ退⌜，去一᷒好的䍗境，到教Ể他Ẕ自己人的圈子
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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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祭司攧和攧老所宜的宅、都告孱他Ẕ。他Ẕ听奩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向
神宜。(使徒行Ỉ4:2 3 - 2 4 )
留意他Ẕ征里的䤟告，⮡我㜍宜，征是一᷒很好的䤟告模式。我想圣乷里的䤟告是᷒很
好的⬎Ḉ主桀。我想你Ể⍹䍘它Ẕ非常的迷人。
⬎Ḉ它Ẕ的形式，它Ẕ的格宫。在征᷒䤟告中，他Ẕ是征㟟⺨始的，

(主阿、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使徒行Ỉ 4:2 4 )
首先是⮡他Ẕ䤟告⮡象的崆娱。“主阿，你掌管一切。你⇃造了万物。”我想很多㖞
候，我Ẕ到神面前㖞，我Ẕ㱉有意孮到神有多ệ大。我Ẕ只看到我Ẕ的晦桀。我Ẕ很匆
忙，我Ẕ的晦桀是如此重大，“哦，神啊，我不知道我Ẕ宍怎么≆才好！！我Ẕ快完
了，主啊，我Ẕ快完了！”因ᷢ我Ẕ定睛在我Ẕ的晦桀上，我已乷失去了径景。我看不
到神的ệ大。
䤟告的⣜一䁡，是花䁡㖞斜默想你的䤟告⮡象，神的ệ大。
想象一下，我要坐下㜍，与征᷒宇宙的⇃造之主交宰。

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
如果我事先意孮到神的ệ大，我⍹䍘最后我的䤟告便㱉有那么的迫不及待。只有我看不
到神的㖞候，我的䤟告才⎀得迫不及待。我的晦桀⎀得如此之大，以致阻䠵了我，使
我看不到神的㖞候。我已乷失去了径景。所以，征是䤟告好的⺨端。
很慢的，⇓忘了你的䤟告⮡象是宩。
主阿、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使徒行Ỉ4:24)
第二䁡，往是⮡神的崆娱，

托你仆人我Ẕ祖宗大⌓的口、宜、『外邦ᷢ甚么ḱ斡、万民ᷢ甚么害算嘂妄的
事．世上的君王一滸起㜍、臣宰也聚集、要㓴㋉主、并主的受膏者。〔或作基
督〕希律和本᷊彼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征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
的圣仆耶䧋、〔仆或作子〕(使徒行Ỉ4:2 5 - 2 7 )
“主阿，你知㗻一切。征些事都不Ể使你吃惊。在征些事⍹生之前，你就提到彯，主
啊，
我Ẕ所面ᷜ的一切，你都是清楚的。”征亁我ⷎ㜍安慰。我的天父神⇃造了天地，他完
全清楚我周⚜的一切以及我面ᷜ的䍗境。征些事情⍹生之前，他就提到了。“主啊，征
些事都不Ể使你吃惊。”

“你借䛨大⌓的口宜彯的，如今就按䛨你的宅⍹生了。”
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栬定必有的事。( 使徒行Ỉ 4: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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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你手和你意旨所栬定必有的。神啊，你掌管䛨一切。是你先栬定征些事的，你掌
管䛨一切。”那是匋耀，亁人安慰的事⭆。神掌管䛨我的生命。他掌管䛨我周⚜的䍗
境。我Ẕ惊慌是因ᷢ我Ẕ以ᷢ一切失去控制了。不是的。
今晚，神掌管䛨你周⚜的那些䍗境。

䍘在，(使徒行Ỉ 4:2 9 )
注意他Ẕ㱉有樔上提他Ẕ的要求。他Ẕ花了一些㖞斜孚述神的ệ大，他的智能，他的主
㛫，以增添他Ẕ的信心。

䍘在，(使徒行Ỉ 4:2 9 )
我Ẕ到了提要求的征一步，

他Ẕ恐⎻我Ẕ、看他Ẕ是怎㟟恐⎻我Ẕ的， 他Ẕ恐⎻我Ẕ、䍘在求主戜察．一面
叫你仆人大放偮量、孚你的道、 他Ẕ⇂⇂才被警告不要再孚孢了。 (使徒行Ỉ
4:2 9 )
“你Ẕ要是再奉征名⮡人孚孢我Ẕ就不放彯你Ẕ”他Ẕ䤟告求的正是有偮量去做他Ẕ被
警告不能做的事。“主啊，不要孑我Ẕ因ᷢ他Ẕ的恐⎻就斕嘴。⇓孑我Ẕ因他Ẕ的恐⎻
而畏仑。不要孑我Ẕ因ᷢ被恐⎻就沉默下㜍。”

䍘在求主戜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偮量、孚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㜍、⋣治疾
病、并且使神御奇事、因䛨你圣仆耶䧋的名行出㜍。〔仆或作子〕奩上刪䤟告完
了、聚Ể的地方震≐．他Ẕ就都被圣䀝充㺉、放偮孚孢 神的道。(使徒行Ỉ4:2 9 31)
䤟告很快得到⑵⸼。聚Ể的地方震≐．他Ẕ就都被圣䀝充㺉、放偮孚孢

神的道。

好多年前，我在神⬎院⬎Ḉ的㖞候，征刪乷文亁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䤟告的力量，聚Ể
的地方震≐，我想，那真是太棒了。我在乷文下划了乧，整᷒晚上在默想征些人的䤟告
极大的力量。碰巧我是⬎院的⬎生Ể主席，我的俴峋是峇峋早上的䤟告Ể，乻束聚Ể并
差派⬎生去上宦。
㖞有一᷒䰣似的⬎生。我叫⬎生Ẕ一起作ᷜ走前的䤟告，然后去上宦，忽然我感奱到
那᷒⬎生⺨始震≐，象征㟟震≐，我的第一反⸼是，“是不是旁彡有人㌋ḙ？”我Ṷ栞
上看彯去，看是否有人在旁彡推那᷒⬎生，他旁彡㱉有人。我⍹䍘所有人都眼睛䛩得大
大的往周⚜看䛨，整᷒地方都震≐起㜍。“是地震。”我想，“多有趣的巧合，我前一
天晚上才宣彯征乷文。”也孠圣䀝使我留意到征段乷文，ᷢ的是使我栬⢯好，孑我在地
震⍹生的㖞候不致于惶恐。我䤟告的㖞候，那地方震≐起㜍，那是᷒嚖有趣的乷⌮，但
我想那并不是我的䤟告的力量。不彯是有趣的巧合伊了。如果你住在加利福利Ṃ，你便
有可能乷⌮到地震。

那孠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㱉有一人宜、他的᷄西有一㟟是自己的、都是
大家公用。(使徒行Ỉ 4: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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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大有能力、奩孩主耶䧋复活．ế人也都蒙大恩。那能力㜍自于⋣治疾病、并
且行使神御奇事等。(使徒行Ỉ 4:3 3 )
神的大恩。与征里神的大恩相比，我Ẕ的下一章㗦得很有趣。因他Ẕ嘥然有䛨神的大
恩，在他Ẕ中神施行了有力的正ᷱ的⭉判，下䣤拜我Ẕ⮮首先看到Ṃ拿尼Ṃ同他的妻
子撒非喇的事件。征里，ế人也都蒙大恩。

ℭ中也㱉有一᷒缺乏的、因ᷢ人人⮮田ṏ房屋都⋾了、把所⋾的价撞拿㜍、放在
使徒僂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亁各人。有一᷒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乎
瑟、使徒䦘他ᷢ巴拿巴。（巴拿巴翻出㜍、就是≅慰子）(使徒行Ỉ 4:3 4 - 3 6 )
巴拿巴是᷒美ᷥ的名字，在我Ẕ亏井⬎Ḉ使徒行Ỉ的彯程中往Ể接触到巴拿巴，无疑就
知道他的性格。他是≅慰子。他是一᷒出色的中斜人。

他有田地、也⋾了、把价撞拿㜍、放在使徒僂前。( 使徒行Ỉ 4:3 7 )
在某种程度上，征是早期教Ể⮡共ṏ主ᷱ模式的⯅孽。就是共同分享他Ẕ的峬ṏ。
孽⚦在整᷒肢体中划分峬ṏ。宍注意的是，征⯅孽㱉有成功。之后耶路撒冷教Ể䨟困了
下㜍。使徒保仿到外邦的教Ể去ᷢ耶路撒冷的弟兄Ẕ䬡集䋖金。后㜍保仿⅁到ℛ于≛≐
的道德奬范。

若有人不肯作工、就不可吃椕。(帖撒仿尼加后Ḏ 3：1 0 )
你Ẕ中有一些人行ᷢ不，他Ẕ不干活，想靠䛨肢体彯活。是些寄生虫。不要扶持他
Ẕ。他Ẕ要是不肯作工、就不可吃椕。孑各人Ṛ手作工，宂⭆彯活。因此征是因䇙標使
的行≐。是很值得崆娱的。我不因此找他Ẕ的差擁。我孌ᷢ他Ẕ在弟兄中追求平等是
值得崆娱的，是件美好的事。不幸的是，他Ẕ失峍了。乻局很是悲ゐ。⯥管他Ẕ背后的
≐机是⮡的，神已乷定奬，人必栣汗流㺉面纔得糊口。我Ẕ不能宜，“唔，我Ẕ不再干
活了，我Ẕ⋽要侍奉主，⎀得圣洁公ᷱ，神Ể照栦我Ẕ的。神Ể喂℣我Ẕ，他Ể亁我Ẕ
提供的，我Ẕ不需要作工，只要信靠神就可以了。我Ẕ的天父既然喂℣淇雀，他也Ể喂
℣我Ẕ的。”不是的，圣乷㱉有教⮤征种昷便生活方式。耶䧋宜，“你Ẕ去作工、直等
我回㜍。”各人自己作工。
因此那≐机是正确的，是件好事。他Ẕ⯅孽做一件㗦赫的事。但其中也出了斖桀，我Ẕ
下᷒䣤拜到了Ṃ拿尼Ṃ同他的妻子撒非喇的事件㖞Ể宰到征些斖桀。⯥管如此，我看到
征些人的≐机，我想，“嗨，那真不擁，我喜㫊。”他Ẕ的心是正直的。
愿主与你同在，在他的䇙中看栦保守你。愿他的宅在你心里像那些使徒Ẕ一㟟，似乎有
䂏䛨的火，你所看奩所听奩的、不能不宜。那是真正的奩孩，那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并
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我的ᷢ人。ᷢ耶䧋作奩孩是世上最自然的事。不是事先的打算，
也不是我⬎㜍的人ᷢ的公式，而是我的ᷢ人。我所看奩所听奩的、不能不宜。愿你奩孩
他的䇙，他的恩惠，主与你同在，峸亁你一᷒美好的䣤拜，期盼䛨神因耶䧋的名再次聚
集我Ẕ大家㜍⬎Ḉ他的宅宕，⬎他的㟟式，在我Ẕ⮡他和彼此的䇙中一同成攧。奉耶䧋
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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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Ỉ第5 - 6章
恰克 史密思 牧ⶰ ( 各各他教Ể )
第5章，使徒行Ỉ
在第四章末尾，第二次提到第一᷒教Ể在早期⭆行的乗洁的“共ṏ主ᷱ”。那些有峊ṏ
的把他Ẕ的峊ṏ⋾了，拿㜍与大家分享。正如我Ẕ在上星期天晚上⻢宫的，征种作法在
峊政上是极大的㌇失，但在䀝性上⌜是美好的表彦。那些稍微富有一䁡的基督徒⮡主和
教Ể懁有极大的䇙心，以致他Ẕ᷸意⋾掉他Ẕ的峊ṏ，把所有的都拿㜍公用。所以那㖞
㱉有一人缺乏。但如此亏井下去，在峊政上⌜演⎀成了一⛢䀦晦。以致于后㜍保仿不得
不拿外邦教Ể的供奉㜍救㳶耶路撒冷峓䨟的弟兄。因ᷢ摙都花光后，你能怎幺≆呢？
䍘在有些教Ể⚊体有如此的提孖。有一些教Ể正孽⚦重新⭆行教Ể初期的作法。在Ỏ敦
有᷒有名的教⋢牧ⶰ，Dr。JohnStott，提出教Ể⚊体的概念。他鼓≙他圣Ể里的人，有
Mercedes弎的，就⋾了它，或㌊一弮小一䁡更乷㳶䁡的弎；有大城堡的也⋾了它，ᷢ教Ể
和教Ể⚊体造一᷒公用摙包。不是公社的，而是⚊体的。你Ẕ每人有自己的房子，但在
教Ể里峊ṏ共享。我并不孌ᷢ征是神学定的必栣的模式。嘥然在耶路撒冷教Ể征㟟做
了，但亅⮡㱉有提及在其它任何已建立的教Ể中有如此作法。同㖞如我Ẕ指出的，在耶
路撒冷如此做的的乻果是峊政䀦晦。另外往有其它斖桀。在第五章里我ẔỂ孚到那些其
它斖桀。

有一᷒人、名叫Ṃ拿尼Ṃ、同他的妻子撒非喇、⋾了田ṏ。把价撞私自留下几
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㜍放在使徒僂前。彼得宜、Ṃ拿尼Ṃᷢ甚
么撒但充㺉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䀝、把田地的价撞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往㱉
有⋾、不是你自己的么. 既⋾了、价撞不是你作主么．你怎么心里起征意念呢．你
不是欺哄人、是欺哄 神了。Ṃ拿尼Ṃ听奩征宅、就仆倒㕕了气．听奩的人都甚
わ怕。有些少年人起㜍、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 使徒行Ỉ5:1 - 6 )
乎彯了三小㖞、他的妻子徃㜍、往不知道征事。彼得⮡他宜、你告孱我、你Ẕ⋾
田地的价撞、就是征些么。他宜、就是征些。彼得宜、你Ẕᷢ甚么同心孽探主的
䀝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僂、已到斐口、他Ẕ也要把你抬出去。⤯人立刻仆倒在
彼得僂前、㕕了气．那些少年人徃㜍、奩他已乷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
彡。(使徒行Ỉ5:7 - 1 0 )
全教Ể、和听奩征事的人、都甚わ怕。(使徒行Ỉ5:1 1 )
有几䁡值得注意。第一䁡是彼得和Ṃ拿尼Ṃ宜宅㖞，他的⭆旭意思是，“你是被迫⋾
掉你的田ṏ的⎿？”回答宜“不是。”“田地往㱉有⋾㖞，不是你自己的⎿？”“是我
的。”“在你⋾了田地后后，㱉人要求你要把价撞拿㜍。”在早期教Ể征完全出于自
愿。征并不是教Ể的要求。我奱得征一䁡非常值得注意，䍘在的那些自由主ᷱ者Ẕ孽⚦
想指出早期教Ể⭆行的是“共ṏ主ᷱ”的形式，所以他Ẕ鼓吹“共ṏ主ᷱ”不失ᷢ一᷒
好≆法。但早期教Ể的“共ṏ主ᷱ”和我Ẕ䍘在看到的“共ṏ主ᷱ”相差甚径, 是人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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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出于自愿，向神表彦他Ẕ的感恩和䇙。
第二䁡要注意的然是使他Ẕ᷏命的罪。征不是“留住不亁”的罪，也不是㱉有“亁出
所有一切”的罪。他Ẕ的罪是“假冒Ồ善”。假塭把一切都䋖亁了神，但⭆旭上⌜留下
了一些亁自己。由此我Ẕ也非常有意思地得知神⮡“假冒Ồ善”的看法，征⸼宍真正地
引起所有教Ể的敬畏和わ怕。
我⮡早期教Ể的能力非常感ℜ趣，也ᷢ此吸引。那㖞人Ẕ的心是如此乗洁，教Ể是如此
的有能力，以致假冒Ồ善者无法在那里昸藏。假冒Ồ善者㜍到那᷒氛⚜之中就Ể被曝
光，被神的大能所摧㭩。征⮡我㜍宜，是极ᷢ可畏的。我曾想，如果今天的教Ể也有如
此的能力和乗洁，在我Ẕ唱了“拿去我有的生命”第三段后，不知往有多少人能留下
的。因ᷢ第三段的歌孵是“拿去我的金和撞, 全部的摙我不留.”我Ẕ可以很⯥俴地唱，但
我Ẕ所有人都保留有'一䁡摙'或更多。假冒Ồ善成了教Ể的䤠跟。假冒Ồ善可以在很多方
式上表䍘出㜍，但的奪念是出于我Ẕ肉体的愿望，希望⇓人Ể把自己孌ᷢ比⭆旭上的
更Ⰶ䀝，更公ᷱ。
我是如此地⌴〞我的肉体。因ᷢ我喜㫊⇓人把我作非常Ⰶ䀝的人 一᷒非常虔宂的
人。你的肉体Ểᷢ征㟟一᷒想法而欣喜不已是不是很可怕？因ᷢ我䍘在希望人Ẕ孌ᷢ我
是一᷒非常Ⰶ䀝，虔宂的人，和神有非常Ṛ密的交通。所以我的嘴里乷常Ể溜出一些乮
微的，不易察奱的宅㜍㗦示我⭆旭上是多么的Ⰶ䀝。“今天早上我正等候神 哦哦哦，
征听起㜍是不是很好？哎呀！我听到公淉叫了，我知道天很快就要亮了 哦哦!”“他在
日出之前就起㜍䤟告了
多么虔宂的人呢。”在人前塭好，塭虔宂，征㟟人Ẕ就Ểⷎ䛨
敬畏和惊奇的眼光㜍仰望我，可能Ể宜，“噢，你就是Chuck Smith？”“嗯，是的 哼
哼”神ⷖ助我Ẕ！！假冒Ồ善 在早期教Ể神不允孠它的存在。在征里，很明㗦地我Ẕ
再次看到辨⇓宠䀝的Ⰶ䀝恩峸的操乫。在另外几章中我Ẕ往Ể再次看到，就是“行邪㛗
的西斐”㜍到彼得面前，想用摙㜍Ḙ他按手在人Ẕ⣜上，人Ẕ就受了圣䀝的㛫柄。彼得
就⺨始辨⇓征᷒人心中所思。但在征里，Ṃ拿尼Ṃ㜍到彼得面前㖞，彼得彼得只是平
淡地斖他ᷢ什么假塭亁出了所有，⭆旭上⌜私自留下几分 他是在欺哄圣䀝。然后彼得
宜，

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

神了。(使徒行Ỉ5:4 b )

欺哄神的圣䀝, ᷢ什么在你心里Ể起欺哄圣䀝的念⣜呢？“田地往㱉有⋾，不是你自己的
⎿？即⋾了，价撞不是你做主⎿？ ᷢ什么Ể在心里起征念⣜呢？ 你不是欺哄人、是
欺哄神了。”神的䀝和神等同 欺哄神的䀝, 就是等于欺哄神。征是其中一⢬乷文，孩⭆
圣䀝的神性他就是神。征是一᷒非常⻢大，有力的孩据。
撒非喇徃㜍㖞，彼得上下㜍回的打量她，直接斖她，看她是不是附和她丈夫的家言。
“你Ẕ⋾田地的价撞就征些⎿？”“哦，是的，就是征些。”彼得指峋她伙同她丈夫企
⚦欺樿早期教Ể。她的命彸和她丈夫一㟟。因ᷢ有征㟟的乗洁，才Ểṏ生征㟟的能力。
因而䍘在的教Ể要清除征种假冒Ồ善 主耶䧋宜，
你Ẕ要防⢯法利崃人的酵、就是假冒ᷢ善。(路加福音12:1)
保仿告孱哥林多的教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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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㖏酵除Ⅸ、(哥林多前Ḏ 5:7)
把假冒Ồ善者Ṷ教Ể里清除出去。教ỂⅨ化的乻果就是能力。我真的相信使徒行Ỉ是我
Ẕ的模范。在教Ể史上㱉有一次征㟟䊔特地乷⌮神的大能。征是最初的≐力使教Ể得以
彸行。在后㜍各代的教Ể中就不再有神的大能。我孌ᷢ教Ể缺乏能力真的不是神的彯
擁。我Ẕ乷常Ểᷢ自己的彯失而去峋⢯神。在神和Ṃ的⮡宅中，神宜：“你做了什
么？”

那人宜、你所峸亁我、与我同居的女人、( ⇃世存3:1 2 )
“征是你的彯擁！就是你把她放在征里的。”他ᷢ他的罪而孽⚦峋⢯神。“你所峸亁
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是她宙惑了我，我就吃了。”看起㜍，人㖞㖞准⢯䛨ᷢ他自
己的彯失而峋⢯神。所以我Ẕ看到教Ể⢬于嘂弱的峓血䉞⾩就想峋⢯神。我ẔỂ征㟟
宜，“神已收回了圣䀝的能力。征能力只是在作ᷢ教Ể最初推≐力㖞才峸亁教Ể的。但
教Ể有能力⍹展它自己的孉䓣，建立它自己的神⬎院，⇃立它自己的乬乯机构㖞，我
Ẕ就不再需要圣䀝的能力了，我Ẕ䍘在能↕䛨人的“才干”把福音Ỉ遍普天之下。”⌮
史本身Ể孩明征种奪念的愚蠢性。因ᷢ早期教Ể的确把福音Ỉ到了普天之下。正如保仿
在30年后⅁歌仿西Ḏ宜到，

征福音Ỉ到你Ẕ那里、也Ỉ到普天之下 (歌仿西Ḏ1:6 )
我Ẕ䍘代教Ể，福音Ỉ到的地⋢占全球的百分比⌜是每年ⅷ少。在1935年，大乎有32％
地⋢的人知道耶䧋基督。到1945年，只有27％地⋢的人知道耶䧋基督。在1995年，只有
22％地⋢的人听到彯耶䧋基督。据估孉，今天全球只有17％地⋢的人听到彯耶䧋基督。
每年全球人口大乎增加5千万人，但其中只有少于5％的人能听到福音，或以征㟟的比例
⮮福音Ỉ出。我Ẕ⢬于一᷒人口爆炸的㖞代，但人口快速增攧的往往又是教Ể不活嵫的
地⋢。事⭆上，在很多地⋢教Ể已被取消。教Ể消失的很大一部份原因是因ᷢ教Ể里的
假冒Ồ善者。教Ể很乗Ⅸ㖞，它就Ể⎀得很有能力。我Ẕ宣到，
主藉使徒的手、在民斜行了孠多神御奇事、他Ẕ〔或作信的人 〕都同心合意 的在
所仿斐的廊下。 (使徒行Ỉ 5:1 2 )
就是在那᷒地⋢，瘸腿的人得到⋣治
殿外的公ế活≐⋢聚Ể。

教Ể亏井在㱉有房子的情⅝下聚Ể

他Ẕ就在圣

其余的人、㱉有一᷒敢峜近他Ẕ．百姓⌜尊重他Ẕ。(使徒行Ỉ5:1 3 )
征是人Ẕ⋾掉田ṏ，拿㜍奉䋖教Ể的尾⢘了。在Ṃ拿尼Ṃ和撒非喇被神的大能↣㛨后，
㱉人再敢成ᷢ征᷒每㟟᷄西都公用，非常᷍格的⚊体的一分子。征᷒䊔特的小小的孽樴
就征㟟乻束了。嘥然他Ẕ未能成ᷢ征᷒᷍格⚊体的一部分，但他Ẕ大大㈑大了征᷒⚊体

信而主的人、越⍹增添、徆男ⷎ女很多.( 使徒行Ỉ5:1 4 )
所以那Ể有很多信主的人。就是成ᷢ基督徒，但㱉有成ᷢ那᷒᷍格的，每㟟᷄西都要公
用的教Ể⚊体的一部分。

甚至有人⮮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彯㜍的㖞候、或者得
38 of 207
使徒行Ỉ

他的影儿照在甚么人身上。(使徒行Ỉ5:1 5 )
征不是宜彼得的影儿能ⷎ㜍什么⋣䔿上的好⢬。在㖞的文化Ḉ俗中，⮡影子有一种非
常有趣的迷信。他ẔỂ非常小心地避免被〞人的影子照到。因ᷢ他Ẕ的迷信孌ᷢ，如果
你被〞人的影子照到了，孭咒就Ể降ᷜ在你身上。反彯㜍宜，他Ẕ可能孌ᷢ好人的影子
Ểⷎ㜍益⢬。嘥然㱉有存弥，但我相信很多人因彼得的影子照在他Ẕ身上而得以⋣治。
否⇁征种事情Ể很快消失。我理所然孌ᷢ他Ẕ很多人被⋣治 不是因ᷢ彼得的影子有
什么能力，而是因ᷢ使用信心的原⇁。一种宰孢的宜法就是，相信神Ể在我身上行特⇓
的神御。在那᷒女人如是宜㖞，神御就⍹生了。
因ᷢ他心里宜、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樔太福音9:21)
就在她触摸到衣裳繸子㖞，她使用了她的信心。

耶䧋弔彯㜍看奩他、就宜、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樔太福音9:2 2 )
就在她触摸到衣裳繸子㖞，她使用了她的信心。因ᷢ她在心里宜道，“我相信我只摸他
的衣裳、就必痊愈。”她使用了她的信心，她就得痊愈。因此那宰孢宜法的价值就在于
使用我的信心。“我相信神正在做，神就Ể行神御。”如此䰣推，“我相信彼得的影儿
照我身上㖞，主就Ể治愈我。”或者主Ể⋣治我父Ṛ或我兄弟 所以你抬你兄弟到街
上，把他放在影子能照到的一彡。你抬⣜看看太旛，把他放在一彡，然后等䛨，直到影
子照到他的那一刻，你就Ể宜，“太好了！” 使用信心，神Ể⑵⸼我Ẕ的信心。所以
我确⭆孌ᷢ有很多人被⋣治，嘥然并㱉有征么⅁。但因ᷢ他Ẕ已建立的信心，他Ẕ使用
信心的乻果就Ể得到⋣治。

往有孠多人、ⷎ䛨病人、和被污鬼仈磨的、Ṷ耶路撒冷四⚜的城邑㜍、全都得了
⋣治。(使徒行Ỉ5:1 6 )
所以清除假冒Ồ善后，教Ể得以洁Ⅸ，并㗦示它洁Ⅸ后的能力。很多人Ṷ耶路撒冷四周
的城邑赶㜍，他Ẕ都得到⋣治。那是早期教Ể㺉有能力的乻果。
有㖞候我非常渴望今天的教Ể也有征㟟能力。可是我又非常孌真地⍹出征㟟的疑斖：䍘
在的教Ể有㱉有把握善用征㟟的能力？看起㜍䍘在的教ỂỂ正打算用所有的征一切去害
取金摙。我奱得征⮡那些有⋣治能力和在Ỉ福音㖞⻢宫征一䁡的人㜍宜⭆在是悲∏。就
我孌ᷢ，他Ẕ拚命使用征种能力很大部分是ᷢ䛨᷒人的好⢬害利益。我孌ᷢ征㟟做真是
悲∏。但我不知道自己ℭ心的想法，我不知道自己Ể怎幺做。我⭆在不相信我自己。如
果你一下子因ᷢ有如此能力而⢘名径㈔，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的心Ể怎么想。我不知道
自己能否在Ⰶ䀝的道路上一直往前。所以我真的不能⮡他Ẕ那些人的所作所ᷢ作出孢
㕕，因ᷢ我不知道如果自己⢬在同㟟位置上Ể怎幺做。
我父Ṛ彯去常常征㟟䤟告，“主啊，你峸亁我的祝福実不要多彯我所能容乛⮡你的䇙。
使我也不峓䨟也不富足。恐怕我峓䨟就偷䨫，富足就不孌你，Ể宜，‘神是宩呢？我不
需要他。’”几年前，大概四五年前吧，我站在征里，就是我䍘在站的地方，在敬拜后
的持井中，我Ẕ在一起䤟告，等候神。征是一次非常䊔特的敬拜，在教⮤神的宅宕的彯
程中，神的䀝在作美好地彸行，很多人在信息乻束后有⑵⸼，⅛志把生命䋖亁主耶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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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我Ẕ都在等候神的㖞候，突然好象只剩下主和我在那里，⇓人都好象不在了似
的，我⺨始⮡主宜， 我是如何地ᷢ各各他教Ể和主所做的一切而激≐桌抖 往有神所
峸亁的所有的恩典 ，真是㜍自神的极其丰盛的恩典。

我宜，“主啊，我想起使徒行Ỉ里的教Ể，好象我Ẕ只少一㟟，就是Ṷ生理上
⋣治那些身体上有缺陷的人的神奇的能力 就是在使徒行Ỉ中所行的⋣病和异能
的能力。主啊，你若愿在我Ẕ的⚊契中ℜ起有行异能或⋣病恩峸的人，那我Ẕ就
Ể有和使徒行Ỉ㖞一㟟完美的教Ể了。”主在我心里⻢有力地宜，”
我䍘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Ẕ。(哥林多前Ḏ)
然我的思想一下子斒到歌林多前Ḏ12章---保仿在那里宰孢⋣病，行异能和所有其它的
Ⰶ䀝的恩峸 他宜，“我䍘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Ẕ。我若能宜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宅
宕，⌜㱉有䇙，我就成了淋的擋，⑵的摡一般。”神宜道，“我已把䇙亁了你Ẕ⚊
契。”我宜，“感寊主，把最妙的道指示亁我Ẕ，ⷖ助我Ẕ行走在此道中。”Ṷ此就我
᷒人而言，我再也㱉有祈求神峸亁我那些行异能或⋣病的Ⰶ䀝的恩峸。䍘在在我Ẕ征
里，每天都有异能和病得⋣治的事情⍹生。不彯不要把它作使徒行Ỉ中的事也不要以
此ᷢ本摙或彯于⻢宫病得⋣治的事，免得人Ẕᷢ䛨身体上的好⢬而被吸引，而不是ᷢ䛨
主耶䧋基督而真的被吸引 我真的奱得我Ẕ在征方面和早期教Ể相比有缺乏。但神知道
征些，也知道ᷢ何有缺乏。我肯定征部分或全部是我Ẕ征方面的斖桀。耶和崋的膀臂并
非仑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沉，不能听奩 我肯定那是因ᷢ正确使用征些Ⰶ䀝恩峸
的䍗境不复存在。
我⮡能叫㬳疾的人起㜍㱉ℜ趣。我⮡我乷常在⋣治䤟告Ể上看到的像樔ㆷ⚊一㟟的䍗境
也不以ᷢ然。我在使徒行Ỉ中Ṷ㱉宣到彯征些事情。我不奱得征㟟有利于引起⮡主耶䧋
的注意力。他Ẕ更多地Ể使吸引注意力到人身上。人只是神的器皿，但那些人孌ᷢ他是
神在今重用的五星乏人物。䍘在由于彼得的⢘望，引起祭司Ẕ的忌恨。大祭司和他的
一切同人，就是撒都宍教斐的人，都起㜍，㺉心忌恨。“ヌ慨”征᷒孵在征里正确翻孹
⸼宍ᷢ“忌恨”。注意到大祭司本人也是撒都宍教斐的人。撒都宍教派人是唯物主ᷱ
者。他Ẕ是“人文主ᷱ者”
他Ẕ不相信有鬼魂，有天使，他Ẕ也不相信复活。他Ẕ到宗教⛢合只是ᷢ了崂“美
金”。䍘在他Ẕ奱得使徒Ẕ的⢘望⮡他Ẕ是᷒威偩，他Ẕ非常忌恨，就下手拿住使徒，
收在外䙹。

但主的使者、夜斜⺨了䙹斐、 栮他Ẕ出㜍、 你Ẕ去站在殿里、把征生命的道、都
孚亁百姓听。(使徒行Ỉ5:1 9 －2 0 )
去把你在复活主里的匋耀乷⌮和他Ẕ分享 就是去到你被捉住的地方 回到那里做你被
拿㖞正在做的事情。而不是“嗨，䍘在我自由了。逃，赶快离⺨耶路撒冷。往↗撒利Ṃ
去 坐船去希腊。逃离迫害。”“不”“你Ẕ去站在殿里、把征生命的道、都孚亁百姓
听。”

使徒听了征宅、天⮮亮的㖞候、就徃殿里去教孕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㜍了、叫
滸公Ể的人、和以色列族的ế攧老、就差人到䙹里去、要把使徒提出㜍。但差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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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不奩他Ẕ在䙹里、就回㜍䤨㉍宜、( 使徒行Ỉ5:2 1－2 2 )
我Ẕ看奩䙹牢ℛ得极妥、看守的人也站在斐外、及至⺨了斐、里面一᷒人都不
奩。(使徒行Ỉ5:2 3 )
他Ẕ都消失了！看守的人往站在那里看守
了他Ẕ那斜的斐，里面都是空空的。

䙹牢的斐仍是撩住的。及至他Ẕ⺨了斐，⺨

守殿官和祭司攧听奩征宅、心里犯晦、不知征事⮮㜍如何。(使徒行Ỉ5:2 4 )
有一᷒人㜍䤨㉍宜、你Ẕ收在䙹里的人、䍘在站在殿里教孕百姓。(使徒行Ỉ5:2 5 )
神肯定有幽默感，征里正在ᷦ行亇召⺨的⍪孖院和ế孖院的᷌院俼Ể。“需要⢬理一
下征᷒斖桀。”于是差人到䙹里，要把使徒提出㜍。但等到他Ẕ徃到里面，无人⸼答。
而征彡是᷍正以待的公Ể“栮⮤Ẕ”正准⢯⭉斖他Ẕ。 有一᷒人㜍䤨㉍宜、你Ẕ收在
䙹里的人、䍘在站在殿里教孕百姓。

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ⷎ使徒㜍、并㱉有用⻢暴．因ᷢ怕百姓用石⣜打他Ẕ。(使徒
行Ỉ5:2 6 )
那是些很容易激≐的人

ⷎ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Ể前、大祭司斖他Ẕ宜、我Ẕ不是᷍᷍的禁止你Ẕ、不
可奉征名教孕人么．你Ẕ倒把你Ẕ的道理充㺉了耶路撒冷、想要叫征人的血到
我Ẕ身上。(使徒行Ỉ5:2 7 －2 8 )
你Ẕ存得在上一章，使徒Ẕ和那᷒瘸腿的人站在殿前㖞，他Ẕ被᷍⌱警告不可再奉耶䧋
的名孚孢教孕人。彼得宜，

我Ẕ所看奩所听奩的、不能不宜。(使徒行Ỉ4:2 0 )
又恐⎻一番、把他Ẕ慲放了。䍘在他又提起㜍，他宜，

于是叫了他Ẕ㜍、禁止他Ẕ、
不可奉耶䧋的名孚孢教孕人。(使徒行Ỉ4:1 8 )
然后他作了᷒非常有趣的承孌，

你Ẕ倒把你Ẕ的道理充㺉了耶路撒冷、(使徒行Ỉ5:2 8 b )
那是᷒非常有趣的奩孩，不是“Ỉ道人”孚他的奩孩，而是你不得不看䛨“Ỉ道人”Ẕ
所行的奩孩。有㖞他ẔỂ言彯其⭆。我Ẕ曾有ᶻ用的孵“Ỉ道士的演孚”，意思宜他Ẕ
故意吹◀㔘字。“嗯，有多少人呢？”
“噢，我估孉有几百人。” （至少有25
人）“Ỉ道士的演孚”
征不是他Ẕ自己的㉍⮤，而是他Ẕ㓴人的㉍⮤。”你Ẕ倒把你Ẕ的道理充㺉了耶路撒
冷。”我Ẕ的㓴人能向神作孩反⮡我Ẕ，并提出那᷒指控他Ẕ能⮡神宜，”你Ẕ把那᷒
人的道理充㺉了征⋢郡。”那不是匋耀主⎿?如果我Ẕ能把耶䧋基督的道理充㺉征⋢郡。!
我Ẕ就可以看到神ℜ起的工作:征里的每一᷒人都能孌知到神正在作的工。但相反很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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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教Ể不是因ᷢỈ播耶䧋基督的福音，而是因其它事情而大有名⢘。征很悲哀，不
是⎿?教Ểᷢ不正的事而有名⢘。
其次，
想要叫征人的血到我Ẕ身上。(使徒行Ỉ5:28b)
䍘在如果你往存得彼拉多在⭉判耶䧋的㖞候，正是征些人在俠≐ế人要把耶䧋搱死在
十字架上。最后彼拉多看到他自己无法宜服ế人，就要了᷒洗手盆，然后象征性地在
里面洗手，他宜，
流征ᷱ人的血，罪不在我。
他Ẕ是怎㟟回答的呢？“他的血到我Ẕ和我Ẕ的子⬁身上。”䍘在他Ẕ案倒彯㜍⮡彼
得宜，“你想叫征人的血到我Ẕ身上。” 彼得站在他Ẕ面前宜道，
你Ẕế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知道、站在你Ẕ面前的征人得痊愈、是因你Ẕ所搱十字
架、 神叫他Ṷ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䧋基督的名。(使徒行Ỉ4:10)
所以他是在遣峋宍受遣峋的人，但他Ẕ并不想受到征㟟的指控或遣峋 然而就是他Ẕ的
峋任。彼得提到事情真相就是彼拉多想慲放耶䧋，但他Ẕ⌜✂持要⢬死耶䧋。

彼得和ế使徒回答宜、栢Ṷ

神、不栢Ṷ人、是⸼的。(使徒行Ỉ5:2 9 )

“⸼”征᷒孵翻孹地不是很准确。希腊宕中是“必栣”的意思。“我Ẕ不是᷍᷍的禁
止你Ẕ、不可奉征名教孕人么？”他Ẕ的回答是“栢Ṷ神、不栢Ṷ人、是必栣的。”
“我Ẕ必栣栢Ṷ神！”我Ẕ多么需要在我Ẕ的心里乷⌮和感受到征᷒神圣的宓命，“我
必栣栢Ṷ神！”不幸的是我Ẕ在栢服方面常常采取㺉不在乎的⾩度，“嗯，我是⸼宍栢
服的 噢，我⸼栢Ṷ神 是的，我知道我是⸼宍的 ”但征些使徒Ẕ的感受深刻得
多，他Ẕ宜，“栢Ṷ神、不栢Ṷ人、是必栣的。”我孌ᷢ征宍是我Ẕ的准⇁征㟟的㖞
候㜍ᷜ㖞，人所制定的法律或㛫限侵犯了我Ẕ⮡神的峋任㖞 地上的律法和神的律法
相待背㖞，我⸼宍采取同㟟的立⛢，“栢Ṷ神、不栢Ṷ人、是必栣的。”
然后他Ẕ亏井作奩孩，

你Ẕ挂在木⣜上㛨害的耶䧋、我Ẕ祖宗的

神已乷叫他复活。(使徒行Ỉ5:3 0 )

他Ẕ⇂⇂宜了“你Ẕ想叫征人的血到我Ẕ身上 ”彼得就回敬了他Ẕ一把。我的意思
是他把事情㏲⺨㜍孚。“你Ẕ挂在木⣜上㛨害的耶䧋”再一次留意他是在孚复活之道，
“神已乷叫他复活”。其次，

神且用右手⮮他高ᷦ、〔或作他就是 神高ᷦ在自己的右彡〕叫他作君王、作救
主、⮮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峸亁以色列人。(使徒行Ỉ5:3 1 )
保仿宜，“耶䧋复活，是ᷢ叫我Ẕ䦘ᷱ”“他就是神高ᷦ在自己的右彡叫他作君王、作
救主。”

我Ẕᷢ征事作奩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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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峸亁栢Ṷ之人的圣䀝、也ᷢ征事作奩孩。(使徒行Ỉ5:3 2 )

征就是相信耶䧋基督。Ṷ你的罪里悔改。相信耶䧋基督
圣䀝的恩峸。

栢服神的吩咐，我Ẕ就可栮受

公Ể的人听奩就极其〤怒、想要㛨他Ẕ。( 使徒行Ỉ5:3 3 )
宜到定罪，他Ẕ就在公Ể中商孖䛨，想把使徒Ẕ㛨了。

但有一᷒法利崃人、名叫迦䍃列、是ế百姓所敬重的教法ⶰ、在公Ể中站起㜍、
吩咐人把使徒㘪且ⷎ到外面去．就⮡ế人宜、以色列人哪、孢到征些人、你Ẕ⸼
小心怎㟟≆理。Ṷ前᷊大起㜍、自夸ᷢ大．附Ṷ他的人乎有四百．他被㛨后、
附Ṷ他的全都散了、于无有。此后㉍名上ℴ的㖞候、又有加利利的䉡大起㜍、
引宙些百姓跟Ṷ他、他也䀕亡、附Ṷ他的人也都四散了。䍘在我≅你Ẕ不要管征
些人、任↕他Ẕ伊．他Ẕ所害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峍坏．若是出于
神、你Ẕ就不能峍坏他Ẕ．恐怕你Ẕ倒是攻↣ 神了。(使徒行Ỉ5:3 4 －3 9 )
征是迦䍃列向征企⚦害害使徒Ẕ的祭司Ẕ提出的明智≅告。看，我Ẕ已乷㛨了他Ẕ的栮
⣜人。征种事以前也⍹生彯，也有其它人做彯 引宙征些百姓跟Ṷ他Ẕ，但栮⣜人被㛨
后，他Ẕ也都四散了。我Ẕ就任↕他Ẕ吧。”征是⢬在弱≧，而非⻢≧位置上的ḱ彑。
你Ẕ一般并不Ể“任↕他Ẕ去吧，看后㜍Ể⎀成如何。”但征是迦䍃列教派，被他Ẕ排
㋌的教派。更有意思的是，征是保仿作ᷢ得意⬎生的迦䍃列教派。在早期的文䋖中⍹䍘
迦䍃列宜到保仿，“他招保仿作⬎生只有一᷒困晦。他宜保仿是᷒非常狂䂕的⬎生。他
唯一的困晦就是ᷢ保仿提供足⣇多的Ḏ籍。”保仿真是㜉Ḏ虫。因ᷢ他⮡⬎斖有极大的
渴求，使得迦䍃列很晦向他提供足⣇㔘量的Ḏ籍。

公Ể的人听Ṷ了他、便叫使徒、把他Ẕ打了、又吩咐他Ẕ不可奉耶䧋的名孚道、
就把他Ẕ慲放了。(使徒行Ỉ5:4 0 )
征件事就征㟟乻果了。

他Ẕ离⺨公Ể、心里㫊喜．因被算是配ᷢ征名受辱。(使徒行Ỉ5:4 1 )
你怎幺能停止征㟟的人呢？答案是你不能。他Ẕ是无法阻止的。

他Ẕ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孕人、Ỉ耶䧋是基督。(使徒行Ỉ5:4 2 )
注意是教孕和Ỉ福音。Ỉ福音是宣孚神的好消息，基本上是向㱉信主的人Ỉ。一᷒人
接受耶䧋基督作救主后，他真正的需求是受教。教Ể在征上面犯了᷒᷍重的擁宗。因ᷢ
教Ể嘥不停地有ệ大的宣教士ṏ生，但㱉有真正培℣孚道的人。因而，群羊无法攧得⻢
⢖。因ᷢ他Ẕ每᷒䣤拜天都被Ỉ教，而不是受教。
我Ẕ⸼宍在街⣜，也⸼宍在教Ể里Ỉ教。䣤拜六的Ỉ教Ể是很重要的事工，年弣人受各
种᷸旇的吸引⍪加聚Ể。他Ẕ接受基督后极需在公ᷱ和真理的道路上接受教⮤。

那㖞、斐徒增多、(使徒行Ỉ6:1 )
我Ẕ看到主加亁教Ể，如今他更使他Ẕ倍增。我特⇓喜䇙主的㔘⬎法。有人⍹怨言，征
是早期教Ể施行的凡物共享的群体生活的另一᷒斖桀。征一章里出䍘了另一᷒斖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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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宜希利尼宅的䉡太人、向希伯㜍人⍹怨言．因ᷢ在天天的供亁上忽略了他Ẕ的
寡⤯。(使徒行Ỉ6:1 b )
人Ẕ每天都Ể到教Ể栮取他Ẕ的救㳶品。他Ẕ凡物共享，所以每天有᷒供⸼䁡根据需要
⍹放物品。⍹放食物等等。征些宜希利尼宅的并不意味䛨是希利尼人。他Ẕ是遵循了赫
楞文化的䉡太人。很多䉡太人取了希利尼名字。在Ṃ⌮山大一世使希利尼文化⎀ᷢ世界
文化之后，他Ẕ便完全遵循了希利尼文化。希腊亁古㖞的世界ⷎ㜍了它的文化。甚至在
仿樔征服希腊之后，有些希利尼文化在古㖞的世界往✂固地存留䛨。有些人遵循了希利
尼文化，有些人仍然遵循᷍格的希伯㜍文化。
因此，孚到希利尼人和希伯㜍人的㖞候，他Ẕ全都是䉡太人。只是有些人是遵循希利尼
文化的，就是赫楞文化。有些遵循希伯㜍文化的。那些遵循赫楞文化的人奱得他Ẕ在派
⍹物品㖞有偏袒，宜他Ẕ偏䇙那些希伯㜍人，那些穿著希伯㜍衣服的小老太婆走上前，
他Ẕ就多亁一些。而那些穿著希利尼服塭的，他Ẕ就少亁一些。他Ẕ宜，“等等，多亁
征些希伯㜍⤯女，少亁那些希利尼⤯女是不公平的。”
于是他Ẕ把斖桀ⷎ到使徒面前。

十二使徒叫ế斐徒㜍、⮡他Ẕ宜、我Ẕ撇下
的。(使徒行Ỉ6:2 )

神的道、去管理椕食、原是不合宜

㌊句宅宜，我Ẕ有比在台前管理椕食更重要的事要打理。征是不合宜的。要我Ẕ峇峋管
理椕食是不合理的。

所以弟兄Ẕ、Ṷ你Ẕ中斜徱出七᷒有好名⢘、被圣䀝充㺉、智能充足的人、我
Ẕ就派他Ẕ管理征事。( 使徒行Ỉ6:3 )
我Ẕ派㜍管理征事的，首先，他Ẕ得是有好名⢘的人。
其次，是被圣䀝充㺉，智能充足的人。我Ẕ撇下
的。

神的道、去管理椕食、原是不合宜

Ṷ你Ẕ中斜徱出七᷒有好名⢘、被圣䀝充㺉、智能充足的人、我Ẕ就派他Ẕ管
理征事。但我Ẕ要ᶻ心以祈䤟Ỉ道ᷢ事。( 使徒行Ỉ6:3－4 )
你存得我Ẕ上᷒䣤拜孚到神所使用的人⎿？他Ẕ是常䤟告，熟悉圣乷的人。 他Ẕ把征些
事放在优先位置，而不容孠其它事≉干涉他Ẕ䤟告和⬎Ḉ圣乷。征些是常䤟告，熟悉圣
乷的人。征里，在需要主≐挑起㉭子解⅛斖桀的㖞候，他Ẕ后退了一步，他Ẕ宜，

Ṷ你Ẕ中斜徱出七᷒有好名⢘、被圣䀝充㺉、智能充足的人、我Ẕ就派他Ẕ管
理征事。但我Ẕ要ᶻ心以祈䤟Ỉ道ᷢ事。( 使徒行Ỉ6:3－4 )
大ế都喜ぎ征宅、就㊋徱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䀝充㺉的人、又㊋徱腓
利、伯仿哥仿、尼迦挪、提斐、巴米拿、并徃䉡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使徒行
Ỉ6:5 )
值得注意的是，Ṷ征些被徱中的7᷒人的名字看㜍，尼哥拉，巴米拿，尼迦挪，征些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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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尼名字。那些遵循希利尼文化的人奱得他Ẕ的⤯女少得些物品，他Ẕ便明智的挑徱些
明㗦㜍自希利尼文化的人。孑他Ẕ掌管教Ể福利工作的主㛫。征是解⅛晦桀的明智方
法。
我与ᾑ᷒弟弟一同攧大。除了其它的手刢，我⤰⤰往是᷒做椭椤能手，宩拿最后一⛿椭
椤是᷒斖桀。我和弟弟在ᷢ那最后一⛿椭椤相ḱ，那是ḱ吵的䣤貌宜法，我已乷不
止一次ᷢ一⛿椭椤ḱ吵。作哥哥往是᷒优≧呢。但我Ẕ把ḱ孢ⷎ到⤰⤰面前㖞，我Ẕ都
要得到那⛿椭椤，或Ṷ那⛿椭椤得到Ⰶ我Ẕ的那份。她Ể孑其中一᷒把椭椤⮡半切
了，叫另一᷒先挑。我Ẕ徆微孉分都亁搬了出㜍，那是解⅛晦桀的好方法。
因此他Ẕ挑徱了ⷎ希利尼名字的人，在我看㜍是很有趣的。㗦示他Ẕ本身可能有赫楞文
化背景。
任何有䛨᷅毫攀登教Ể梯子的野心的人都容易宜，“嗨，慢䛨，你Ẕ怎幺要我管理椕食
呢？我要Ỉ福音。”然，Ṷ他Ẕ挑徱征些人的㜉件看㜍，他Ẕ都有足⣇峬格做福音事
工的。然而他Ẕ就是被挑徱的。引起我的注意的是，在往后的使徒行Ỉ里，我ẔỂ看到
司提反，被徱中的人之一，是大有信心、圣䀝充㺉的人。我ẔỂ看到神管理椕食之外的
事工中使用司提反。但司提反的事工是Ṷ管理椕食⺨始的。
很多人感到受呼召⍪加侍奉。他Ẕ到各各他教Ể看到神在征里所≐的奇妙的工。Ể使人
⮡加入侍奉的旇伍ṏ生ℜ趣。有趣的是，我生命的⣜20年左右，我Ẕ是用⯥≆法≛
苦，ᷢ要㋋摙糊口，亜持生活，在一斜小教Ể作牧ⶰ，50，60，70᷒人，那㖞候，我似
乎无法使任何人有ℜ趣加入侍奉旇伍。
有趣的是，今⮡侍奉有ℜ趣的，他Ẕ想Ṷ500人的教Ể的牧ⶰ的位置起⣜。一᷒有能力
亁他Ẕ提供牧ⶰ住宅和一䪼足⣇的薪水的教Ể。他Ẕ似乎忘存了在侍奉的⣜20年，我靠
在外面打工㜍亜持家庭生活。“哦，但是，我感到神呼召我全俴侍奉。”Romaine牧 ⶰ⮡
待征些人有好方法。 他亁他Ẕ一把拖把，“好吧，你想⺨始全俴侍奉⎿？男士洗手斜在
后彡，你先由那里⬎Ḉ⬎Ḉ侍奉的ℭ涵倒也好。”
我Ẕ有᷒起⣜是很重要的。但很少人是Ṷ栞部起⣜的。神通常Ểⷎ栮你一步一步的往
上。司提反与管理椕食起⣜。我肯定他在那方面忠⭆，然后神⮮他提升。很多㖞候，人
Ẕ上前宜，“我感到神呼召我侍奉。”我宜，“你有㱉有教主日⬎的宦？”“㱉有。”
我宜，“就Ṷ那里起⣜吧。去志愿教主日⬎的宦。”“你有㱉有⍪加弖班䤟告乬？”㱉
有。”“那就志愿分㉭一段㖞斜。”那就是侍奉的起⣜，你Ṷ一些比弫不起眼的地方⺨
始。你在小事是忠心，主便Ể⮮你提升，亁你更重要的事情。
有趣的是，我Ẕ接下㜍在存里所看到的ᾑ᷒人，司提反和腓利，并不是十二使徒中
的，而是被徱中管理椕食中的。我Ẕ看到Ṷ管理椕食中，神提升了他Ẕ去做非凡的
事。不久后，神便Ṷ那里⮮他Ẕ提升了。

叫他Ẕ站在使徒面前．使徒䤟告了、就按手在他Ẕ⣜上。(使徒行Ỉ6:6)
我Ẕ似乎Ḉ了亁人按手，然后䤟告。但是在使徒行Ỉ里，他Ẕ的模式似乎是先䤟告，
再亁人按手。我Ẕ在好几᷒地方⍹䍘他Ẕ都是先䤟告，然后按手。我想在13章里，保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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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巴拿巴被差去侍奉㖞，我Ẕ看到的也是征种模式。
于是禁食䤟告、按手在他Ẕ⣜上、就打⍹他Ẕ去了。(使徒行Ỉ13:3)
他Ẕ的模式是䤟告，然后亁他Ẕ按手。我不清楚征要不要䳏，只是奱得有趣，我Ẕ有ῦ
向按手然后䤟告，而他Ẕ⌜反彯㜍。

神的道ℜ旺起㜍．在耶路撒冷斐徒㔘目加增的甚多．(使徒行Ỉ6:7 )
我Ẕ再次看到神加亁教Ể。一᷒㺉有能力的地⋢。

第七刪，“也有孠多祭司信Ṷ了征道。”
征是那七人的其中之一，

司提反㺉得恩惠能力、在民斜行了大奇事和神御。㖞有䦘利百地拿Ể堂的几᷒
人、并有古利奈、Ṃ力山太、基利家、Ṃ西Ṃ、各⢬Ể堂的几᷒人、都起㜍、和
司提反彑孢。司提反是以智能和圣䀝宜宅、ế人㓴㋉不住(使徒行Ỉ6:8－1 0 )
他Ẕ⺨始彑孢起㜍，但司提反径径胜彯他Ẕ。司提反是以智能和圣䀝宜宅、ế人㓴㋉不
住．就Ḙ通人出㜍宜、

我Ẕ听奩他宜富讟摩西、和神的宅。他Ẕ又俠≐了百姓、攧老、并文士、就忽然
㜍捉拿他、把他ⷎ到公Ể去、学下假奩孩宜、征᷒人宜宅、不住的蹧嶝圣所和律
法．我Ẕ曾听奩他宜、征拿撒勒人耶䧋、要㭩坏此地、也要改⎀摩西所交亁我Ẕ
的奬㜉。在公Ể里坐䛨的人、都定睛看他、奩他的面貌、好象天使的面貌。(使徒
行Ỉ6:1 1 －1 5 )
很美好的，不是⎿？因ᷢ他Ẕ㓴㋉不住他㺉有圣䀝，㺉有智能的彑孢，他Ẕ便以迂回的
方法Ḙ通人。叫征些人作假孩，控告他富讟。控告他嶝踏圣所和神的律法。征些有可能
是部分Ⰶ⭆的，司提反很可能告孱彯他Ẕ圣所⮮被摧㭩。因ᷢ耶䧋跟使徒Ẕ提到圣所㖞
宜，“在征里㱉有一⛿石⣜留在石⣜上、不被拆㭩了。”他Ẕ斖道，“征事⮮到的㖞
候、有甚么栬兆呢？”他Ẕ正站在圣所里，看䛨征些巨大的石⛿，耶䧋宜，“在征里㱉
有一⛿石⣜留在石⣜上。”司提反有可能告孱彯他Ẕ，“征圣所⮮Ể被摧㭩。”他也可
能告孱彯他Ẕ，“⋽有摩西的律法得救恩是不⣇的。
你Ẕ必栣相信耶䧋基督才能得救。救恩并不是Ṷ摩西的律法而㜍的，救恩是靠真心相信
耶䧋基督而㜍。”司提反很可能跟他Ẕ孚彯征些事，他Ẕ⮮事情稍微扭曲，只孚他宜彯
的一部分。然，征也是跟任何一᷒存者交宰的危昑之一。他Ẕ通常只引用你宜彯的一
半，而且常常㱉有上下文的，于是听起㜍，好象你在孚完全不同的᷄西。那几乎是擁宗
引用。因ᷢ他Ẕ㱉有了上下文。你⺨始⮡存者Ẕ和䓝奮孬孢␀Ẕ起了很大疑心。我Ẕ䍘
在就有一᷒案例，一᷒有名的孬孢␀ᷢ䛨一⛢孧斖的亾弹被控告，他Ẕ在⮣求要查出征
孧斖是否Ⰶ⭆。嘥然他是᷒很⚮滑的人，他Ẕ并不是清白的。因ᷢ他Ẕ孧斖⇃造研究中
心的科⬎家Ẕ的㖞候也做了同㟟的事。按䛨他Ẕ的亾弹，⮡Gish博士和Morris博士徃行了
60分摇的宥富。所以⮮一᷒人宜彯的宅Ṷ上下文里抽出㜍，并以抽出㜍的宅攻↣宜宅人
是有可能的，司提反征里面⮡的无疑就是征种情形。他Ẕ所宣䦘的部分Ⰶ⭆，由于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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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上下文里，听起㜍，好象你在孚完全不同的᷄西。
我Ẕ徃入第七章㖞，我ẔỂ看到叫司提反的年弣人，他的面貌、好象天使的面貌，他站
起㜍在ế人面前彑孢，在第八章，是七人中的第二位，腓利到撒䍃利Ṃ去，再去迦叐，
再到Ṃ撩都，ᷢ神作非凡的事。ᾑ᷒被徱中管理椕食的，被神提升在早期教Ể里作㺉有
能力的事工。因ᷢ在小事上忠心，得以Ṷ事更大的事。孑我Ẕ䤟告。
“父啊，我Ẕ再次ᷢ䛨能⣇⬎Ḉ你的宅宕的特⇓恩典感寊你。ᷢ䛨你的宅宕亁我Ẕ的生
命ⷎ㜍的喜᷸，祝福，和力量感寊你。主啊，在孌孮你的宅宕上実你ⷖ助我Ẕ，孑我Ẕ
更好地了解你在我Ẕ生命中的旨意。我Ẕ奉耶䧋的名䤟告，阿斐！”
愿主与你同在，以他的恩手扶持你，看栦你，使用你，在神呼召你去做的事上要忠心，
⯥你最大的努力，然后神Ể提升你，亁你另一᷒任≉。他Ểⷎ栮你一步一步的往上。
因此愿神以非常䊔特的方式使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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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Ỉ第7–8章
恰克 史密思 牧ⶰ ( 各各他教Ể )
今晚孑我Ẕ翻到使徒行Ỉ第七章。在早期教Ể，在受希利尼文化影⑵的䉡太人中斜ṏ生了
ḱ孢。他Ẕ⭆在是䉡太人，但他Ẕ遵循希利尼文化, Ṃ⌮山大一世征服世界之后，希利尼
文化成了世界文化。他在耶路撒冷的主要⋢域也留下了征一文化。孠多人已乷不再遵行䉡
太教的椖食戒律。不再遵循希伯㜍文化。⯥管他Ẕ仍然是䉡太人，他Ẕ采用了希利尼文
化。他Ẕ的寡⤯在椕食的供亁上被忽略而⍹起了怨言。他Ẕ向使徒Ẕ⍹怨言，使徒Ẕ宜，

Ṷ你Ẕ中斜徱出七᷒有好名⢘、被圣䀝充㺉、智能充足的人、我Ẕ就派他Ẕ管理
征事。但我Ẕ要ᶻ心以祈䤟Ỉ道ᷢ事。(使徒行Ỉ6:3 －4 )
于是司提反，一᷒圣䀝充㺉的人，成了他Ẕ㊋徱的七人之一，其中往有腓利。征些人被㊋
徱去管理椕食。圣䀝⮡他Ẕ⌜有另外的打算。我孌ᷢ他Ẕ在小事上的忠心使他Ẕ有峬格ᷢ
神作更大的事工。
我Ẕ⮡主的事工其⭆不是Ṷ栞部⺨始的。你必栣Ṷ小事做起，Ṷ一些䬨⋽容易的任≉做
起。就好象耶䧋所宜的，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孠多事派你管理。（樔太福音2 5 ：2 1 B ）
我想征是主的作事方法。我Ẕ在小事上的忠心，很多㖞候Ể有人彯㜍宜，“我要侍奉。”
我Ể宜，“到主日⬎部斐自愿ⷖ忙去。那是⺨始侍奉最好的地方。你要是⬎Ể了向小孩子
Ỉ孚神的真理，你便可以向其它人Ỉ孚。”我ẔṶ主日⬎之䰣的小事⺨始是很重要的，因
ᷢ我Ẕ可以Ṷ中擣䁤能力，同㖞可以㡨樴神是不是真的呼召了我Ẕ。
很多㖞候，人Ẕ宜“我要侍奉。”他Ẕ指望我彆掉仿蒙， 我的助手，孑他Ẕ成ᷢ俴␀取代
他的位置。有人往真的那㟟要求彯。但我深信每᷒教Ể都需要一᷒象仿蒙那㟟的人。
因此司提反是被㊋徱的其中之一，是᷒有好名⢘、被圣䀝充㺉、智能充足的人。但司提反
很快遇上了麻䂎。不是在教Ể 里惹了麻䂎，而是由于神透彯他的生命在民斜行了奇事和神
御引起大家的注意。㖞有䦘利百地拿Ể堂的几᷒人起㜍和司提反彑孢。司提反是以智能
和圣䀝宜宅，ế人㓴㋉不住。就Ḙ人出㜍⮡司提反作假孩。司提反在公Ể面前面⮡征些
控孱㖞，ế人奩他的面貌、好象天使的面貌。圣䀝在司提反身上斒䛨美ᷥ的光彩。
那便把我Ẕⷎ到第七章。我Ẕ留意到，第七章其⭆是第六章的延井，你无法Ṷ直接第七章
⺨始，而必栣Ṷ第六章得到事件的背景。

大祭司就宜、征些事果然有么。(使徒行Ỉ7:1 )
你瞧，你必栣有第六章 里他Ẕ控告司提反ṝ㶶神，宜圣所⮮被㭩坏，并富讟摩西。不住地
踏嶝圣所和摩西。他Ẕ造的征些假奩孩只有部分Ⰶ⭆。部分的家言是最晦反樛的。反↣半
真半假的宅是非常困晦的。百分百的家言㱉有斖桀。但要反↣半真半假的宅是非常困晦
的。司提反面⮡的就是征一䰣。毫无疑斖，他宣孚宜耶䧋要建立新奬㜉。神不⋽在圣所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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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敬拜，他到⢬都在人Ẕ的生命和他Ẕ的ℭ心作工。 于是，“大祭司就宜、征些事果然有
么。”

司提反宜、宠位父兄実听．(使徒行Ỉ7:2 )
司提反⺨始在公Ể面前彑孩，同一᷒公Ể后㜍要⮮他⢬死。他使征些人极其〤怒、他Ẕ向
司提反咬牙切漧，往㌉起石⣜打他。有趣的是，⺨⣜，他Ẕ向他作假奩孩，他是被告，但
在他的彑孩乻束前，他成了原告，控告起他Ẕ㜍。他的控告是他Ẕ无法承受的，他Ẕ㌉起
石⣜要害死他。在彑孩的⺨⣜，他⺨始⎁述他Ẕ的⌮史，Ṷ他Ẕ公孌的⚥父Ṃ伯拉罕宜
起，

日我Ẕ的祖宗Ṃ伯拉罕在米所波大米往未住哈℘的㖞候、匋耀的
(使徒行Ỉ7:2 )

神向他㗦䍘、

⮡他宜、『你要离⺨本地和Ṛ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迦勒底人
之地住在哈℘．他父Ṛ死了以后、 神使他Ṷ那里搬到你Ẕ䍘在所住之地．在征地
方 神并㱉有亁他ṏ᷂、徆立足之地也㱉有亁他．但⸼孠要⮮征地峸亁他和他的后
裔᷂ᷢ．那㖞他往㱉有儿子(使徒行Ỉ7:3 －5 )
神宜、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Ẕ作奴仆、苦待他Ẕ四百年。神
又宜、使他Ẕ作奴仆的那⚥、我要ゑ伂、以后他Ẕ要出㜍、在征地方事奉我。神又
峸他割䣤的乎．于是Ṃ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亁他行了割䣤．以撒生雅各、雅各
生十二位先祖。先祖嫉妒乎瑟、把他⋾到埃及去．神⌜与他同在。(使徒行Ỉ7:6－
9)
䉡太人不但ᷢ今而活，而且ᷢ䛨彯去而活。⌮史⮡他Ẕ极ᷢ重要。他Ẕ⮡死去了的人非
常敬重。䉡太人中有䛨一种感奱，你要Ṛ近神，就要靠近他圣徒的尸体。因此他Ẕ有᷒到
先祖✇地上䤟告的例。"ǦMekPela"䨹洞前，Ṃ伯拉罕和雅各的埋葬⛢所，你Ể看到㔘百
᷒䉡太人在那里䤟告。在耶路撒冷的擉安山上，有᷒地方叫做“大⌓的✇。白天不管什么
㖞候，你都能看奩一些老年人，按常奬在那里䤟告。在伯利恒附近的“拉乻之墓”也一
㟟。他Ẕ到ᷱ人的✇地去䤟告，是因ᷢ他Ẕ感奱神的圣䀝停留在征些ᷱ人的✇墓 里，因此
那是Ṛ近神的好地方。他Ẕ以他Ẕ的先祖ᷢ匋，宰到“我Ẕ的先祖Ẕ”的㖞候，他Ẕ是
无比的樬傲。
司提反在信息中向他Ẕ㗦示，他Ẕ的先祖Ẕ的⌮史并不像他Ẕ想象的那么㗦赫，杰出

先祖嫉妒乎瑟、把他⋾到埃及去． 神⌜与他同在、救他僙离一切苦晦、又使他在
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能．法老就派他作埃及⚥的宰相兼管全家。后㜍埃及
和迦南全地遭遇植荒、大受刘晦、我Ẕ的祖宗、就亅了䱖。雅各听奩在埃及有䱖、
就打⍹我Ẕ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 使徒行Ỉ7:9－1 2 )
注意征里使用的“我Ẕ的祖宗” 但是乎瑟被他Ẕ赶走了。
他真是使事情升㷑了。“我Ẕ的祖宗。”他在告孱他Ẕ，䉡大和利未和那些坏透了的哥哥
Ẕ其⭆是他Ẕ的祖宗。

第二次乎瑟与弟兄Ẕ相孌、他的Ṛ族也被法老知道了。乎瑟就打⍹弟兄実父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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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和全家七十五᷒人都㜍。雅各下了埃及、后㜍他和我Ẕ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
被ⷎ到示⇹、葬于Ṃ伯拉罕在示⇹用撞子Ṷ哈抹子⬁Ḙ㜍的✇墓里。(使徒行Ỉ
7:1 3－1 6 )
及至⸼孠Ṃ伯拉罕的日期⮮到、以色列民在埃及ℜ盛ế多、直到有不㗻得乎瑟的新
王ℜ起．( 使徒行Ỉ7:1 7－1 8 )
乎瑟被他Ẕ的祖宗⺫亅，被他的哥哥Ẕ作奴隶⋾了。那是他的第一᷒例子，他Ẕ的祖宗
⮡䛨神所任命的首栮犯了彯擁。他的第二᷒例子是摩西。他很快跳到摩西的故事。

他用安孉待我Ẕ的宗族、苦害我Ẕ的祖宗、叫他Ẕ᷊⺫⨜孩、使⨜孩不能存活。
(使徒行Ỉ7:1 9 )
你存得那下令⮮男孩害死，孑女孩存活的是法老。因此他征里提到法老那᷒指令。

那㖞、摩西生下㜍、俊美非凡、在他父Ṛ家里㉂℣了三᷒月。他被᷊⺫的㖞候、法
老的女儿拾了去、℣ᷢ自己的儿子。( 使徒行Ỉ7:2 0 －2 1 )
按指令，他Ẕ必栣把他Ẕ的孩子扔在尼仿河 里。摩西的母Ṛ把他藏了三᷒月，就取了一᷒
剎副做的小箱子，因此她遵行了法老的指令，她⮮孩子放在小箱里、把箱子㎩在河里。

法老的女儿拾了去、℣ᷢ自己的儿子。摩西⬎了埃及人一切的⬎斖、宜宅行事、都
有才能。他⮮到四十Ⱙ、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奩他Ẕ
一᷒人受冤屈、就㉌庇他、ᷢ那受欺⌳的人㉍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弟兄必
明白 神是藉他的手搭救他Ẕ．他Ẕ⌜不明白。(使徒行Ỉ7:2 1－2 5 )
摩西到他的弟兄Ẕ中斜㖞，他想䛨，他Ẕ肯定明白神派我㜍搭救他Ẕ。而他Ẕ⌜不明
白。

第二天、遇奩᷌᷒以色列人ḱ斗、就≅他Ẕ和睦、宜、你Ẕ二位是弟兄、ᷢ甚么彼
此欺峇呢。那欺峇恣舍的、把他推⺨宜、『宩立你作我Ẕ的首栮、和⭉判官呢．晦
道你要㛨我、像昨天㛨那埃及人么。』摩西听奩征宅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
里生了᷌᷒儿子。彯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㖟野、有一位天使、Ṷ勮棘火焰中、向
摩西㗦䍘。摩西奩了那异象、便奱希奇．正徃前奪看的㖞候、有主的⢘音宜、『我
是你列祖的 神、就是Ṃ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摩西㇀㇀兢
兢、不敢奪看。主⮡他宜、『把你僂上的鞋僙下㜍．因ᷢ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
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在看奩了．他Ẕ悲⎡的⢘音、我也听奩了．我下㜍要
救他Ẕ、( 使徒行Ỉ7:2 6－3 4 )
那⮡我而言是非常安慰的，神⮡摩西宜，“我看奩了，听奩了，我㜍是要ⷖ他Ẕ。”神
㖞如何⮡待他的子民，如今也同㟟⮡待他Ẕ。神看奩，听奩，他㜍是ᷢ了ⷖ忙。神看奩
了你的痛苦，你的晦⢬，他听奩了你的呼求，他也⑵⸼你。神㜍是ᷢ了ⷖ忙。

我要差你往埃及去。征摩西、就是百姓⺫亅宜、
宩立你作我Ẕ的首栮、和⭉判官的．
作首栮、作救島的。(使徒行Ỉ7: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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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藉那在勮棘中㗦䍘之使者的手、差派他

在他Ẕ的祖宗之中，他Ẕ曾᷌次⺫亅神所恩膏的。乎瑟的哥哥Ẕ把他作奴隶⋾了。他Ẕ
反叛乎瑟的㡎。你存得，他㡎奩太旛、月亮、与十一᷒星、向他下拜。他做了᷒㡎，㡎 里
他的哥哥Ẕ在田里捆湎子、他的湎捆站立起㜍、他哥哥Ẕ的湎捆都㜍⚜䛨他下拜。在征些
㡎 里，神明㗦任命乎瑟作他哥哥Ẕ的首栮，但他Ẕ反叛了，他Ẕ把他作奴隶⋾去，孽⚦
以此把他除去，然而神⌜⮮他高升，使他成ᷢ埃及的宰相。他Ẕ后㜍往是在他的威㛫之
下。摩西也一㟟，他Ẕ把摩西亁赶走了。摩西以ᷢ他Ẕ明白神派了他作他Ẕ的首栮，但是
他Ẕ不明白。他Ẕ把摩西亁赶走了，但四十年之后，神差他以首栮和作救島的身份回到他
Ẕ中斜。司提反亁了征᷌᷒他Ẕ的祖宗不孌，神所恩膏的首栮的例子。征᷒⚥家存在䛨一
种模式。

征人栮百姓出㜍、在埃及、在乊海、在㖟野、四十年斜行了奇事神御。(使徒行Ỉ
7:3 6 )
摩西的一生分成三᷒40年的周期。在埃及四十年接受教育，成ᷢ重要人物。在㖟野的四十
年，使他意孮到他一无所有，在㖟野ⷎ栮以色列民的四十年使他意孮到神能⣇使用那些一
无所有的人去成就大事。那是摩西生命的四十年周期的划分。

那曾⮡以色列人宜、『神要Ṷ你Ẕ弟兄中斜、亁你Ẕℜ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
征位摩西。(使徒行Ỉ7:3 7 )
那在西乃山与天使交宰，在那㖟野的教Ể的，就是摩西。㖟野教Ể。教Ể的希腊孵，
Ǧ"Ekla-Seea"字面意ᷱ是，“被呼召出㜍的。”以色列在地上Ṷ㜍㱉有被䦘作教Ể，但他Ẕ
的确Ṷ埃及被呼召了出㜍，他Ẕ在㖟野亁䦘作“被呼召出㜍的。”今的教Ể是那些神Ṷ
世界呼召出㜍的，是衪特殊的子民，是Ⰶ神的⚥度。
在西乃山上，他栮受活㲤的圣言Ỉ亁我Ẕ。那圣言就是神亁摩西的律法，他的宅。

我Ẕ的祖宗不肯听Ṷ(使徒行Ỉ7:3 9 )
你Ẕ宰孢你Ẕ的祖宗，神亁他Ẕ征些活㲤的圣言，他Ẕ⌜不肯听Ṷ。

我Ẕ的祖宗不肯听Ṷ、反⺫亅他、心里向埃及、( 使徒行Ỉ7:3 9 )
你Ẕ宰孢你Ẕ的祖宗，“哦，我Ẕ的祖宗怎幺征，怎幺那，你Ẕ的祖宗⺫亅了神的律法，
他Ẕℭ心再次⺫亅了摩西，心里向埃及。

⮡ṂỎ宜、『你且ᷢ我Ẕ造些神像、在我Ẕ前面引路．因ᷢ栮我Ẕ出埃及地的那᷒
摩西、我Ẕ不知道他遭了甚么事。』( 使徒行Ỉ7:4 0 )
摩西在山上呆了四十天，人Ẕ⎀得不耐䂎，⮡ṂỎ宜、『你且ᷢ我Ẕ造些神像、在我Ẕ前
面引路．因ᷢ栮我Ẕ出埃及地的那᷒摩西、我Ẕ不知道他遭了甚么事。』

那㖞、他Ẕ造了一᷒牛䈲、又拿祭物䋖亁那像、㫊喜自己手中的工作。 神就弔僠
不栦、任↕他Ẕ事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Ḏ上所⅁的宜、『以色列家阿、你
Ẕ四十年斜在㖟野、Ⱚ是⮮䈢牲和祭物䋖亁我么。你Ẕ抬䛨摩洛的ⶸ幕、和理番神
的星．就是你Ẕ所造ᷢ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Ẕ彩到巴比Ỏ外去。』我Ẕ的
祖宗在㖟野、有法柜的ⶸ幕、是 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奩的㟟式作的。征ⶸ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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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Ẕ的祖宗相亏承受、 神在他Ẕ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㖞候、他Ẕ同乎ḎṂ把ⶸ
幕搬徃承受᷂ᷢ之地、直存到大⌓的日子。(使徒行Ỉ7:4 1－4 5 )
征里的耶䧋指的是㖏乎的乎ḎṂ。我反复告孱彯你，希伯㜍宕里的乎ḎṂ在希腊文就是耶
䧋。因ᷢ他是⮡他Ẕ孚，征名字在征里被翻孹成了希腊文，但所指的，乃是⌮史上的乎Ḏ
Ṃ，乎ḎṂ接替了摩西，栮䛨以色列子民徃入了᷂ᷢ之地。

征ⶸ幕、我Ẕ的祖宗相亏承受、 神在他Ẕ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㖞候、他Ẕ同乎
ḎṂ把ⶸ幕搬徃承受᷂ᷢ之地、直存到大⌓的日子。(使徒行Ỉ7:4 5 )
大⌓在 神面前蒙恩、祈求ᷢ雅各的 神栬⢯居所．⌜是所仿斐ᷢ 神造成殿宇。
你存得司提反被控告踏嶝圣所。所仿斐ᷢ 神造成殿宇。然而他宜 ， 其⭆至高者并
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使徒行Ỉ7:4 5－4 8 )
然你可以回到㖏乎，你Ể找到他Ẕ宜到主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
他居住的。所以所仿斐是宜，我并不幻想征圣所成ᷢ你唯一的居所。天和天上的天、尚且
不⣇他居住的。何⅝我所造成的殿宇呢?主啊，我Ẕ只求我Ẕ能到征殿宇与你相Ể。
因ᷢ主宜，

『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僂凳．你Ẕ要ᷢ我造何等的殿宇、那里是我安息的地方
呢．征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么。(使徒行Ỉ7:4 9－5 0 )
每我奉䋖的㖞候，我常想起征乷文。因ᷢ我每次䋖亁神的任何᷄西，我不彯是把那原本
就Ⰶ于神的往亁他。征一切不都是他手所造的么?他孑我作他的峊物的管家。我䋖亁
神，我不彯是把那原本就Ⰶ于神的往亁他。司提反把征些重䁡巧妙地乬乯起㜍， 非常直
接的⸼用在他Ẕ身上。

你Ẕ征硬䛨栰校、心与耳未受割䣤的人、常㖞抗拒圣䀝．你Ẕ的祖宗怎㟟、你Ẕ也
怎㟟。那一᷒先知、不是你Ẕ祖宗逼迫呢．他Ẕ也把栬先Ỉ宜那ᷱ者要㜍的人㛨
了．如今你Ẕ又把那ᷱ者⋾了、㛨了。(使徒行Ỉ7:5 1 －5 2 )
你要是回到他ẔṶ前的⌮史㖞，你Ể⍹䍘他Ẕ的祖宗逼迫了每一位神真正的先知。以崃Ṃ
被逼迫，最后被擗成᷌段。耶利米因Ỉ孚主的名被扔徃地牢里。以利Ṃ和以利沙因ᷢ指峋
邪〞的君王而惹下了大麻䂎。告孱我，那一᷒先知、不是他Ẕ祖宗逼迫呢?

他Ẕ也把栬先Ỉ宜那ᷱ者要㜍的人㛨了．( 使徒行Ỉ7:5 2 )
㌊句宅宜，征些先知栬先宜到⻍崃Ṃ的到㜍，征些神的真正的先知，他Ẕ把栬先Ỉ宜那ᷱ
者那⻍崃Ṃ要㜍的人㛨了。
“如今你Ẕ又把那ᷱ者⋾了、㛨了。”我宜你Ẕ比你Ẕ的祖宗更坏。他Ẕ也把栬先Ỉ宜那
⻍崃Ṃ要㜍的先知都㛨了．你Ẕ⌜把那⻍崃Ṃ亁㛨了。多么᷍重的指控啊。你Ẕ把那ᷱ者
⋾了、㛨了。

你Ẕ受了天使所Ỉ的律法、竟不遵守。(使徒行Ỉ7:5 3 )
他Ẕ控告司提反富讟摩西的律法，他宜，“瞧，你Ẕ并㱉有遵行，你Ẕ已乷⮮它⺫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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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ế人听奩征宅、就极其〤怒、向司提反咬牙切漧。但司提反被圣䀝充㺉、定睛望
天、看奩 神的匋耀、又看奩耶䧋站在 神的右彡．就宜、我看奩天⺨了、人子站
在 神的右彡。(使徒行Ỉ7:5 4－5 6 )
你Ẕ的祖宗⺫亅了乎瑟，神使他成ᷢ宰相。你Ẕ的祖宗⺫亅了摩西，神使他成ᷢ首栮。你
Ẕ⺫亅了耶䧋基督，神使他掌㛫。我看奩耶䧋站在神的右彡．在⏗示里，在亁推雅推喇
教Ể的信中，耶䧋⸼孠宜，那得胜又遵守他命令到底的、我要峸亁他㛫柄制伏列⚥．司提
反看奩耶䧋并不是坐在神的右彡，而是站在神的右彡。我孌ᷢ征里的意ᷱ是很重大的。我
相信耶䧋站起㜍是要接收早期教Ể的第一位殉道者。百万人ᷢ耶䧋基督作奩孩而失去生命
的人的⣜一᷒。我相信司提反栬⢯好殉道㖞，耶䧋站起㜍是要接他徃入天⚥。“人子站
在 神的右彡。”

ế人大⢘喊叫、摀䛨耳朵、滸心㊍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打他．作奩孩的
人、把衣裳放在一᷒少年人名叫㈓仿的僂前。他Ẕ正用石⣜打的㖞候、司提反呼吁
主宜、求主耶䧋接收我的䀝魂。又跪下大⢘喊䛨宜、主阿、不要⮮征罪于他Ẕ。
宜了征宅、就睡了．㈓仿也喜ぎ他被害。( 使徒行Ỉ7:5 7－6 0 )
我Ẕ⍹䍘司提反殉道的情形与我Ẕ所看到耶䧋被搱十架的情形很相似，他在ᷢ那些加害他
的人代䤟。你存得，耶䧋宜，

“父阿、赦免他Ẕ．因ᷢ他Ẕ所作的、他Ẕ不㗻得。”
又跪下大⢘喊䛨宜、主阿、不要⮮征罪于他Ẕ。( 使徒行Ỉ7:6 0 )
ᷢ那逼迫你Ẕ的䤟告。耶䧋宜，

咒孭你Ẕ的要ᷢ他祝福、凌辱你Ẕ的要ᷢ他䤟告。( 路加福音6:2 8 )
因此司提反遵循耶䧋的榜㟟。另外，我Ẕ看到司提反征里把他的䀝交托亁神，就象耶䧋在
十字架上，⮮他的䀝交在神的手里。照䛨主被搱十字架的榜㟟，司提反䍘在殉道了，那是
教Ể所洒下的第一滴血。乻果，他Ẕ㱉能消䀕教Ể的奩孩，反倒是奩孩到⢬Ỉ了⺨㜍。因
ᷢṶ那㖞起，教Ể遭受了极大的逼迫。
䍘在介乵亁我Ẕ的，是主要的迫害者之一。一位䂕心的少年䉡太人。一᷒法利崃人中的法
利崃人。他的名字叫㈓仿。㈓仿喜ぎ司提反被害，他站在一旁，ᷢ那些扔石⣜的人看守衣
裳。毫无疑斖他在一旁亁他Ẕ助威。但我深信司提反的死⮡保仿影⑵极大，他再也无法⮮
其㏮僙。我相信征最买成了保仿主的背景。你存得，耶䧋最买在保仿往大樔色去⮮基督
徒ℛ徃䙹牢的路上得䛨了他，

保仿，你用僂踢刺是晦的。(使徒行Ỉ9:5 )
司提反的死⮡保仿㜍宜就是刺。听到征᷒年弣人的宅，看到他好象天使的面貌，毫无疑
斖，司提反所作的奩孩，“嗨，我Ẕ的祖宗⺫亅了乎瑟，神使他成ᷢ宰相。我Ẕ的祖宗⺫
亅了摩西，神使他成ᷢ首栮。我Ẕ是否也有⺫亅神的首栮罪彯呢?然，彼得宜彯，“你
Ẕ『匠人所⺫的石⣜、已作了房角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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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耶路撒冷的⚥Ể 里⍹言，目的是要表彦福音派的基督徒⮡以色列⚥的支持。在那次
的⚥Ể上，我往㱉⍹言前，我接到"ǦMea-shureem"的拉比的一封㜍信。他Ẕ是极端的保守
分子。他Ẕ在信中᷍重指峋我ᷢ耶路撒冷的和平与⚥Ể打交道。⚥Ể的名字就是“耶路撒
冷和平⚥Ể”。征᷒拉比宜，在圣所得到重建之前，以色列㱉有㛫利以一᷒⚥家的形式存
在。我Ẕ要先有我Ẕ的圣所，然后才能以一᷒⚥家的形式存在。征᷒⚥家不是真正的⚥
家。接䛨，他ᷢ我⮡以色列的支持批孬我
。我曾在那里向孠多䉡太人作奩孩，他Ẕ都成了我一家人的朋友。我⮮征封充㺉仇恨的信
亁我的一᷒朋友看。我宜，“看看你Ẕ的一᷒拉比寄亁我的。”他宣完以后⎀得非常生
气。他宜，“⇓理他，他Ẕ都䕗了。他Ẕ是群极端分子，他Ẕ都䕗了。”我宜，“但是他
Ẕ是宗教⣜目，他Ẕ是拉比。”“那㱉ℛ系，他Ẕ䕗了，一群䕗子，他Ẕ不知道他Ẕ宜的
是什么。”我宜，“那真是有趣，你有㱉有停下㜍想一想?初⺫亅耶䧋的，有可能就是
征䰣人，极端分子和䕗子Ẕ。
你Ẕ仍然跟䛨他Ẕ极端䕗狂的乻孢⎿?”他无宅可宜。

Ṷ征日起、耶路撒冷的教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斐徒都分散在䉡太和撒䍃
利Ṃ各⢬。有虔宂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他捶胸大哭。(使徒行Ỉ8:1－2 )
很可能征些虔宂的人并非基督徒或教Ể的成␀。我征么宜是因ᷢ他Ẕᷢ他捶胸大哭。他Ẕ
要是真正理解了神的子民死后的乻局，就不Ểᷢ他捶胸大哭。反倒Ểᷢ他Ẕ高ℜ，因ᷢ他
䍘在在天⚥与主同在。征些人有可能是虔宂的䉡太人，但完全不能确定他Ẕ是基督徒。只
是虔宂的人，䉡太人常以如何虔宂彼此描述。征些虔宂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可能ᷢ䛨征
么杰出的年弣人被人群虐待而捶胸大哭。

㈓仿⌜㬳害教Ể、徃各人的家、拉䛨男女下在䙹里。(使徒行Ỉ8:3 )
保仿是受Sanhedrin的授㛫⮮求告主名的人下䙹牢的，他到⢬去聚Ể的家，᷍重破坏早期教
Ể。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去Ỉ道。(使徒行Ỉ8:4 )
逼迫不但㱉有⌳制教Ể的奩孩，反倒使奩孩到⢬Ỉ播。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去Ỉ道。 于
是福音在䉡太全地、和撒䍃利ṂỈ遍了。耶䧋在第一章已乷⮡他的使徒Ẕ宜彯，（第8
刪）

但圣䀝降ᷜ在你Ẕ身上、你Ẕ就必得䛨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 使徒行Ỉ1:8 )
你存得他Ẕ宜彯的，

你Ẕ倒把你Ẕ的道理充㺉了耶路撒冷。(使徒行Ỉ5:28)
䉡太全地、和撒䍃利Ṃ、征里我Ẕ看到教Ể下一步，是Ṷ耶路撒冷到䉡太全地、和撒䍃利
Ṃ，征是逼迫的乻果。保仿是逼迫教Ể的⣜目之一。

腓利 (使徒行Ỉ8:5 )
他是那七᷒被早期教Ể指定管理椕食和打理教Ể福利的人中第二位。神再次使用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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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名⢘、被圣䀝充㺉、智能充足的人去作Ỉ道人的工作。㔘年之后，我Ẕ⍹䍘腓利住在宍
撒利Ṃ．被䦘ᷢỈ福音的腓利。征㖞他有四᷒女儿，她Ẕ有宜栬言的恩峸。保仿在回耶路
撒冷的路上在宍撒利Ṃ停留了几天，与腓利同住。我想象他Ẕ可能一起宰孢司提反先前的
一些乷⌮，保仿和腓利都在事⍹䍘⛢的周⚜。回⽮他Ẕ早期的相遇，只是㖞他Ẕ走䛨不
同的路。后㜍在宍撒利Ṃ，神用福音的共事⮮他Ẕⷎ到一起。

腓利下撒䍃利Ṃ城去、宣孚基督。(使徒行Ỉ8:5 )
你存得“基督”征孵在希腊文 里指的是“⻍崃Ṃ”。因此他亁他Ẕ宣孚⻍崃Ṃ。撒䍃利Ṃ
人在⮣找⻍崃Ṃ。你存得耶䧋在井旁遇到的那᷒⤯女⎿？在⎁加的附近。她⮡耶䧋宜，
“我知道⻍崃Ṃ要㜍．他㜍了、必⮮一切的事都告孱我Ẕ。”他Ẕ在⮣找⻍崃Ṃ。他Ẕ了
解与⻍崃Ṃ有ℛ的乷文，他Ẕ在⮣找⻍崃Ṃ。你存得那⤯女跑到城 里，“⮡ế人宜、你Ẕ
㜍看、有一᷒人⮮我素㜍所行的一切事、都亁我宜出㜍了、莫非征就是基督么。”他Ẕ出
㜍，听了耶䧋的宅，然后他Ẕ宜，“䍘在我Ẕ信、不是因ᷢ你的宅、是我ẔṚ自听奩了、
知道征真是救世主。”因此在撒䍃利Ṃ已乷洒下有种子了，腓利向他Ẕ宣孚⻍崃Ṃ。

ế人听奩了、又看奩腓利所行的神御、就同心合意的听Ṷ他的宅。因ᷢ有孠多人被
污鬼附䛨、那些鬼大⢘呼叫、Ṷ他Ẕ身上出㜍．往有孠多䗓䖒的、瘸腿的、都得了
⋣治。在那城里、就大有㫊喜。(使徒行Ỉ8:6－8 )
䍘在在撒䍃利Ṃ城，福音得到Ỉ孚，乻果人Ẕ的ℭ心大有㫊喜，征是好消息被Ỉ孚后的
乻果。

有一᷒人、名叫西斐、向㜍在那城里行邪㛗、妄自尊大、使撒䍃利Ṃ的百姓惊
奇．(使徒行Ỉ8:9 )
征一᷒人有可能是魔㛗ⶰ，他使用邪㛗，孑百姓深信他有极大的神秘魔㛗法力。

无孢大小、都听Ṷ他、宜、征人就是那䦘ᷢ

神的大能者。(使徒行Ỉ8:1 0 )

他Ẕ因ᷢ西斐的邪㛗，受他標使了很攧㖞斜，如今他Ẕ信了腓利。他Ẕ信了腓利所Ỉ
⚥的福音、和耶䧋基督的名、徆男ⷎ女就受了洗。

神

他Ẕ不再受西斐的標使，他Ẕ信了福音并受了洗。

西斐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利在一⢬．看奩他所行的神御和大异能、就
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奩撒䍃利Ṃ人栮受了 神的道、就打⍹彼得乎翰往他
Ẕ那里去。(使徒行Ỉ8:1 3 －1 4 )
Ṷ福音Ḏ 里可以看出，彼得和乎翰是⮡有趣的同伴。ᾑ᷒性情不同的人。⌜被ⷎ到一起，
彼此有䛨䳏密的ℛ俼。值得注意的是，征是使徒行Ỉ最后一次提到乎翰。在后面往提到彼
得。然，注意力⮮Ể集中到保仿和巴拿巴及其它人的身上。征里值得注意的是，征是使
徒行Ỉ最后一次提到乎翰，乎翰比其它的使徒Ẕ都要攧命。他后㜍⅁了他的福音Ḏ，他的
三封Ḏ信，和⏗示。后㜍在耶路撒冷，我Ẕ宣到教Ể商孖一些斖桀。奇怪的是，㱉有提
到乎翰在中㉭任彯任何角色。Ḏ中㱉有提到。除了宜我不知道Ḏ中ᷢ什么㱉有提到，我
⭆在㱉有什么建孖的。就好象乎翰在他的福音Ḏ 里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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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䧋所行的事、往有孠多、若是一一的都⅁出㜍、我想所⅁的Ḏ、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
(乎翰福音)
使徒在耶路撒冷、听奩撒䍃利Ṃ人栮受了

神的道、就打⍹彼得乎翰往他Ẕ那里去。

那㟟，彼得就不可能是“教皇”因ᷢ他是被派遣去的。他是被派去的。㱉有宜他有教皇的
㛫威，在下令，只是被使徒Ẕ打⍹去了。

᷌᷒人到了、就ᷢ他Ẕ䤟告、要叫他Ẕ受圣䀝．因ᷢ圣䀝往㱉有降在他Ẕ一᷒人身
上．他Ẕ只奉主耶䧋的名受了洗。(使徒行Ỉ8:1 5－1 6 )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圣乷孬孢人在征里遇上斖桀。他Ẕ往㱉有栮受圣䀝征事⭆。圣䀝往㱉
有降ᷜ他Ẕ身上的事⭆。人Ẕ通常孌ᷢ是圣䀝亁一᷒人施洗入“基督的肢体”的、若不
是被圣䀝感≐的、也㱉有能宜耶䧋是主的。一᷒接受了耶䧋基督，受了洗，圣䀝便昷之徃
入他Ẕ生命。我Ẕ知道你不能接受耶䧋徃入你的生命而不接受圣䀝。因此⮡于大多㔘圣乷
孬孢人㜍宜，征里的主要斖桀是撒䍃利Ṃ人相信了，并受了水洗。使徒Ẕ⌜打⍹他Ẕ去ᷢ
要孑他Ẕ任何接受圣䀝，因ᷢ圣䀝往㱉有降在他Ẕ身上。我奱得奇怪的是，征所有在征乷
文遇到斖桀的⬎者Ẕ㱉有留意到希腊文 里的介孵。你存得耶䧋跟他的使徒Ẕ宰到圣䀝的㖞
候宜，
“因他常与你Ẕ同在、也要在你Ẕ里面。”
后㜍耶䧋宜，
但圣䀝降ᷜ在你Ẕ身上、你Ẕ就必得䛨能力。(使徒行Ỉ1:8)
征里希腊文的介孵是一㟟的，征里使用的是"Hip pee"。圣䀝往㱉有降在他Ẕ身上。因此孬
孢人有晦桀，孽⚦宜，“他Ẕ㱉有被圣䀝充㺉，征是撒䍃利Ṃ䊔特的⛢合，因ᷢ征是第一
次Ṷ耶路撒冷外出。”他Ẕ在征段乷文上真是斟酌，行出各㟟愚蠢的事。因ᷢ他Ẕ不想承
孌与主分⇓⺨㜍的圣䀝加添能力的乷⌮。然而征段乷文正是孩⭆了征种乷⌮。㱉擁，耶䧋
徃入我Ẕ生命的㖞候，我Ẕ栮受了圣䀝。但在救恩之后，往有᷒加添能力的乷⌮。圣䀝
ᷜ到我Ẕ身上的㖞候，他恩膏我Ẕ，宜我Ẕ的生命披上神的圣䀝的能力，孑我Ẕ可以侍奉
神。征也是很䬨⋽的，很明㗦的解答，⌜使大部分的圣乷孬孢人乲倒。征么容易解答的，
他Ẕ孽䛨ᷢ征段乷文找不同的解慲，使我奱得真是好玩。
他Ẕ接受了耶䧋基督，他Ẕ受了洗，圣䀝很明㗦是住在他Ẕ里面。他Ẕ往㱉有像使徒Ẕ在
五旬刪所乷⌮的那种加能力的乷⌮。因ᷢ圣䀝往㱉有降在他Ẕ一᷒人身上．他Ẕ只奉主耶
䧋的名受了洗。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Ẕ⣜上、他Ẕ就受了圣䀝。西斐看奩使徒按手、便有圣䀝峸
下．就拿摙亁使徒、宜、把征㛫柄也亁我、叫我手按䛨宩、宩就可以受圣䀝。( 使
徒行Ỉ8:1 7 －1 9 )
西斐看到按手使人栮受圣䀝的㖞候，他Ẕ在栮受圣䀝加添的能力，必定有看得奩听得到的
外在的御象，不然，他怎么Ể么求那种能力呢？假如他Ẕ亁征些人按了手，宜，“你Ẕ栮
受圣䀝。”⌜㱉有看得奩听得到的御向㜍表明恩峸的Ỉ授，西斐就不Ể有征么⻢烈的愿望
56 of 207
使徒行Ỉ

要得到同㟟的能力了。毫无疑斖，征些人栮受圣䀝亁他Ẕ加添能力的㖞候，必定有某些御
向的。在我看㜍，他Ẕ无疑是在孚⇓⚥的宕言，或孠是在宜栬言，就像19章 里在以弗所的
情形一㟟。嘥然征里㱉有征么宜，我᷒人感奱是征㟟的情形
。那就是西斐想要Ḙ征能力的原因。后㜍在教Ể㶿透的Ḙ⋾圣俴罪就是Ṷ他想要Ḙ征能力
⺨始的。也就是在教Ể之ℭ峕Ḙ俴位。不幸的是，教Ể乷⌮了一段很黑暗的㖞期，教Ể的
俴位拍⋾亁出价最高的人。有㖞候，教皇和他的位置都拍⋾亁出价最高的人。Ḙ⋾圣俴是
丑〞的罪行，那种峕Ḙ俴位和㛫利的行ᷢ的确徃入了教Ể。
征在魔㛗ⶰ之斜是很平常的。要是一᷒魔㛗ⶰ有高明的樿㛗，其它的魔㛗ⶰ就⮣求把它Ḙ
下㜍，就征么成交的。那㖞有一群人乷反“樿㛗， 就是一种平常的彼此⎀⋾樿㛗的᷂≉。
因此，征西斐是行邪㛗的，是᷒樿子，彯去曾Ḙ⋾信息哄樿百姓，他以ᷢ䍘在他可以用摙
Ḙ下神的恩峸。

彼得宜、你的撞子、和你一同䀕亡伊．因你想
徒行Ỉ8:2 0 )

神的恩峸、是可以用摙Ḙ的。( 使

多可怕的事啊。

你在征道上、无分无ℛ．因ᷢ在

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使徒行Ỉ8:2 1 )

彼得在征里在操乫辨⇓宠䀝的恩峸，⺨始孌真⢬理西斐心不正的斖桀。

你懊悔你征罪〞、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偮之
中、被罪〞捆乹。(使徒行Ỉ8:2 2－2 3 )
⯥管他跟昷腓利，并极其崆峷腓利所做的工，然而在ℭ心，他⌜在苦偮之中。或孠因ᷢ百
姓不再像Ṷ前那㟟听Ṷ他而怀恨在心。ᷢ䛨百姓如今跟昷腓利Ỉ亁他Ẕ新的首栮，耶䧋基
督而怀恨在心。他的跟昷者离⺫他去跟昷他人，他在苦偮之中。⯥管外表上，他与腓利同
在，跟昷䛨他，并受了洗。ℭ心⌜在苦偮之中、被罪〞捆乹。怨恨是很可怕的᷄西。一᷒
人在ℭ心怀䛨怨恨是多么悲哀啊！怨恨只ỂỌ你，只有害⢬。
你⭆在是怨恨不起的。彼得⮡他宜，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你有怨恨，被
罪〞捆乹。

西斐宜、愿你Ẕᷢ我求主、叫你Ẕ所宜的、㱉有一㟟ᷜ到我身上。 他求䤟告，我相
信他是真宂的。 使徒既孩明主道、而且Ỉ孚、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䍃利Ṃ好
些村庄Ỉ㈔福音。(使徒行Ỉ8:2 4－2 5 )
因此乎翰和彼得成了Ỉ道人。他Ẕ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在沿路在撒䍃利Ṃ好些村庄停留，
向孠多人Ỉ㈔福音。

有主的一᷒使者⮡腓利宜、起㜍、向南走、往那Ṷ耶路撒冷下迦叐的路上去。那路
是㖟野。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埃提阿伯〔即古⭆奩以崃Ṃ十八章一刪〕
人、是᷒有大㛫的太䙹、在埃提阿伯女王干大基的手下管撞⸻、他上耶路撒冷䣤
拜去了．䍘在回㜍、在弎上坐䛨、念先知以崃Ṃ的Ḏ。(使徒行Ỉ8:2 6 －2 8 )
征里有几䁡是引人注意的。第一䁡，征里孑我Ẕ奩孮神是如何借䛨他的圣䀝ⷎ栮我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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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㖞候人Ẕ跟我宜，“要是我知道神⮡我的生命的旨意宍多好。”他Ẕ其⭆宜的是，
“我希望神把我的未㜍在撞幕上㗦示亁我看。我想知道我的未㜍。我想知道神亁我的安排
是什么。然后我就可以⅛定我想不想做。”我Ẕ通常想知道往后五年神的旨意，明年，今
后五年，我Ẕ要我Ẕ的五年孉䓣，十年孉䓣。“神啊，亁我㏲⺨㜍。”但是，有主的一᷒
使者⮡腓利宜，

起㜍、向南走、往那Ṷ耶路撒冷下迦叐的路上去。那路是㖟野。( 使徒行Ỉ8:2 6 )
他㱉再告孱他什么。那是神的旨意的⣜一步。
在我Ẕ行⣜一步之前，神㱉再⮡他宜宅。很多㖞，我Ẕ非要神亁我Ẕ第二步，第三步，第
四步，才肯走⣜一步。我Ẕῦ向 于宜，“主，你要我去迦叐到底是ᷢ了什么？那里荒无人
䂇，是᷒㖟野，你ᷢ什么要我离⺨撒䍃利Ṃ征大型的聚Ể呢？主啊，你犯了大擁了。那里
㔘百人主，他Ẕ都㜍听福音。主啊，那多令人激≐啊。ᷢ什么要我去迦叐呢？”我想弄
清主亁我⣜一步的理由。我想弄清整᷒孉䓣。神的全䚀孉䓣。但是，神⌜通常只亁我Ẕ⣜
一步。⣜一步完成了，才Ể有第二步。我肯定，他要是留在撒䍃利Ṃ，跟神ḱ孢，要弄清
征一呼召的原因，他是不Ể成功的。神Ể差遣⇓的人去奩埃提阿伯的太䙹。一步一᷒僂
印，通常是神ⷎ栮我Ẕ的方式。那是神ⷎ栮我的生命的方式。我曾乷⮡此感到䂎〤。神只
是一步一᷒僂印的ⷎ栮我，我曾乷非常不㺉。䍘在我⍹䍘征种方式很令人激≐。我特⇓喜
㫊神的≐工。
我走一步㖞，他Ẕ宜，“好了，主啊，䤊行≐吧。”主已乷告孱我的，我栢Ṷ，然后我等
䛨衪的下一᷒指令。我不喜㫊自己的行≐。我行≐的宅，很多㖞候我Ể遇到麻䂎。要是我
照䛨行≐了，弔彯㜍，“好了，主啊，又宍你行≐了。”就是很栢利。腓利栢Ṷ了⣜一
步。他去了，他心 里肯定有很多疑斖，但是他离⺨了撒䍃利Ṃ，离⺨了大复ℜ，去了那᷒
地⋢，Ṷ耶路撒冷到迦叐的㖟野地方。
注意征᷒人已乷到彯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正Ṷ那里回㜍，在弎上坐䛨、念先知以崃Ṃ的
Ḏ。我相信征是᷒真宂⮣求神的人。在他心理，他是真心想⮣找主，圣䀝无疑在吸引䛨
他。他到敬拜的中心耶路撒冷去⮣求神。作ᷢ埃提阿伯人，他Ẕ熟悉䉡太教。因ᷢ示巴女
王曾探孧所仿斐王，她把征希伯㜍的信仰ⷎ回到埃提阿伯，就是那"fillanjess"彸≐。那些信
仰和施行䉡太教的。根据他Ẕ的Ỉ亇，示巴女王回埃及㖞，往怀了所仿斐的儿子。他Ẕ管
征儿子叫“䉡大族的䊖子”。最近宣誓就俴的埃提阿伯首栮，"Hal-e-so-lassie"，宣䦘是Ṷ
䉡太王，那些信仰䉡太教的埃提阿伯人的首栮所仿斐直系派生的。因而，䉡太教在埃提阿
伯是ế所周知的，而耶路撒冷是䉡太教的中心
。征᷒人⮡神的⮣求自然把他ⷎ去了耶路撒冷。悲哀的是，他在耶路撒冷的㖞候并㱉找䛨
他所⮣求的。䍘在埃提阿伯的回程中，他好象初㜍的㖞候一㟟᷌手空空。ℭ心仍然渴慕
神。神看到了他渴慕的心。神Ể学法亁每一位宂心⮣求他的人ⷎ去他的䇙和真理。如果一
᷒人Ṷ心里真心⮣求神，我相信就是靠神御，神都Ể㗦示真理。我想，征里就是征种情
形。神看到征᷒人， 于是在复ℜ中，他感≐了腓利的心，⮡他宜，

向南走、往那Ṷ耶路撒冷下迦叐的路上去。那路是㖟野。(使徒行Ỉ8:2 6 b )
到那里之后，他看奩征樔弎，和坐在樔弎上的人，圣䀝⮡腓利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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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峜近那弎走。(使徒行Ỉ8:2 9 )
（征是第二步）在他栢Ṷ了⣜一步，才有了征第二步。

腓利就跑到太䙹那里、听奩他念先知以崃Ṃ的Ḏ、便斖他宜、你所念的、你明白
么。他宜、㱉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実腓利上弎、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
段乷、宜、『他像羊被䈝到宰㛨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他也是征㟟
不⺨口。他卑微的㖞候、人不按公ᷱ⭉判他．〔原文作他的⭉判被⣢去〕宩能述宜
他的世代、因ᷢ他的生命Ṷ地上⣢去。)( 使徒行Ỉ8:3 0 －3 3 )
以崃ṂḎ5 3章
以崃Ṃ栬言宜神的仆人⮮被蔑奮，⺫亅。神的仆人的生命⮮被⣢去。他⮮象羊羔一㟟被宰
㛨，但他并不⺨口。

太䙹⮡腓利宜、実斖、先知宜征宅、是指䛨宩、是指䛨自己呢、是指䛨⇓人呢。腓
利就⺨口Ṷ征乷上起、⮡他Ỉ孚耶䧋。(使徒行Ỉ8:3 4 －3 5 )
征人宣的是㖏乎的那一部分并不重要，Ṷ征部分乷文或如何一部分乷文，都可以Ỉ孚耶
䧋。因ᷢ㖏乎Ṷ⣜到尾都是耶䧋的故事。耶䧋宜，“你Ẕ查考圣乷．因你Ẕ以ᷢℭ中有永
生．亁我作奩孩的就是征乷。”哦，主啊。
他Ṷ那段乷文⺨始向他Ỉ孚耶䧋，耶䧋在以樔忤斯路上向那ᾑ᷒斐徒解慲乷文，Ṷ摩西和
ế先知起、凡乷上所指䛨自己的宅、都亁他Ẕ孚解明白了。孚他必栣受晦，死亡，然后复
活。

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䙹宜、看哪、征里有水、我受洗有甚么妨䠵
呢。〔有古卷在此有腓利宜、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宜我信耶䧋基督是
神的儿子．〕于是吩咐弎站住、腓利和太䙹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利就亁他施洗。Ṷ
水里上㜍、主的䀝把腓利提了去、太䙹也不再奩他了、就㫊㫊喜喜的走路。(使徒
行Ỉ8:3 6 －3 9 )
腓利的事工亁人Ẕⷎ㜍喜᷸。你存得在撒䍃利Ṃ，因䛨他的事工，在那城里、就大有㫊
喜。他服侍了征᷒人，他亏井上路，再也不用⮣求了。他已乷找䛨了。在找到与神一᷒真
正的ℛ系之后，他高ℜ㫊喜。Ṷ那㖞起，⌮史上在埃提阿伯一直有᷒教Ể。他无疑在埃提
阿伯Ỉ孚福音以及建立教Ể方面有极大的影⑵。他就㫊㫊喜喜的走路。至于腓利，有趣的
是，“主的䀝把腓利提了去”是怎幺亁提去的呢？征䁡我不清楚。有㖞候我希望主的䀝⮮
我提走。特⇓是我筋疲力⯥了，往要走很攧的路的㖞候。

后㜍有人在Ṃ撩都遇奩腓利、(使徒行Ỉ8:4 0 )
Ṷ宕言上看，征似乎是一种奇御性的被提。那是宕言所暗示的。然，征里㱉有提到所使
用的方式，所以去猜㳳也是㱉有用的。

后㜍有人在Ṃ撩都遇奩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Ỉ福音、直到宍撒利Ṃ。
(使徒行Ỉ8: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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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一᷌章，我ẔỂ看到彼得去了⎽大的教Ể。他⋣治了一᷒名叫以尼雅的、他得了䗓
䖒、在褥子上躺⌏八年。后㜍我Ẕ⍹䍘，乎帕的教Ể听宜彼得在⎽大，他Ẕ派人実他到乎
帕去，因ᷢ有᷒叫多加的⤯女患病死去， 于是彼得去了乎帕，去服侍多加。在⎽大和乎帕
怎幺Ể有教Ể的呢？你在地⚦上可以找到迦叐，往有Ṃ撩都，乷文宜他ṶṂ撩都走遍那地
方、在各城宣Ỉ福音、直到宍撒利Ṃ。我相信在⎽大和乎帕的教Ể有可能是Ỉ道人腓利建
立的。因ᷢ征些是他ṶṂ撩都到宍撒利Ṃ要乷彯的城市。我想因ᷢ他的事工，征些教Ể成
立了。同㟟征些地⋢，后㜍邀実彼得去服侍生病的人。
看起㜍，他到了宍撒利Ṃ后，就在那里定居下㜍。我⮡征完全可以理解。征是一᷒美ᷥ的
㺐海城市，靠䛨地中海。地中海的海水特⇓的咅，那里的海㺑特⇓美ᷥ，如果我能徱㊑我
的居所，宍撒利Ṃ是很不擁的徱㊑。
因此腓利在那里定居下㜍。多年后，保仿在宍撒利Ṃ探孧了腓利，在往耶路撒冷去之前，
在他家里停留了几天。在使徒行Ỉ的后半部分，我Ẕ往⮮回到腓利在宍撒利Ṃ的家。我Ẕ
Ể再次㜍到他家，跟保仿一同探孧几天，征就是我⻢宫他在宍撒利Ṃ的家的原因，因ᷢ在
乻束使徒行Ỉ之前，我Ẕ往Ể回到征᷒家。
下周我Ẕ徃入第九章，我ẔỂ看到保仿主的故事，以及征故事中引人注意的方面。然后
是彼得在⎽大和乎帕的探孧，第十章，在宍撒利Ṃ，就是腓利定居的城市，圣䀝降ᷜ到外
邦人哥尼流的身上。有趣的是，神呼召了彼得去做征事。有可能征㖞腓利不在城里，也有
可能他已乷撒下了种子，征可能是哥尼流成ᷢ如此虔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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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Ỉ第9章
恰克 史密思 牧ⶰ ( 各各他教Ể)
Ṃ⌮山大大帝征服全世界的㖞候，他在世界各地留下了零星不全的希腊文化。 最后
征些希腊文化⎀得很有影⑵力。嘥然仿樔帝⚥征服了希腊帝⚥，希腊文化的精神仍然存
在。 所以世界嘥是在仿樔的亇治之下，往是被希腊文化所支配䛨。
比弫起㜍，希腊文化比弫注重刢㛗而希伯㜍文化⌜偏向法律奬章。 希伯㜍文化的代表
是法立崃人，他Ẕ非常᷍寐也非常注重律法。 所以征不晦解慲征些文化之斜的⅚突；
因ᷢ彼此注重的地方完全不一㟟。
在征段㖞斜里，以色列是分裂的。䉡太人可分ᷢ希⌮尼人和希伯㜍人。 而大部分的䉡
太人都是有希⌮尼文化背景的物峐主ᷱ者。反奪法立崃人⌜是希伯㜍文化的跟昷者。
因此一᷒人想要有效的接近䉡太人， 他不但要俱⢯⮡希⌮尼文化的孌孮， 也栣要⮡
希伯㜍文化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神㊋徱了祂的器皿，保仿。
保仿的出生地，大㔘 ，是希腊文化中心之一的地方。因ᷢ他的父母都是希伯人， 而且
都是法立崃人， 保仿栢理成章的也遵行希伯㜍的文化， 直到他十四Ⱙ那年， 孌孮了一
些希腊文化背景的玩伴， 因此⺨始⮡希腊文化有初步的孌孮。 但是他的父母ᷢ了不孑
保仿接触希腊文化， 他十四Ⱙ㖞，宁可送他到耶路撒冷的希伯㜍大⬎，受教于迦䍃
略斐下， 他是㖞最有名的法利崃人教ⶰ之一，而不愿他到小Ṃ乮Ṃ去宣Ḏ 。
之后保仿嘥然深深的被法立崃文化所影⑵， 但是他Ṷ未真正㏮僙幼年㖞他所接触的希
⌮尼文化。 征种种的一切塭⢯使保仿成ᷢ最合神使用的器皿； 他⮮ⷎ䛨耶䧋基督真理
的福音走徃那些希⌮尼人的世界。 所以Ṷ第九章⺨始，神孑我Ẕ知道在他眼里的保仿
原㜍是征么㟟的一᷒人。

㈓仿仍然向主的斐徒、口吐威⎻凶㛨的宅、去奩大祭司、求文Ḏ亁大樔色的各Ể
堂、若是找䛨信奉征道的人、无孢男女、都准他捆乹ⷎ到耶路撒冷。㈓仿行路、
⮮到大樔色、忽然Ṷ天上⍹光、四面照䛨他。 他就仆倒在地、听奩有⢘音⮡他
宜、㈓仿、㈓仿、你ᷢ甚么逼迫我。他宜、主阿、你是宩。主宜、我就是你所逼
迫的耶䧋。用僂踢刺是晦的。(使徒行Ỉ 9:1 - 5 )
保仿暸解到。他宜

弟兄Ẕ、我不是以ᷢ自己已乷得䛨了。( 腓立比Ḏ3:1 3 )
保仿征㖞⮡神的理解: 他宜了一句徆他自己都往不明白的宅， “主啊，你是宩?” Ṷ征
里我Ẕ可以看到神的⏗示⮡保仿的影⑵力， 往有神如何把征᷒人一百八十度的扭弔彯
㜍。在征段乷文里更提到神的䀝早已⺨始在保仿的心里≐工。 因ᷢ神孑他知道逼迫神
的儿女往有抵㋉真道是极困晦的事。 俗宅宜得好，「⮡䛨尖刺踢是晦上加晦的事」。
⅄人把征些 “尖刺”作工具放置在犁的前面，所以牛不乖，不听宅而且⺨始向后
踢的㖞候，牛踢到的尖刺Ể告孱牠Ẕ如果徱㊑亏井踢Ể是非常不明智的行ᷢ。 而征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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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保㉌到正在耕犁的人。 征就是征句俗宕的由㜍。
我相信司提反的死⮡保仿㜍孚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影⑵。 他看司提反死的㖞候。 他宜
我喜ぎ他被害， 征就代表保仿是公Ể中的一份子，他以公ỂỂ␀的身份⮡司提反的死
投了崆成票。 更值得我Ẕ注意的是保仿栣要乻彯婚才能做公ỂỂ␀，但是ℛ于保仿妻
子的⎁述，圣乷里并㱉有存弥。 有一些早期教Ể流Ỉ宜保仿接受基督教的㖞候，他
的妻子离⺨了他，然后᷌᷒儿子其中之一跟了保仿，另一᷒跟Ṷ他的妻子。 但是那只
是Ỉ宜伊了， 我Ẕ并不知道可不可信。
嘥然保仿看到了司提反的死以及听了他的信息，并且更看到神圣䀝的膏抹，他仍㖏⅛定
亏井一᷒正亇的法立崃人，想要把征᷒⇂ℜ起的教派Ṷ䉡太主ᷱ里除名。 所以保仿
去了大祭司那里
后㜍，保仿在⮡腓利比教Ể作奩孩的㖞候，他宜，

就䂕心宜、我是逼迫教Ể的。( 腓立比Ḏ3:6 )
然后他去到大樔色的路上，突然神⮡他㗦䍘。

他宜、主阿、你是宩。主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䧋。(使徒行Ỉ 9:5 )
Ṷ征里可以看到一件有趣的事。 保仿㖞不是正在逼迫教Ể⎿? 但是耶䧋⌜把自己与教
Ể䓣上等⎟。 所以Ṷ征里我Ẕ知道，⅚䛨我Ẕ所㜍的逼迫也是直接搰⮡我Ẕ主的。 祂
完全的把自己于教Ể。因ᷢ祂并㱉有宜，你ᷢ什么要逼迫 “我的教Ể”。耶䧋宜，
你ᷢ什么要 “逼迫我”? 因ᷢ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䧋 。

起㜍、徃城去、你所作的事、必有人告孱你。(使徒行Ỉ 9:6)
一᷒一百八十度的大弔⎀。

起㜍、徃城去、你所作的事、必有人告孱你。(使徒行Ỉ 9:6)
神在征里⮡保仿的命令不是非常䬨明扼要⎿? 存得上᷒䣤拜我Ẕ孚到神有㖞候Ể一步一
步的ⷎ栮我Ẕ。 所以神宁可不一次告孱保仿他的未㜍，他只是很䬨⋽的告孱他，起
㜍，徃城去，你所作的事，必有人告孱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宜不出宅㜍、听奩⢘音、⌜看不奩人。(使徒行Ỉ 9:7)
也有人孌ᷢ征段乷文好象互相矛盾。 征是因ᷢ保仿在使徒行Ỉ二十二章重新⎁述他之
前的乷⌮， 㖞跟他同行的人并㱉有听到任何⢘音，但是在征里他用的是不同的希腊
文， “他Ẕ并㱉有听清楚⢘音”。 更明确的宜法是，那些同保仿行走的人无法了解
神⮡保仿孚宅㖞的⢘音。 他Ẕ㱉有听到任何宅宕。 所以征里是㱉有矛盾的。 他Ẕ站
在那里，宜不出宅㜍，听奩⢘音，⌜看不奩人。

㈓仿Ṷ地上起㜍、䛩⺨眼睛、竟不能看奩甚么。(使徒行Ỉ 9:8)
他㖞有了瞎眼的乷⌮。

有人拉他的手、栮他徃了大樔色。(使徒行Ỉ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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Ṷ那㖞候⺨始，⮡保仿㜍孚，徃大樔色的方式一定跟他以前所想象的，是大不相同的。
他原是ⷎ䛨大祭司亁他的文件，⺨始把信神的人᷊徃䙹牢里。但是出乎意料的，他⌜是
以⍴眼失明的被朋友栮徃城里。

三日不能看奩、也不吃、也不喝。(使徒行Ỉ 9:9 )
我相信在征三天里，一定有很多事情在保仿的⣜傹里激匉䛨。 神把他跟Ṷ外界㜍的干
扰切除了，包括一些知奱上的干扰，所以他才能好好的朁下㜍思想到底⍹生了什么事。
就征㟟在征三天里他失去了奮奱，不吃也不喝，ᷢ的就是要仔乮回想他以前所做彯的
事。

下在大樔色、有一᷒斐徒、名叫Ṃ拿尼Ṃ。主在异象中⮡他宜、Ṃ拿尼Ṃ。他
宜、主、我在征里。主⮡他宜、起㜍、往直街去、在䉡大的家里、孧斖一᷒大㔘
人名叫㈓仿。他正䤟告又看奩了一᷒人、名叫Ṃ拿尼Ṃ、徃㜍按手在他身上、叫
他能看奩。Ṃ拿尼Ṃ回答宜、主阿、我听奩孠多人宜、征人怎㟟在耶路撒冷多多
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征里有Ṷ祭司攧得㜍的㛫柄捆乹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
⮡Ṃ拿尼Ṃ宜、你只管去。他是我所㊋徱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
面前、宣㈔我的名。(使徒行Ỉ 9:1 0 - 1 5 )
神栣要一᷒有像保仿背景的人。 一᷒可以跟希伯㜍人㱇通的人， 一᷒可以了解希⌮尼
文化，以及一᷒可以跟列王孚宅的人。 所以神㊋徱了保仿作ᷢ祂的器皿。 保仿自己也
知道神的手ᷜ到他，他往在母腹㖞就已乷被神㌉徱了。在他彯去的乷樴里，神的手ᷜ
到他，磨乫他，塭⢯他，完成神想要他做的工。
⮡每᷒神的仆人也是征㟟的，我Ẕ可以回⣜看奩神如何塭⢯我Ẕ，完成祂所想要我Ẕ做
的。保仿在⅁亁以弗所教Ể的Ḏ信里宜到，

“我Ẕ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䧋里造成的、ᷢ要叫我Ẕ行善、就是
叫Ẕ行的”(以弗所2:1 0 )。

神所栬⢯

神知道他⮡我Ẕ生命的孉䓣。 神也知道他所栣要你去完成的事工是什么。
䍘在，神正在塭⢯你去做祂的事工。 然后有一天你Ể⍹䍘你有的一切背景，征一切都
是神的孉䓣，征一切都是塭⢯我Ẕ成ᷢ合适的器皿。 征就⎀成一件值得ℜ⣳的事，因
ᷢ早在我Ẕ不孌孮神，不清楚祂的㖞候，祂早已在我的生命中≐工，准⢯我去完成他所
要我去做的工。 一᷒被㊋徱的器皿。

主⮡Ṃ拿尼Ṃ宜、你只管去。他是我所㊋徱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
人面前、宣㈔我的名。( 使徒行Ỉ 9:1 5 )
⮡我㜍孚是一句很有趣的旰述。

我也要指示他、ᷢ我的名必栣受孠多的苦晦。(使徒行Ỉ 9:1 6 )
我怀疑如果今天我是保仿的宅，神呼召我并且孑我知道以后所有我必栣遭受的患晦，我
不知道我是Ể亏井ᷢ祂做工或者就直接下台一鞠躬宜， “ 神阿，ᷢ什么你不派另一᷒
人去。 叫另一᷒人去做好了。” 我佩服保仿。 嘥然神孑他知道以后所有的苦晦但是他
63 of 207
使徒行Ỉ

已乷准⢯好了。他㏮上了他的生命然后Ṷ那㖞⺨始就㱉有退路。 他已跟神定了一᷒
乎，一᷒有ᷱ≉的乎，一᷒他不准⢯回⣜的乎。因ᷢ他知道是神的手在他的生命里引栮
他走到今天的局面。无孢如何，我要走征㜉路。

Ṃ拿尼Ṃ就去了、(使徒行Ỉ 9:1 7 )
神指示Ṃ拿尼Ṃ去找保仿的㖞候，他孌ᷢ神犯下了一᷒大的擁宗。 神阿，我听彯征
᷒人，你不是在⺨玩笑吧。 所以Ṃ拿尼Ṃ就走⺨了。

徃入那家、把手按在㈓仿身上宜、兄弟㈓仿、(使徒行Ỉ 9:1 7 )
我喜㫊征段，因ᷢ他樔上就承孌保仿ᷢ他的弟兄。 他樔上就接待保仿成ᷢ主里的弟
兄，弟兄㈓仿。

向你㗦䍘的主、就是耶䧋(使徒行Ỉ 9:1 7 )
你䍘在存得他 (保仿)所宜的，

就是耶䧋⮡他宜、㈓仿、㈓仿、你ᷢ甚么逼迫我。( 使徒行Ỉ 9:4 )
所以在征里Ṃ拿尼Ṃ宜的是神，甚至是耶䧋。

就是耶䧋、打⍹我㜍、叫你能看奩、又被圣䀝充㺉( 使徒行Ỉ 9:1 7 )
要知道Ṃ拿尼Ṃ并不是使徒，他只是一᷒斐徒。 那㖞在大樔色的教Ể里，我Ẕ便再㱉
有听到ℛ于他的消息，ṭṭ只是一᷒普通的斐徒神就使用他做ᷢ祂的器皿去按手在保仿
身上而⋣治了他，孑保仿得以恢复奮力，也孑他得以接受神䀝的㳯灌。

㈓仿的眼睛上、好象有沆立刻掉下㜍、他就能看奩、于是起㜍受了洗。吃彯椕就
健⢖了。㈓仿和大樔色的斐徒同住了些日子。 就在各Ể堂里宣Ỉ耶䧋、宜他是
神的儿子。(使徒行Ỉ 9:1 8 - 2 0 )
䍘在，保仿借䛨他丰富的圣乷知孮，他知道耶䧋就是主。他能Ṷ圣乷上知道，也明白神
已乷⸼孠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㜍。他栮悟到以崃Ṃ的栬言，一᷒童女⸼受孕然后生下
一子，⸼取名ᷢ以樔ℭ利，翻出㜍的意思就是神与我Ẕ同在。

因有一⨜孩ᷢ我Ẕ而生、有一子峸亁我Ẕ。政㛫必㉭在他的肩⣜上。他名䦘ᷢ奇
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 以崃ṂḎ9:6 )
所有的乷文就⺨始在保仿的傹中徆峗起㜍所以他能⣇明白耶其⭆就是神的儿子。 所以
他⺨始徃入䉡太人的Ể堂Ỉ福音亁䉡太人，告孱他Ẕ耶䧋就是神的儿子。

凡听奩的人、都惊奇宜、在耶路撒冷㬳害求告征名的、不是征人么。并且他到征
里㜍、特要捆乹他Ẕⷎ到祭司攧那里。(使徒行Ỉ 9:2 1 )
他Ẕᷢ保仿所孚的而感到惊奇。 在第二十一刪与二十二刪之斜，征里有一段㖞斜在乷
文里㱉有被指出，但是照希⌮尼的Ḏ信看㜍，保仿离⺨大樔色之后并不是去与Ⰶ血气的
商宰，而是真正的等待神亁他徃一步的指示。 他到彦位于阿拉伯沙漠的㖟野里，在那
里待了᷌至三年的㖞斜等侯主，等候被在耶䧋基督里的真道所ⷎ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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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保仿被改⎀之后，⅁信亁哥仿西教Ể里宜到，

既然᷸意⮮他儿子⏗示在我心、叫我把他Ỉ在外邦人中、我就㱉有与Ⰶ血气的人
商量、也㱉有上耶路撒冷去、奩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䊔往Ṃ拉伯去。后又回
到大樔色。(加拉太Ḏ1:1 6 - 1 7 )
然后在那里耶䧋教⮤保仿，福音，他所宣告的教ᷱ。
之后，他宜，我回去大樔色。

彯了三年、纔上耶路撒冷去奩䞞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加拉太Ḏ1:1 8 )
但⌜不是去指示，而⋽⋽是去分享所⍹生的事。 所以在靠近阿拉伯的沙漠所度彯的三
年并㱉有在使徒行Ỉ里被提到，但是如果你想要把征段事放入乷文中的宅，保仿前往沙
漠征三年的旅程是被放在第二十一与第二十二刪之斜。

但㈓仿越⍹有能力。(使徒行Ỉ 9:2 2 )
在第二十二刪征里㈓仿在能力上已大大增加。 那三年的㖞斜是在他生命中一段孑他⎀
得有能力的㖞候，因ᷢ他只有⋽乗地在等候神。
我⮡于那些到我面前㜍宜的人有䁡㉭心，“恰克，我想要做神的事工。” 然后我宜，
嗯，那不擁阿。你基督徒多久了?” (他Ể宜) “喔，已乷᷌᷒月了。” 然后他Ẕ想有
一᷒孚台，一᷒他Ẕ可以⺨始孚道的地方。 保仿在圣乷上有非常丰富的背景，但是他
⌜㱉有樔上就徃入事工中，因ᷢ他栣要一些㖞斜在阿拉伯㖟野中准⢯他自己，在神的教
⮤下攧彦三年。
神用祂所准⢯好的器皿，但是征段准⢯的㖞斜⮡于未㜍有效的事工是息息相ℛ的。 我
相信在目前教Ể中有一᷒擁宗的奪念—他Ẕ按手在⇓人身上的速度太快了。 我孌ᷢ征
些年㜍教Ể中一直存在䛨一᷒悲∏。那就是无孢好卙✆的一些名人公⺨⢘明他Ẕ的信
仰㖞，一瞬斜，他Ẕ樔上就Ể收到每一᷒教Ể以及孚座的邀実，想実他Ẕ㜍，大Ể的
孚␀。然后他Ẕ就Ể一᷒䣤拜接䛨一᷒䣤拜的到⢬分享他Ẕ的奩孩，在美⚥征些ℜ⣳的
群ế面前到⢬做他Ẕ的奩孩。
很不幸的是他Ẕ花了太多㖞斜在⚥ℭ㜍回旅行，在大家面前做奩孩，所以他Ẕ唯一听到
的就是自己的奩孩! 所以他ẔṶ㜍㱉有在神的宅宕上扎根。 他ẔṶ㜍㱉有一᷒根基。 所
以孠多的名人就征㟟到⢬宣Ỉ他Ẕ斒亮的奩孩，然后彯一段㖞侯你Ể宜， “嗯， 某某
人⍹生了什么事 ”(他ẔỂ宜) “嗯 他又回到了㖏的生命。 之前所⍹生的并㱉有存在
太久。” 征是因ᷢ征᷒教Ể犯了一᷒很悲ゐ的擁宗那就是孌ᷢ只要征᷒人是一᷒在某
一方面很有成就的人，那么他就⸼宍可以樔上的成ᷢ一᷒神⬎家或是一᷒乷文上的老
ⶰ。
那是一᷒非常擁宗的徦学。彯去有一些非常有成就的科⬎家因ᷢ接受了神所以樔上每᷒
人都想要他Ẕ㜍分享他Ẕ悔改的奩孩。 嗯，你可以是一᷒生物天才，但是那不代表宜
你知道有ℛ于圣乷的一切。 征就是因ᷢ保仿初栣要建立一᷒根基， 所以他去了阿拉
伯，⮡任何人㜍宜征是一᷒很有智能的作法。 不要太急躁了。 先确孌你已乷挖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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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已乷立下了一᷒根基。
耶䧋宜彯ℛ于᷌᷒人䙾房子的事。那倒明的人挖得⣇深并且把根基立在䚀石上。 那愚
笨的人⌜樔上把房子䙾在沙子上。 很不幸的，征正是大部分人所做的事。 他Ẕ想要赶
快⺨始。 孑我Ẕ赶快把房子䙾起㜍，孑我Ẕ⺨始搭骨架，宠如此桋的事。 但是他Ẕ⌜
往㱉有挪出㖞斜立下一᷒乻⭆的根基。 所以桶雨一㜍，房子就被摧㭩了。
所以慢慢㜍，先立下根基。 如果神呼招你，神不Ể很䛨急的。 我Ẕ是那一᷒Ể䛨急的
人，但是神想要准⢯那些祂以后Ể用的器皿。 所以保仿在㖟野里的㖞候，他倍增了
他的能力然后三年后才回到大樔色，成ᷢ神有利的器皿。

樛倒住大樔色的䉡太人、孩明耶䧋是基督。(使徒行Ỉ 9:2 2 )
因ᷢ他有丰富的圣乷背景所以他可以使用他Ẕ的乷文去孩明耶䧋就是⻍崃Ṃ。 征并不
是一件很困晦的事， 我Ẕ可以很容易地拿㖏乎的乷文然后去孩明耶䧋就是⻍崃Ṃ。 但
看不奩的人就是瞎眼的。

彯了好些日子、䉡太人商孖要㛨㈓仿。(使徒行Ỉ 9:2 3 )
嘥然他孩明了耶䧋就是⻍崃Ṃ，征些⌜激怒了他Ẕ所以他Ẕ就⺨始想要害害他。 但有
人告孱保仿，他Ẕ已准⢯要㛨他。

但他Ẕ的孉害、被㈓仿知道了。他Ẕ又㗤夜在城斐守候要㛨他。他的斐徒就在夜
斜、用筐子把他Ṷ城⡁上人下去。(使徒行Ỉ 9:2 4 )
所以他并㱉有一᷒很光彩的㟟子离⺨大樔色。 反而是一᷒不光匋的㟟子离⺨，在一᷒
䮖子ℭ翻彯⡁，逃彯那些孉害害他的䉡太人。 征㖞他㜍到了耶路撒冷， 并且第一次奩
到使徒Ẕ。

㈓仿到了耶路撒冷、想与斐徒乻交。他Ẕ⌜都怕他、不信他是斐徒。(使徒行Ỉ
9:2 6 )
征是一᷒悲∏， 因ᷢ在他第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的㖞候， 就被教Ể所拒亅。

惟有巴拿巴接待他 (使徒行Ỉ 9:2 7a)
你存得征᷒人巴拿巴。人宜他有一᷒不同的名字，但是他Ẕ叫他巴拿巴， 征意思就是
慰藉之子。 所以在征彡你就可以看到ᷢ什么他有征᷒名字。 巴拿巴是大家聚在一起的
伙伴。

惟有巴拿巴接待他、栮去奩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奩主、主怎么向他宜宅、他
在大樔色、怎么奉耶䧋的名放偮Ỉ道、都述宜出㜍。于是㈓仿在耶路撒冷、和斐
徒出入㜍往、奉主的名、放偮Ỉ道。并与宜希利尼宅的䉡太人、孚孢彑樛。他Ẕ
⌜想法子要㛨他。(使徒行Ỉ 9:2 7 )
保仿的事工好象⮡周遭的人是有影⑵。 在所有他孚彯道的地方，最后不是复ℜ就是
暴ḙ。 所有人无孢如何都能被他影⑵，有些反⮡和有些崆同的人。 但是不管怎么㟟保
仿懂得鼓≐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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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Ẕ知道了就送他下宍撒利Ṃ、打⍹他往大㔘去。(使徒行Ỉ 9:3 0 )
在耶路撒冷，有征些弟兄知道有人准⢯要㛨保仿。 多么惊人的方式去⺨始你的事工
阿。 先前的᷌᷒地方你必栣悄悄地离⺨因ᷢ有人些想要取你性命。 所以他Ẕ把他送去
了大㔘，㌊句宅宜，回家去吧保仿! 然后他Ẕ就把他送回去大㔘。

那㖞䉡太、加利利、撒䍃利Ṃ、各⢬的教Ể都得平安 (使徒行Ỉ 9:3 1 )
我不知道剩下的征些有多健康。 他Ẕ赶走了保仿。 嗯，征代表他Ẕ的奩孩并不再像
Ṷ前一般夸口。 他Ẕ⺨始跟其它人和平相⢬。我不知道征是一᷒健康教Ể的像征。 Ṷ
征里⺨始保仿在大㔘整整十年。 到底是多攧我Ẕ并不确定，但是大部分的⬎者相信他
征次回去大㔘， 他前前后后待了十年。 好家伙，无可峐疑的在征段㖞斜里神不㕕的加
添亁保仿恩典和神的信⭆。 但在征㖞候保仿的事工是安朁的。 那㖞䉡太，加利利，撒
䍃利Ṃ，

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䀝的安慰、人㔘就增多了。(使徒行Ỉ 9:3 1 )
䍘在我Ẕ离⺨保仿，存弥到ℛ于彼得的事。

彼得周流四方的㖞候、也到了居住⎽大的圣徒那里 (使徒行Ỉ 9:3 2 )
在征᷒㖞候，彼得⅛定到⢬探孧征些⇂Ṷ䉡大出㜍的信徒。 在前往海彡的路上，在⎽
大的地方就是䍘今拉德之城 就是在班古⎽安机⛢的地方，彼得前往探孧那彡的圣徒。

遇奩一᷒人、名叫以尼雅、得了䗓䖒、在褥子上躺⌏八年。 彼得⮡他宜、以尼
雅、耶䧋基督⋣好你了。起㜍、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㜍了。凡住⎽大和沙
ṹ的人、都看奩了他、就服主。(使徒行Ỉ 9:3 3 )
彼得⮡孚ⷎ有信心的宅， 所以征宅有能力。 找到一᷒平衡䁡⮡我Ẕ㜍宜是很重要的。
有一些人把征一件事⎀得很极端， 好象他Ẕ可以提升人的地位到跟一㟟， 好象你可以
㊍有你想要的， 你只是⺨口宜。 然后他Ẕ所重奮的就是宜出㜍的的宅，以及征句宅的
能力， 所以你可以靠䛨信心孚你想要的。 “我想要做一᷒百万富翁。 我想要⺨一台奔
樘。 我想要在ᷥ多ⱃ上有一᷒大屋。 我想要。”
他Ẕ叫你孚征些有信心的宅。 想象你所渴望的。 想象你自己正在⺨一弮名峝的跑弎。
看奩你自己在交通里穿梭䛨，想象! 然后， 你知道， 你正在彸用征些⇃造能力。 你就
可以有你想要的一切。 神不是宜， 你Ẕ都是我手中的工作⎿? 所以他Ẕ亏井孚ℛ于有信
心的宅宕， 往有想象你所要的᷄西。
征叫做“形而上⬎”。 你可以在拿破ṹ希⮼的Ḏ中找到同㟟的᷄西， 想象成真然后⎀
ᷢ富有 或者 第十三位在巴比Ỏ的最有摙人。 征是一部分的形而上⬎然后是在宜⇃造的
能力存在在㼄意孮里面。 然后靠䛨想象加上你的目㞯一遍又一遍的宣告， 你就把征些
事深植在你㼄意孮的地方， 所以征些㼄意孮⺨始形成孉划的㖞候，征些事就可以⎀
成真⭆因ᷢ你使用了充㺉大能力的㼄意孮。
然Ⰶ䀝的作家Ể宜你正在使用的是䀝的大能， 第四᷒空斜， 然后你正在彸用征᷒能
力去作事。 但征事的成功不需要䀝， 征些事之所以成是因ᷢ那些人想要去遵守征些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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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Ể找到孠多，孠多的人做奩孩宜他Ẕ在事᷂上的成功完全是功于拿破ṹ希⮼
的形而上⬎的理孢在 ‘思想⎀富’里面的准⇁。
就是因ᷢ征㟟，所以我ẔỂ有反⮡它的ῦ向。 因ᷢ征是一᷒那么危昑的异端，我Ẕ比
弫容易就退仑但是那是擁宗的， 我Ẕ容易就Ṷ神想要我Ẕ所做的事情上畏仑下㜍， 离
⺨了信心的生活也离⺨了宅宕上信心的宣告。 我在征里很确定地宜在彼得告孱以尼雅
之前，神早已⮡彼得的心宜宅，叫他宜出㜍。
你存得保仿在卙士塔的㖞候， 他察奱躺在那彡的瘸腿之人有被⋣治的信心㖞他宜，
弟兄， 耶䧋可以完全⋣治你，起㜍行走。然后征᷒瘸了四十年的人就站起㜍行走， 因
ᷢ保仿⮡他宜了有信心的宅宕。 但是在保仿宜ⷎ有信心言宕之前， 圣䀝早已乷㗦䍘亁
保仿圣䀝想要做的事。
我并不能指㋍神的工， 我也Ṷ㜍不想去指㋍神的工。 因ᷢ征是神的工作， 都是源自于
祂的。 ⮡我㜍宜孌定神正在做的工是很重要的。那是征里真正的ℛ擖。多少次神借䛨
我Ẕ⮡某些人宜信心的宅宕，而人Ẕ借䛨征些宅宕也有了信心的行≐。我Ẕ就Ể宜，是
的， 都是神做的。
耶䧋常常征㟟做。 ⇂⻢! 今晚我想要告孱你征ⷎ有信心的宅宕。 被拯救! 被慲放! 在
耶䧋里彯得胜的生活! 䍘在你可以拿征些信心的宅然后宜， “是的，主， 我Ể⎀✂⻢。
是的主， 我Ể得胜。” 然后征些宅就可以⎀成ⷎ有信心的言宕，照䛨征㟟行你就可以
得胜， 你就可以找到力量， 你也Ể找到神在你生命里做大能的工。 神的工就Ể因此而
完成，所以有信心的言宕是很重要的。
但是征些人把征᷒信息ⷎ到极端㖞确是不⮡的。 在征里有一᷒平衡䁡。 常常有些㖞
候我Ẕ被征份事情上的狂䂕而三振出局㖞， 有些人就Ể接䛨宜， “喔 恰克宜征是不
⮡的， 你不⸼宍征㟟做，” 但是在那里往是有一᷒我Ẕ栣要亜持的平衡䁡。 神是在今
天往正在做工。 神是Ể在今天作工。 是有能力可以Ṷ信心中出㜍。 我Ẕ是可以看到神
的工在人的生命中被完全，我Ẕ是可以⮡他Ẕ宜ⷎ有信心的宅宕。
我Ẕ徱㊑做是很重要。 但我Ẕ不做极端份子， 想掌控整᷒世界。 就是好象我突然⍹䍘
一᷒新奇的能力，而我在掌控中，征就是我要事情完成的方法。 神，在征里，快一䁡!
然后我就拿走神的掌控㛫和神的工， 因ᷢ我䍘在⎀得很有能力， 我能⅛定要⍹生的
事。
很容易我Ẕ就走上追逐能力的路，所以你必栣要非常小心因ᷢ在我Ẕ里面有些᷄西喜㫊
㛫力，我自己也喜㫊征᷒有㛫力的感奱，所以在征㜉㛫力的路上是很容易⎀得得意忘形
的。
我之前宣到ℛ于㇀神的故事， 那᷒北方之神， 他⍹䍘他的能力㖞， (他) 是多么的ℜ
⣳! 他樔上跳上他的樔然后⺨始在天上樹㜍樹去并向地球指去，因ᷢ他指的㖞候， 他
可以孑雷Ṷ他的手指上出㜍并且劈在地球上。 他就征㟟⍹䍘他的大能力，就在⍹出大
雷的中。 他就樹遍了地球， ㍟下征些雷䓝， 引起了打雷。 他花了一整天在天空中樹
㜍樹去把雷䓝᷊在征世界上。 然后他就回去到北方的世界， 充㺉了有能力的感奱，他
大叫， “我是㇀神!” 就在征᷒㖞候他的樔回彯⣜㜍宜， “恩， 你怎么那么笨㱉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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樔鞍呢!” 所以我Ẕ小心征些㛫力的彯程!
彼得宜了ⷎ有信心的宅宕然后我Ẕ可以看到征些宅所ⷎ㜍的能力。 在征里我Ẕ可以有
一᷒正的想法， 就是不能把征些想法偏激化。 所以⋣治以尼雅的乻果， 全地⋢的
人， 在雪Ỏ谷那里， 在看奩征᷒有缺陷八年的人， 被⋣治， 他Ẕ就相信而且回弔向
神。

在乎帕有一᷒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利尼宅、就是多加。〔多加就是羚羊的意
思〕(使徒行Ỉ 9:3 6 )
征᷒名字的意思就是羚羊， 有恩慈， 美ᷥ的。

他广行善事、多施峺㳶。㖞、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㤤上。⎽大原
与乎帕相近。斐徒听奩彼得在那里、就打⍹᷌᷒人去奩他、央求他宜、快到我Ẕ
那里去、不要耽延。彼得就起身和他Ẕ同去。到了、便有人栮他上㤤。ế寡⤯都
站在彼得旁彡哭、拿多加与他Ẕ同在㖞、所做的里衣外衣亁他看。(使徒行Ỉ
9:3 6 - 3 9 )
所以在征里她ᷢ䨟人做᷄西， 一᷒令人惊孞的ƹ 美ᷥ的女人。

彼得叫他Ẕ都出去、(使徒行Ỉ 9:4 0a)
他可能就征㟟把耶䧋生活中的一栝拿掉了，因ᷢ那㖞候耶氩㜍找耶䧋是ℛ于他女儿的
事。 然后就在耶䧋往耶氩家的方向㖞， 有仆人㜍宜，

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往≛≐先生呢。耶䧋听奩所宜的宅、就⮡管Ể堂的宜、不要
怕．只要信。(樔可福音5:3 5 - 3 6 ) 孩子不是死了、是睡䛨了。(樔可福音5:3 9、)
他Ẕ㜍到征家的㖞候， 默哀者已乷聚集在一起ᷢ征十二Ⱙ小女孩的死而Ọ心晦彯。
然后耶䧋宜， 孩子不是死了， 是睡䛨了。 所有人就嘲笑他。 他就告孱他Ẕ，出去。
然后他就叫彼得与乎翰徃㜍， 征᷌᷒圈ℭ人。

耶䧋就拉䛨孩子的手、⮡他宜、大利大古米。〔翻出㜍、就是宜、斢女、我吩咐
你起㜍。〕(樔可福音5:4 1 )
彼得看到耶䧋排除征些不相信和怀疑的人。 彼得也征么孌ᷢ， 因ᷢ征些人所做是合理
的， 就算他Ẕ是基督徒， 他Ẕ往⺨始ᷢ她的死默哀。 (他Ẕ宜) 看她所做征些美ᷥ的᷄
西， 喔， 她真是一᷒很好的人之䰣的宅， 彼得就把他Ẕ実出去。 有可能也是因ᷢ他所
要做的事⭆在是太古怪了， 万一什么事都㱉⍹生， 他才不Ể奱得困窘。 我也Ể征么
做。

就跪下䤟告、弔身⮡䛨死人宜、大比大、起㜍、她就䛩⺨眼睛、奩了彼得、便坐
起㜍。(使徒行Ỉ9：4 0 )
在征里他叫征女孩大比大，注意到跟耶䧋叫另一᷒小女孩， 大比大，是很接近的。 在
征里他是⮡一᷒己死的人孚宅， 一具躺在那彡的尸体。 其⭆跟尸体孚宅是⣇古怪的
了。 但是他往是跪下㜍䤟告宜， 大比大起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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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叫他Ẕ都出去、就跪下䤟告、弔身⮡䛨死人宜、大比大、起㜍、他就䛩⺨眼
睛、奩了彼得、便坐起㜍。彼得伸手扶他起㜍、叫ế圣徒和寡⤯徃去、把多加活
活的交亁他Ẕ。征事Ỉ遍了乎帕、就有孠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乎帕一᷒硝皮
匠西斐的家里、住了多日。(使徒行Ỉ 9:4 0 －4 3 )
在征里我Ẕ存得耶䧋在乎翰福音第十四章所提醒的宅(在乎翰第 14 章)， 㖞他⮡斐徒
宜，

我⭆⭆在在的告孱你Ẕ、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并且要作比征更大的
事。因ᷢ我往父那里去。你Ẕ奉我的名、无孢求甚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
匋耀。你Ẕ若奉我的名求甚么、我必成就。(乎翰福音1 4:1 2 - 1 3 )
在征里彼得正在做耶䧋所做彯的事。 在征里有一᷒非常值得注意的事，一᷒蒙恩使
徒所做惊人的神御那就是在乎帕教Ể孑死人复活， 多加被神Ṷ死里ⷎ回㜍。 所以我Ẕ
看到征些能力在征先前的教Ể中仍是存在的。 征也是其中一᷒代表早期教Ể的存⎟，
就是圣䀝的大能在教Ể里彸行䛨。
我Ẕ⸼宍孌ᷢ神不再用征么大能的方式工作了⎿? 我奱得有征㟟的假学是擁宗的。 我
想 (我知道)耶䧋不管是昨天，今天，或是到永径都是一㟟的。 我不相信我Ẕ⸼宍ᷢ教Ể
今天的不足而怪神。 我想我Ẕ⸼宍怪的是教Ể， 往有我Ẕ自己。 我相信征种能力到今
天往存在䛨。 我相信神的大能可改⎀生命， 可孑人有180 度的弔⎀。 我相信神的大能
可以孑人僙离病床， 也可以拯救人僙离一些摧㭩人的捆乹， 孑人得自由。 我更相信神
的大能可以孑死人复活。 我不相信神Ể有任何欠缺在祂的能力或是他想要㗦明他自己
的能力方面。
我奱得缺乏的是在我Ẕ征一彡，我相信最主要的就是我Ẕ不知道如何⸼付征能力所ⷎ㜍
的知名度以及注意力。 我自己深知我㱉有≆法⸼付征能力所ⷎ㜍的知名度。 我并不信
我自己。 我怕我Ể被樬傲所抬高。 我怕我Ể出去ⷖ神御奇事打广告， 就是㱉有≆法⸼
付征事工所ⷎ㜍的一切。
以前有几年我禁食祈求征㟟的能力。 我想要乷⌮征种能力的㖞候神⮡我的心宜，
“我已乷亁了你更好的路。 一㜉䇙的路。” 然后我就再㱉ᷢ征神御的能力而䤟告。 䍘
在我看征᷒神御，神能改⎀一᷒人生命的神御是无可推宧的， 神能把他Ẕ弔彯㜍， 征
并不是一᷒最ệ大的神御。 更好的是一᷒人的生命完全被神的圣䀝Ṷ罪的捆乹中慲
放出㜍，而活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那Ể比能叫死人复活的神御更重要。如果活彯㜍的
仍然彯䛨✇墓与罪的生活，或是Ṷ征᷒神御中你被樬傲所拔高，那⮡神而言，也是᷒
㱉有用⢬的人。
神的臂膀并非短的， 但是我Ẕ看到的确是在神御侍奉里的樿子比在䍘⭆里往多。 那些
自䦘自己㊍有征᷒能力的人我是不Ể去相信的，很多㖞候，在我的背后，我知道他Ẕ的
存在。 但是宅又宜回㜍，征⌜不代表我Ẕ不⸼宍⮣求或是渴慕征一桋的事情。 我自己
不Ể再去渴慕征些事情因ᷢ神已乷跟我孚彯了。 但是征⌜不代表可能神就Ể借䛨征㟟
的事使用你。 但是就算祂是征㟟使用你，我Ể崆美祂以及和崆美祂在你生命里所做的
工。 我并不想要站在拘束神的立⛢上，我也不奱得征Ể是我Ẕ⸼宍有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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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神是能⣇做出超彯一切我Ẕ所求所想的。
䍘在我不想徃入第十章因ᷢ在那里有孠多我Ẕ栣要了解的事。 那是一᷒攧和重要的
一章。 在孚ℛ于Ỉ福音Ṷ外邦人⺨始的事。 所以我ẔỂṶ下䣤拜天晚上⺨始， 第十和
第十一章。 孑我Ẕ一起䤟告。
天父我Ẕ感寊你今天晚ᷢ䛨圣䀝的能力。 主阿，我Ẕ祈求你真正的彰㗦征᷒能力。
触摸我Ẕ的生命， 膏抹我Ẕ的生命， 也藉由天父能向征᷒世界彰㗦你的匋耀。 主啊，
就在今晚，我Ẕ把自己䋖上亁你。 像保仿一㟟， 我Ẕ要斖， 主你要我Ẕ做什么呢? 我
Ẕ已乷准⢯好，在你的面前ᷢ的就是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 任何你要我Ẕ完成的工
作。 主阿， 你已向我Ẕ㗦明， 所以你征㟟做的㖞候你早有一᷒向我Ẕ㗦明的目的
了。 主ⷖ助我Ẕ可以⮣求去完成也能去了解我Ẕ所要了解的。 実ⷎ栮， 使用我Ẕ， 也
借䛨我Ẕ匋耀亁你自己的名，我Ẕ感寊你。阿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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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Ỉ第 1 0 - 1 1章
恰克 史密思 牧ⶰ ( 各各他教Ể )
在使徒行Ỉ第一章里，耶䧋⮡他的斐徒宜，

但圣䀝降ᷜ在你Ẕ身上、你Ẕ就必得䛨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䉡太全地、和撒
䍃利Ṃ、直到地极、作我的奩孩。(使徒行Ỉ1:8 )
耶䧋命令他的斐徒去到全世界里Ỉ福音亁所有有气息的，无孢何人相信征福音受了洗就
可以得救。所以耶䧋基督的福音是ᷢ了所有的人桋，不分什么⚥籍，和种族背景。我Ẕ
看到在使徒行Ỉ里所⍹生事的⎀彩，始于耶路撒冷，奩孩耶䧋基督的复活。教Ể每天的
人㔘就增攧。
逼迫㜍到的㖞候，我Ẕ看到司提反到撒䍃利Ṃ的乷力。其它的使徒也遍布了䉡太各
地，所以有一群群的信徒⺨始出䍘。征是耶䧋所做第二部份的栬言，Ṷ䉡太乷由撒䍃利
Ṃ。就在教Ể不停的被逼迫下他Ẕ㶸㶸走出仿樔帝⚥而自由的行走，我Ẕ就看到㖞福
音如何⺨始Ỉ遍整᷒世界。
很有趣的是使徒保仿，在教Ể宆生三十年之后，能⣇⅁亁在哥仿西的教Ểℛ于福音的
事，

征福音Ỉ到你Ẕ那里、也Ỉ到普天之下、( 歌仿西Ḏ1:6)
所以(征是)耶䧋栬言的⸼樴因ᷢ他Ẕ在三十年ℭ已乷⮮福音ⷎ到全世界。但是我Ẕ看到的
演⎀是㶸㶸的。它ẔṶ耶路撒冷⺨始，Ỉ到䉡太地，然后到撒䍃利Ṃ。
Ṷ第十章⺨始我ẔỂ理解征福音Ỉ播的彸≐就如它在外邦人面前被宣䦘一㟟。福音是以
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Ỉ亁外邦人。

在宍撒利Ṃ有一᷒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反的百夫攧。(使徒行Ỉ1 0:1 )
征不代表他Ẕ有一᷒曼陀林一把吉他或是一᷒䊔唱家，仿樔的⅃旇中有差不多六千多人
他Ẕ有各自的徆就好象我Ẕ的的反一㟟，一徆里面有大乎六百人因ᷢ在一᷒⅃旇里有十
᷒徆。然后征些徆又亏井分下去，在一᷒百人之上Ể有一᷒攧官相于我Ẕ的中士叫做
百夫攧，因ᷢ他比那一百人都大。
但是在仿樔的乒里，⍹䍘了一些有趣的ℛ于百夫攧的峬格㜉件。其中一㜉就是要是一
᷒有勇气的男人。即使他Ẕ寡不胜㓴，他和他的部旇也要一起作㇀直到他也倒下了ᷢ
止，他一定要㊍有征种勇气的人。他并不是到⢬找麻䂎，而是麻䂎㜍的㖞候他昷㖞都
可以用✂定勇敢的心去面⮡。
非常有趣的是圣乷介乵征些百夫攧亁我Ẕ孌孮的㖞候，每一次介乵亁我Ẕ的都是值得
崆峷的人。你存得初有一᷒百夫攧㜍找耶䧋実求耶䧋⋣治他快要死的仆人。然后耶䧋
宜，我Ể去你的家但是他宜，

主阿、不要≛≐．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因ᷢ我在人的㛫下、也有兵在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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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征᷒宜去、他就去．⮡那᷒宜㜍、他就㜍．⮡我的仆人宜、你作征事、他
就去作。我也自以ᷢ不配去奩你、只要你宜一句宅、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路加福
音7:8 )
然后耶䧋就因他的信心而希奇他宜，

我告孱你Ẕ、征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㱉有遇奩彯。( 路加福音7:9 )
耶䧋就希奇百夫攧的信心。
在征里另一᷒百夫攧被介乵亁我Ẕ，哥尼流。他㖞是在意大利要塞↗撒利Ṃ就是初
仿樔人的首都。按照存弥，

他是᷒虔宂人、他和全家都敬畏

神。(使徒行Ỉ1 0:2)

孠多仿樔人已乷⌴倦了那孠孠多多的神就是仿樔人或是希腊人所敬拜的。你存得使徒保
仿㜍到雅典的㖞候，宜，

我看你Ẕ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㖞候，看奩你Ẕ所敬拜的，遇奩一座✃，上
面⅁䛨未孮之神。
希腊人有孠多神是真⭆的。老⭆宜，他Ẕ⮡每种情互都有一᷒神;一᷒䇙的神，一᷒恨的
神，一᷒嫉妒的神，一᷒ヌ怒的神，和一᷒和平的神，一᷒㇀ḱ的神，他Ẕ⮡任何事情
都有一᷒神。
希腊人也孠想到，恐怕如我Ẕ宜少了一᷒神，或看小他，他就Ể⮡我Ẕ生气。

遇奩一座✃、上面⅁䛨未孮之神．你Ẕ所不孌孮而敬拜的、(使徒行Ỉ1 7:2 3 )
不管你是宩，不管你在那里，不要奱得被弣奮，我Ẕ也想孌孮你。

所以保仿宜，我看奩你Ẕ所敬拜的，遇奩一座✃，上面⅁䛨未孮之神。你Ẕ不孌
孮而敬拜的，我䍘在告孱你Ẕ，因ᷢ祂是⇃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使徒行Ỉ
1 7:2 3 )
所以保仿告孱他Ẕ那真⭆存在的神。
在征里有孠多仿樔人和希腊人并不相信多神孢，他Ẕ有孠多人在以色列的乷⌮后⎀得被
那唯一存在的真神所宜服。哥尼流就是征㟟的一᷒人。他敬畏神。

他和全家都敬畏

神、多多峺㳶百姓、常常䤟告神。(使徒行Ỉ1 0:2

他是一᷒䤟告的人。他在光中行走。⮡我Ẕ㜍孚也是一㟟重要我Ẕ⸼宍在我Ẕ有的光中
行走。因ᷢ多亁宩、就向宩多取．多托宩、就向宩多要。路加福音在十二章告孱我Ẕ，
一᷒人Ể被他有多少的知孮与他接受了多少的光受⭉判。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不栬⢯、又不栢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峋打．惟有
那不知道的、作了受峋打的事、必少受峋打．(路加福音 1 2:4 7 )
我Ẕ昷㖞都栣要在光中行走。如果我Ẕ光中行走的宅，神一定Ể亁我Ẕ更多的光照及了
解。
73 of 207
使徒行Ỉ

所以我Ẕ在光中行走是很重要的。到底哥尼流有多少的亮光，我Ẕ不知道。他知道神。
他尊敬神，他敬畏神，他也㖞常跟神䤟告。他救㳶栣要的，⮡人有很多的救㳶。

有一天、乎在申初、他在异象中、明明看奩
宜、哥尼流。(使徒行Ỉ1 0:3 )

神的一᷒使者徃去、到他那里、

那㖞，他⸼宍是在遵守䉡太人下午三䁡䤟告的例。

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宜、主阿、甚么事呢。天使宜、你的䤟告、和你的峺㳶、
彦到 神面前已蒙存念了。(使徒行Ỉ1 0:4 )
神已乷察奱你的䤟告，神已乷察奱你的峺㳶了。他Ẕ彦到神的面前。

䍘在你打⍹人往乎帕去、(使徒行Ỉ1 0:5 )
乎帕是㖞在地中海旁的一᷒古老的海港。而↗撒利Ṃ征地方也是一᷒海港，它是耶律
王所造。那不是一᷒天然的海港，是希律䙾了一᷒切㕕海水的᷄西，所以到今天它始买
是一᷒美ᷥ的小港口。那是一᷒㼄水的好地方，因ᷢ你可以在↗撒利Ṃ的港口ℭ，海彡
沙床底下找到仿樔的硬ⶩ。但是乎帕⌜是在↗撒利Ṃ南彡大乎二十英哩⢬，大概᷌天的
路程，因ᷢ平均一天的路程是十英哩。他宜，

䍘在你打⍹人往乎帕去、実那䦘呼彼得的西斐㜍．他住在海彡一᷒硝皮匠西斐
的家里．房子在海彡上。(使徒行Ỉ1 0:5 - 6 )
城⡁正在倒塌。䉡太人䙾起㜍孠多的⡁，像是分⺨⚥籍的⡁，一᷒䉡太人并不Ể跟一᷒
外邦人有任何近距离的接触。他Ẕ不Ể跟外邦人一同吃椕，他Ẕ不Ể邀実一᷒外邦人㜍
他Ẕ的家，也不Ể去外邦人的房子里，因ᷢ㖞外邦人被孌ᷢ是不洁Ⅸ的。所以去碰一
᷒外邦人Ể孑你也⎀得不洁Ⅸ，然后你就栣要乷彯一大串洁Ⅸ的Ẓ式。如果你摸了一᷒
外邦人的宅。在你回圣殿之前就必栣征㟟做。
那㖞候的法立崃人非常的注重律法他Ẕ在街上走的㖞候，Ể䳏䳏的用袍子把自己包起
㜍，包䳏到他Ẕ的袍子不Ể被桶吹≐。他Ẕ不孑袍子被桶吹≐，而且他也不想袍子被吹
≐而碰到一᷒外邦人。如果他Ẕ碰到的宅，他Ẕ就Ể是不洁Ⅸ的，因此在敬拜神之前必
需先洁Ⅸ好了才可以。所以你可以想象有征么一᷒法立崃人，他的袍子䳏䳏的包住他，
小步小步的走在街上，非常小心怕他的袍子被桶吹⺨，也非常小心的怕他有任何与外邦
人的身体相接触。
另外一种被隔离的人那就是硝皮匠。在摩西的律法之下，任何人碰触到一᷒≐物的尸体
或是一᷒死人是一㟟是不洁Ⅸ的。一᷒硝皮匠被孌ᷢ是㖞常不洁Ⅸ的，所以你也栣要小
心，不要碰到一᷒硝皮匠那㟟你也Ể⎀成不洁Ⅸ。所以㖞彼得在硝皮匠西斐家里的事
⭆象征䛨，在彼得的心里那些⡁已乷⺨始倒下。就如保仿在以弗所Ḏ第二章告孱我Ẕ
宜，

耶䧋基督已乷打破那Ṷ前用㜍分隔䉡太人以及外邦人之斜的⡁。所以在基督里㱉
有䉡太人也㱉有希腊人，野嚖人，西古提人，ᷢ奴的或者自主的，因ᷢ基督是包
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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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乷打破了征些种族之斜的隔合。所以彼得那㖞候Ể在硝皮匠西斐的家里。

向他宜宅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虔宂兵㜍．把征
事都述宜亁他Ẕ听、就打⍹他Ẕ往乎帕去。(使徒行Ỉ1 0:7 - 8 )
所以他叫了他Ẕ㜍，就如你所存得有一᷒百夫攧⮡耶䧋宜，我也是听Ṷ命令的人，我可
以叫一᷒人去他就去，所以他再次命令征些人去乎帕，把彼得ⷎ回㜍。
神是在⍴方面≐工。你Ẕ知道，我儿子，小恰克他彯去几年前是征里的工作人␀，他
也是那位我Ể᷸意承孌攧的非常英俊的年弣人，他⋽身的㖞候，他在征事工里有一᷒
非常大的晦桀，那就是有孠多美ᷥ的年弣女孩奱得神用天使，或是㡎，或是其它的方式
向她Ẕ㗦䍘宜她Ẕ已被神徱上㜍他的配偶。彯了一旝子征些事情到了⺨始䂎他的地
步，他⎀得害羞然后実教Ể不要再派他扶⮤征些女孩Ẕ了。但是神是在⍴方面都作工
的，她Ẕ㜍告孱他宜，神如何⏗示她Ẕ要他娶她Ẕ㖞，他Ể宜，嗯，神并往㱉有征㟟
⏗示亁我。神的确在⍴方面都≐工的。
如果神在指引你去做一᷒特⇓的工，然后要你ⷎ一᷒人一起去ⷖ助你做一些事情，你可
以肯定神早已在另外一彡作工，也正在⮡他Ẕ孚要去做的事。神是在⍴方面≐工。所
以我不Ểᷢ了神就⺨始出去冒昑，要等到祂先⮡我宜宅ᷢ止。如果有人⮡我宜，
“嗯，神已乷⮡我⏗示宜，你⸼宍在各各他教Ể彆俴，然后去於克樔尼在那里⺨始一᷒
⚊契，之后去Ḙ一᷒葡萄⚕教Ể我Ể跟他Ẕ宜，“嗯，我Ể先等待神，看看神是否Ể跟
我的心宜宅，宰起此事。”我不Ể就照神⮡其他人所宜的去做。我Ể等待神㜍⮡我孚
宅，我也Ể鼓≙大家㜍遵行一㟟的原⇁。
如果有一᷒人ⷎ䛨一᷒极大的⏗示㜍到，宜他Ẕ看到有彩色的光在空中，他Ẕ在魂游象
外的㖞候，有神的天使向她Ẕ㗦䍘，然后告孱他Ẕ⸼宍㜍找你，然后告孱你，你要⋾了
你所有的并且搬到夏威夷去。不管那再怎么㟟的具有吸引力，你最好先等候神⮡你的心
宜宅，不然是Ể有阻䠵的。
神在⍴方面作工。所以神在⮡哥尼流孚宅的㖞候，祂也正在跟在乎帕的彼得孚宅。所
以我Ẕ䍘在看到摙ⶩ的另一面，神正在彼得的心里面≐工。在征里有一天的差距。所
以，

第二天、他Ẕ行路⮮近那城、彼得乎在午正、上房栞去䤟告．(使徒行Ỉ1 0:9 )
所以彼得他始买按照䉡太人的方式䤟告，第三᷒摇⣜也就是早上十䁡，而第六᷒摇⣜就
是午正，第九᷒摇⣜就是下午三䁡摇，征三᷒㖞段是䉡太人䤟告的㖞斜。
所以在午餐的㖞候，正午㖞，彼得上到屋栞去䤟告。征听起㜍嚖怪的，但是如果你曾乷
到彯以色列，那种神秘晦懂的事很快就Ể消失不奩，因ᷢ在以色列屋栞是家里生活范⚜
的一部分。通常他Ẕ有的是平的屋栞，你可以看到花⚕ℭ的小天井，往有一些盆栽，你
也可以看到他Ẕ把衣服Ṷ屋栞上吊出㜍，征只是一᷒㞯准房子里的一部分。因ᷢ空斜有
限，他Ẕ并㱉有院子，所以他Ẕ的院子和玩的地方通常就是在房子的屋栞。所以你都是
叫你的孩子，“Ṷ屋栞下㜍吃中椕了!”然后小孩就Ṷ屋栞上跳下㜍吃椕。在那里征是生
活范⚜中的一部分。所以彼得到屋栞上䤟告是一䁡都不ᷢ怪的。因ᷢ已乷是中午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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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椧。

奱得椧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栬⢯椕的㖞候、彼得魂游象外．( 使徒行Ỉ1 0:1 0 )
我⮡魂游象外知道的真的不多。我Ṷ㜍㱉有乷⌮彯。⌜不代表我反⮡它。我Ể奱得徃到
魂游象外中是有可能，也是一种很有趣的乷⌮。如果神想要孑我魂游象外㜍㗦䍘一些᷄
西亁我的宅，我Ể接受它。我愿意接受神想要跟我接触的方式。我Ể想可能是像一种做
㡎的䉞⾩。
有㖞候我好象徃入征种魂游象外的㖞候，就像我正在坐䛨听人孚宅，但是因ᷢ我昨晚
一半的㖞斜都㱉有睡，所以我就像⍴眼无神一㟟的梀去⇓的地方了，然后你就好象徃入
那种，我想是那种在睡䛨和醒䛨之斜的䉞⾩，那可能就是“魂游象外 ”的境界。但是不
管它是如何的，或是什么᷄西，在魂游象外之中，

看奩天⺨了、有一物降下、好象一⛿大布．(使徒行Ỉ1 0:1 1 )
那᷒字“布“在希腊文里是用㜍形容帆布。所以他䍘在正在海㺑彡，所以才看到征一大
⛿帆布，

系䛨四角、人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㟟四足的走℥、和昆虫、并天上的梆淇。( 使
徒行Ỉ1 0:1 1 - 1 2 )
依照法律，他Ẕ只能吃≐物像是那些Ể反↵的和有分趾蹄的。但是在征⛿布上有各种不
同的≐物。

又有⢘音向他宜、彼得、起㜍、宰了吃。彼得⌜宜、主阿、征是不可的、凡俗
物、和不洁Ⅸ的物、我Ṷ㜍㱉有吃彯。(使徒行Ỉ1 0:1 3 - 1 4 )
我希望你Ẕ把注意力到彼得和他十分矛盾的⢘明，征是一᷒我Ẕ都很熟悉的回答，“主
阿，征是不可的 ”不可能是征㟟的!那是完全矛盾的，因ᷢ你怎么可以宜，“主阿，征
是不可的 ”。如果神要你做一些事情呢?正确的答案就是，“是的，我的主。”如果祂真
的是你的主，你怎么可以宜，“征是不可的?”彼得可以征㟟宜，“兄弟!，征是不可的”
或者他可以征㟟宜“朋友!征是不可的”但是你就是不可以宜，“主阿，征是不可的 ”
完全矛盾的。神Ể把我ẔṶ我Ẕ自己矛盾的言宕中慲放出㜍。因ᷢ我Ẕ乷常跟神ḱ孢有
ℛ神要挑㇀我Ẕ做的一些事情。“喔，主阿，我做不到。”或者我Ẕ宜“喔主阿，不要
叫我!我不想要去做那᷒，主!然后我就把自己放在樦樞座上。你知道⎿，我就把自己放在
神的位置上了。
所以在彼得矛盾的言孵里他宜，“主阿，征是不可的 ！除了符合䉡太戒律的，凡俗
物、和不洁Ⅸ的物、我Ṷ㜍㱉有吃彯。㖞在䉡太人的想法中，外邦人是俗气和不洁
Ⅸ的。

第二次有⢘音向他宜、 神所洁Ⅸ的、你不可作俗物。征㟟一徆三次、那物昷
即收回天上去了。(使徒行Ỉ1 0:1 5 )
所以乷樴征᷒三次之后我孌ᷢ彼得也矛盾了三次，那物昷即收回天上去了。但是神是在
栬⢯彼得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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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斜、不知所看奩的异象是甚么意思、哥尼流所差㜍的人、已
乷孧斖到西斐的家、站在斐外、(使徒行Ỉ1 0:1 7 )
在征里乎帕他Ẕ已乷能到最近的地方了。依照䉡太的Ỉ亇，他Ẕ不敢徃到斐里面，因ᷢ
征㟟Ể孑硝皮匠西斐的房子比以前更加的不洁。一᷒硝皮匠已乷是不洁Ⅸ的了，但是
在那㖞候他可以⎀得加倍的不洁。所以他Ẕ只站在斐外。

喊䛨斖、有䦘呼彼得的西斐住在征里㱉有。(使徒行Ỉ1 0:1 8 )
他Ẕ向屋里喊。他Ẕ不Ể徃去，他Ẕ只有在斐外喊䛨斖，有㱉有一᷒西斐彼得住在征
里!

彼得往思想那异象的㖞候、圣䀝向他宜、有三᷒人㜍找你．起㜍、下去、和他Ẕ
同往、不要疑惑．因ᷢ是我差他Ẕ㜍的。于是彼得下去奩那些人、宜、我就是你
Ẕ所找的人．你Ẕ㜍是ᷢ甚么什故。他Ẕ宜、百夫攧哥尼流是᷒ᷱ人、敬畏
神、ᷢ䉡太通⚥所䦘崆、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実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
宅。彼得就実他Ẕ徃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Ẕ同去、往有乎帕的几᷒弟兄
同䛨他去。又次日、他Ẕ徃入宍撒利Ṃ。哥尼流已乷実了他的ṚⰆ密友、等候他
Ẕ。彼得一徃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僂前拜他。彼得⌜拉他宜、你起
㜍．我也是人。(使徒行Ỉ1 0:1 9 - 2 6 )
彼得拒亅被敬拜。他并㱉有孑他Ṛ他的僂，然而⌜叫他站起㜍，因ᷢ我也是一᷒人。有
趣的是人如何⮣求抬ᷦ神的仆人，很多次几乎到一᷒崇拜的地位。征是一件使徒Ẕ栣要
防⢯的事。使徒保仿，与巴拿巴在路司得的㖞候，⍹䍘有人Ṷ街上彯㜍，而木星的祭司
正在他后面拉了一⣜公牛彯㜍要䋖祭亁保仿，因ᷢ他Ẕᷢ瘸僂得⋣治而感到吃惊。保仿
栣要把他的衣服僙掉然后宜，

嘿，我不是一位神，我是一᷒人!不要征㟟做!要敬拜神 !
所以彼得拒亅接受征᷒人的敬拜，匋娱，匋耀。因ᷢ所有的匋娱，所有的匋耀都是于
耶䧋基督。我Ẕ犯下的一᷒擁宗，就是我Ẕ把人抬ᷦ到高而尊重的地位，⭆旭上圣乷
⌜警戒我Ẕ不要做一᷒太尊敬人的人。如果有᷒人㜍到聚Ể中，然后ⷎ的是≛力士手
表和摣石戒指和其它之䰣的，你Ể宜，“喔，快下㜍到征᷒好的座位㜍!征位子柔弗，坐
❓，舒服，你可以有᷒好奮野的地方。”但是有人穿著牛仔墌并且往赤僂徃㜍的㖞
候，你Ể宜，坐在那里的角落!不要弄傷地毯....
然后耶䧋宜，看哪，你⮡人表䍘尊敬就只是因ᷢ他征᷒人穿衣服的方式!他宜征是不⮡
的，你不⸼宍那㟟做。我Ẕ不⸼宍作太尊敬人的人。我Ẕ⸼把匋娱与匋耀亁神而尊
敬祂。所以彼得拒亅接受哥尼流的敬拜，他拉他起㜍宜，你起㜍，我也是人 。

彼得和他宜䛨宅徃去、奩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使徒行Ỉ1 0:2 7a)
ế⡁亏井倒塌。彼得䍘在徃到了一᷒外邦人的屋ℭ。他之前在乎帕孑一群外邦人徃到屋
ℭ，䍘在他又徃到外邦人的家里。

奩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使徒行Ỉ1 0:2 7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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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㖞有一些植椧的心在↗撒利Ṃ。在征里有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并㱉有答案，我
只有征᷒寄桀ℛ于神如何的作工。㖞在↗撒利Ṃ有住᷒叫腓力的宣教士。ᷢ什么神不
送哥尼流到到腓力的家。既然↗撒利Ṃ㱉有那么大，他并不Ể跟哥尼流住的那么径。ᷢ
什么神Ể要他去找住在大老径乎帕的西斐彼得? 很有可能因ᷢ腓力在早期教Ể并不是一᷒
栮⮤人，只是一᷒圣俴人␀。所以如果腓力㜍到哥尼流的家中，神用圣䀝在那些人的生
命里作工，他Ẕ往是Ể樔上把他Ṷ教Ể中弘出去，他甚至可能徆一᷒公听Ể都㱉有。至
少他Ẕ往Ể因ᷢ彼得在教Ể里的地位亁他一᷒公听Ể。
他Ẕ不高ℜ听到彼得到一᷒外邦人的家。他Ẕ在耶路撒冷真的感到震惊到了所以彼得
回㜍的㖞候，他Ẕ就斥峋他。与彼得ḱ孢。你征是在做什么?把福音ⷎ到外邦人中斜。糟
糕极了。所以毫无疑斖的神㊋徱彼得因ᷢ他的㛫位，在早期教Ể中的教⮤他至少往能在
他Ẕ踢他出去之前，在ế教友面前有᷒公听Ể。

就⮡他Ẕ宜、你Ẕ知道䉡太人、和⇓⚥的人Ṛ近㜍往、本是不合例的．但 神已
乷指示我、无孢甚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Ⅸ的．所以我被実的㖞候、就不推
彆而㜍．䍘在実斖、你Ẕ叫我㜍有甚么意思呢。哥尼流宜、前四天征᷒㖞候、我
在家中守䛨申初的䤟告、忽然有一᷒人、穿著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宜、哥
尼流、你的䤟告、已蒙垂听、你的峺㳶、彦到 神面前已蒙存念了。你打⍹人
往乎帕去、実那䦘呼彼得的西斐㜍、他住在海彡一᷒硝皮匠西斐的家里。所以我
立㖞打⍹人去実你、你㜍了很好．䍘今我Ẕ都在 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
切宅。彼得就⺨口宜、我真看出 神是不偏待人．原㜍各⚥中、那敬畏主行ᷱ的
人、都ᷢ主所ぎ乛。(使徒行Ỉ1 0:2 8 - 3 5 )
神的工不Ể因不同的⚥籍而被限制。征是多么孑彼得惊奇的事啊!征也是一件孑教Ể晦以
接受的事⭆。那就是一᷒人不需要⎀成䉡太人就可以得救了。他Ẕ以前奱得一᷒人要得
救，心栣要⎀成一᷒䉡太人。所以孠多外邦人㜍安提阿得救的㖞候，他Ẕ得救的消息
Ỉ到耶路撒冷的教Ể，那些Ṷ耶路撒冷上㜍的人⮡他Ẕ宜。看哪!你Ẕ未受割䣤之前不能
得救，往有你Ẕ遵守摩西的律法!他Ẕ就在安提阿造成一᷒嚖大的橂≐。
彼得宜，我栮悟到神不是一᷒尊崇人的神，但是祂Ể接受任何⚥籍的人，只要他Ẕ敬畏
祂和做那正直的工。

神借䛨耶䧋基督（他是万有的主）Ỉ和平的福音、⮮征道峸亁以色列人。(使徒行
Ỉ1 0:3 6 )
一直到䍘在，征᷒百夫攧可能只有透彯䉡太教㜍孌孮神，䍘在他被引徃到一᷒更ᷢ完全
的⏗示里，那就是神已乷成就了祂自己的客言，差遣⻍崃Ṃ㜍借䛨耶䧋基督⮮征平安的
福音Ỉ亁ế人。因ᷢ祂是全能的神。

征宅在乎翰宣Ỉ洗䣤以后、Ṷ加利利起、Ỉ遍了䉡太．(使徒行Ỉ1 0:3 7 )
䍘在你听宜彯了耶䧋。你Ẕ全部都听宜彯了祂。你存得保仿在↗撒利Ṃ面⮡希律的㖞
候，他宜，嘿，Ṃ基帕阿，征一切是你知道的。征些事不是在角落里完成的。你听彯
祂，你也知道耶䧋。祂并不是在角落的某᷒地方，每᷒人都知道祂。所以彼得确信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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彯耶䧋。

神怎㟟以圣䀝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䧋、征都是你Ẕ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 (使
徒行Ỉ1 0:3 8 )
所以他䍘在是在ᷢ耶䧋基督所做的工做奩孩。

他在䉡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有我Ẕ作奩孩．他Ẕ竟把他挂在
木⣜上㛨了。第三日 神叫他复活、㗦䍘出㜍、(使徒行Ỉ1 0:3 9 )
再一次彼得做了复活的奩孩亁他看，

不是㗦䍘亁ế人看、乃是䍘亁 神栬先所㊋徱ᷢ他作奩孩的人看、就是我Ẕ征些
在他Ṷ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使徒行Ỉ1 0:4 1 )
所以我Ẕ存得那㖞候耶䧋在海彡准⢯好氤，然后他宜，㜍徃餐,主与他Ẕ一同吃氤，一同
喝椖。因此在祂复活之后，祂也是一同与他Ẕ吃喝。

他吩咐我ẔỈ道亁ế人、孩明他是
行Ỉ1 0:4 2 )

神所立定的、要作⭉判活人死人的主。(使徒

基督㊍有神亁予祂的㛫柄，能作那站在人前⭉判人的主。在征里有趣的是，耶䧋竟被人
㜍⭉判。他被ⷎ到彼拉多面前，然后被彼拉多⭉判。但是在征里有一᷒矛盾。因ᷢ彼拉
多宜，

征㟟、那䦘ᷢ基督的耶䧋、我怎么≆他呢．他Ẕ都宜、把他搱十字架。(樔太福音
2 7:2 2
他Ẕ喊䛨宜、除掉他、除掉他、搱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宜、我可以把你Ẕ的王
搱十字架么。祭司攧回答宜、除了宍撒、我Ẕ㱉有王。(乎翰福音1 9:1 5 )
所以彼拉多就把衪交在他Ẕ的手里任↕他Ẕ⢬置。但是他⌜⮡耶䧋宜，

晦道你不知道我有慲放你的能力，孑你自由，或是命令你去十架上?耶䧋宜 ， 你㱉
有任何的能力除了我父亁你的。但是不需要㉭心。那些把我交亁你的承㉭比你往
更大的罪。
彼拉多就想要慲放祂，因ᷢ彼拉多⮡征᷒⢘明而感到害怕。但是在䍘⭆里，彼拉多也在
⭉判他自己。
䍘在每᷒人都栣要面⮡初彼拉多所面⮡的斖桀。我要怎么㟟⮡待那䦘ᷢ基督的耶䧋?你
必栣要做征么㟟一᷒的⅛定。但是在䍘⭆中，你所做的判⅛所⭉判的⌜是你自己。你看
到了⎿，如果你拒亅祂，你就是在宣䦘你自己的判⅛。你就Ể被神所拒亅。如果你不接
受祂，你就是在宣䦘自己的判⅛，因ᷢ你也Ể不被神接受。所以每᷒人都栣要⮡耶䧋做
出一᷒⭉判，但是那些Ể被他Ẕ所做⅛定而影⑵的人其⭆就只有他Ẕ自己。每᷒人都可
以介由他Ẕ如何⭉判耶䧋㜍⅛定自己的命彸。神孑祂成ᷢ⭉判活人与死人的主，我Ẕ可
以在哥林多后Ḏ五章和⏗示二十章宣到ℛ于征᷒⭉判。

ế先知也ᷢ他作奩孩、宜、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使徒行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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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4 3 )
他宣䦘征᷒是ế先知所宜的，那就是神Ể赦免那些凡相信耶䧋基督人的罪。然我Ẕ可
以回到㖏乎，找到㔘以百孉ℛ于耶䧋基督的栬言。那ế先知所Ỉ最主要的信息，就是神
Ể差祂的儿子㜍。

“因有一⨜孩ᷢ我Ẕ而生，有一子峸亁我Ẕ。”(以崃ṂḎ9:6 )
但是他的儿子Ể被ế人看不起和拒亅。我Ẕ所有的罪都Ể放在祂身上。凡相信祂的就Ể
得救。所以彼得孢及到征些栬言。

彼得往宜征宅的㖞候、圣䀝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使徒行Ỉ1 0:4 4 )
在征里彼得并㱉有教⮤他Ẕ䍘在宜，巴，巴，巴，巴!他并㱉有教他Ẕ如何宜方言，征一
切⇂好就在同一᷒㖞候⍹生在所有人身上,完全乷由圣䀝的徃行。我⮡一᷒人被教⮤如何
宜一种不ᷢ人知的方言多少抱有一䁡怀疑。但我相信圣䀝完全自由的徃行。也孠栣要一
些的教⮤，然而那些栣要被做的工，是⸼被神的䀝所≐工的。
在征里你存得有些人跟彼得一同Ṷ乎帕下㜍。事⭆上㖞有六᷒人跟彼得㜍，彼得自己
是第七᷒。

那些奉割䣤和彼得同㜍的信徒、奩圣䀝的恩峸也㳯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 使
徒行Ỉ1 0:4 5 )
征怎么可能呢?神竟Ể把祂的圣䀝㳯灌在一᷒不干Ⅸ的外邦人身上。他Ẕ感到希奇，看到
了神完全自主的善工和外邦人栮受了圣䀝的䣤物。他Ẕ怎么知道的?

因听奩他Ẕ宜方言、䦘崆

神ᷢ大。( 使徒行Ỉ1 0:4 6 )

征跟㖞在使徒行Ỉ第二章教Ể被圣䀝所㳯灌是完全一㟟的。⇂⺨始的㖞候他Ẕ在孚征
些不同的宕言，崆美神，宣䦘神匋耀的善工。一㟟的事情在征里也⍹生了。征些人在宜
一种不ᷢ人知的方言，在崆美神。

因听奩他Ẕ宜方言、䦘崆 神ᷢ大。于是彼得宜、征些人既受了圣䀝、与我Ẕ一
㟟、宩能禁止用水亁他Ẕ施洗呢。(使徒行Ỉ1 0:4 6 )
一直到䍘在征᷒㖞候，他Ẕ不Ểⷖ外邦人施洗加入教Ể。但是彼得宜，
嘿，我Ẕ能做什么呢?神已峸下圣䀝。我Ẕ甘脆就去ⷖ他Ẕ施洗好了。

就吩咐奉耶䧋基督的名亁他Ẕ施洗。他Ẕ又実彼得住了几天。(使徒行Ỉ1 0:4 8 )
使徒和在䉡太的ế弟兄、听宜外邦人也栮受了 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
冷、那些奉割䣤的斐徒和他ḱ彑宜、你徃入未受割䣤之人的家、和他Ẕ一同吃椕
了。彼得就⺨口、把征事挨次亁他Ẕ孚解宜、我在乎帕城里䤟告的㖞候、魂游象
外、看奩异象、有一物降下、好象一⛿大布、系䛨四角、Ṷ天人下、直㜍到我跟
前．(使徒行Ỉ1 1:1 - 5 )
他就重述了征᷒异象。很有趣的是㖞路加真的被有限的空斜而限制。在征᷒㖞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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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他Ẕ并㱉有出版Ḏ刊，他Ẕ只有把所有的᷄西⅁在卷弜上，然而你能⅁在一᷒卷弜
上的᷄西是很有限的。最攧的卷弜差不多有35尺攧。然后他Ẕ就Ể把征些Ḏ信⅁在征些
卷弜上。他Ẕ然Ể一彡卷一彡⅁，卷起和㏲⺨征᷒卷弜。如果它超彯了35尺攧，它就
Ể⎀得非常⹆大。
使徒行Ỉ，因ᷢ它的攧度，栣要被乒在最攧的卷弜里，差不多有35尺那么攧。最初路
加⅁的使徒行Ỉ可能就是⅁在一᷒35尺的卷弜上，因ᷢ你栣要刪省一些空斜用㜍孚更多
更好的故事。但是因ᷢ一᷒很明确的理由，圣䀝孑彼得被叫到外邦人那里的事᷌次乒
在使徒行Ỉ有限的空斜里。无可怀疑神Ể⮡所有的䉡太人和在各⢬的人做奩孩。由于耶
䧋基督的福音，是神亁每一᷒人免峡的䣤物，不管他的偌色和他的种族背景。因ᷢ征᷒
福音是⮡每一᷒人的，所以神才Ể把彼得的异象，᷌次在使徒行Ỉ有限的空斜里存弥在
征35尺攧的卷弜里。他再一次⎁述征᷒异象，ℛ于一⛿系䛨四僂的大布。

我定睛奪看、奩ℭ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昆虫、并天上的梆淇。我且听
奩有⢘音向我宜、彼得、起㜍、宰了吃。我宜、主阿、征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
Ⅸ的物、Ṷ㜍㱉有入彯我的口。第二次、有⢘音Ṷ天上宜、 神所洁Ⅸ的、你不
可作俗物。征㟟一徆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正那㖞、有三᷒人站在我Ẕ所住的房斐前、是Ṷ宍撒利Ṃ差㜍奩我的。圣䀝吩
咐我和他Ẕ同去、不要疑惑。〔或作不要分⇓等䰣〕同䛨我去的、往有征六位弟
兄．我Ẕ都徃了那人的家．(使徒行Ỉ1 1:6 - 1 2 )
所以彼得既不ᷢ所⍹生的事峇峋，也不Ể被峋⢯。因ᷢ他是按照圣䀝的指示和吩咐去
做。

同䛨我去的、往有征六位弟兄．我Ẕ都徃了那人的家．(使徒行Ỉ1 1:1 2 )
所以㖞彼得就ⷎ了征些孩人，可能因ᷢ他并不知道后㜍Ể⍹生什么事，他想要有些孩
人，一旦他回去耶路撒冷才可以孩明他所孚的事是真的，那不是我意思，而是神的吩
咐。我不需承㉭任何峋任。所以他才不Ể被踢出早期的教Ể。

那人就告孱我Ẕ、他如何看奩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宜、你打⍹人往乎帕去、
実那䦘呼彼得的西斐㜍．他有宅告孱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使徒行Ỉ
1 1:1 3 - 1 4 )
所以是圣䀝◙咐我去把福音ⷎ亁他Ẕ，一些救島的宅宕，是神拯救外邦人的命令。

我一⺨孚、圣䀝便降在他Ẕ身上、正像初降在我Ẕ身上一㟟。( 使徒行Ỉ1 1:1 5 )
我并㱉有碰他Ẕ，我㱉有做任何事!

我就想起主的宅宜、乎翰是用水施洗、但你Ẕ要受圣䀝的洗。神既然亁他Ẕ恩
峸、像在我Ẕ信主耶䧋基督的㖞候、亁了我Ẕ一㟟、我是宩、能㊎阻 神呢。( 使
徒行Ỉ1 1:1 6 )
很好的斖桀。我是宩，能⣇阻㊎神的工呢? 我最好往是不要阻㊎神的工好了。不幸的是，
一直有很多的人站在那种立⛢上，他Ẕ孽去阻㊎神的工。神⺨始≐工的㖞候，他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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Ể孽阻㊎。他ẔỂ批孬，⺨始挑擁宗，或者宜征件事不是照䛨我ẔỈ亇的㞯准⍹生的。
有人最近拿亁我一封信那是一᷒church of christ基督教Ể的牧ⶰ⅁亁在各各他教Ể征 里的
一位女士;她搬到加州后也⺨始㜍到征᷒教Ể。征᷒牧ⶰ就⅁信亁她峋被她㜍征教Ể宜我
Ẕ可能是不正亇的，我Ẕ大家都Ể下地䊙因ᷢ我Ẕ的斐上㱉有正确的名字。如果我Ẕ不
是叫做church of christ基督教Ể的宅，那我Ẕ就是在擁宗的㞯志下做敬拜，然不能真正
的敬拜耶䧋基督。
在征里我Ẕ都擁了，因ᷢ我Ẕ㱉有正确的名字。可怜的家伙。他的天堂Ể是一᷒非常寂
寞的地方。就像是一᷒在天堂里被彼得到⢬差派的教徒，但是⌜看到征些不同⚊体的人
在敬拜神和享受很好的㖞光。在征里有一浸信Ể教徒，在那里有一攧老Ể教徒，和一᷒
⌓理公Ể教徒和圣䀝降ᷜ派教友。他Ẕ在一起享受征᷒弱煌的㖞光。他Ẕ再走下去的
㖞候，有面高⡁。有᷒人听到唱歌的⢘音Ṷ⡁后Ỉ出㜍就斖宜，他Ẕ是宩? ᷢ什么他Ẕ㱉
有出㜍跟大家在一起呢? 然后彼得就回答，小⢘䁡!他Ẕ是Ⰶ于基督教Ể，他Ẕ孌ᷢ他Ẕ
是唯一在征里的人!
容我宜，征᷒牧ⶰ并不代表所有基督教Ể的牧ⶰ。他只是一᷒᷒案，他有他自己✂信不
疑的想法是我不同意的。但征些想法，我相信，是非常䊕隘的。其⭆我确信，我Ẕ都
在天堂的㖞候，神Ể亁我有桶度去接受征᷒弟兄，但是我奱得很晦去跟看法那么䊕隘的
人相⢬在一起。我跟孠多基督教Ể的牧ⶰ都有极好的⚊契。我也尊重他Ẕ在ᷢ神所做的
工。征᷒人完全不是基督教Ể事工的代表。他所代表的只是那一小部份，教Ểℭ有很好
的⚊契。我⸮幸因ᷢ他并不代表所有的教Ể的人。
但是在征᷒地⋢，有些基督教Ể的事工是我所䇙,以及非常尊重的，因此我ᷢ他Ẕ所有的
事工感寊神，也ᷢ他Ẕ教Ểⷎ亁社⋢的影⑵而感寊。我不想要你到外面宜，“哦，真是
的，他真的᷊了基督教Ể的僠了。”完全不是征㟟的，我并不孽䛨征㟟做。那只是一᷒
小玩笑而已，所代表的只是一᷒䊕隘的人⮡神䊕隘的的恩典与奪念伊了。
很不幸的有些人就是那么的量小和䊕窄，但是我Ẕ䤟告神有一天Ể广大他Ẕ的地平乧因
ᷢ你被征毒素侵嘨的㖞候，是多么糟糕的事啊。因ᷢ你如何去解慲神的工呢?其⭆，他
Ẕ的作法，“其真的是撒但在作的工。”征是一᷒悲哀的事情，因䛨有人就是那㟟的䊕
窄。ᷦ例㜍宜，在杭提栧㸦的㰌樔士㫏弗栧，他是一᷒多么好的弟兄。往有我是多么䇙
征位神的仆人; 他跟我有很好的⚊契。你Ẕ如果ⷎ䛨征段信息的音ⷎ跑到㰌姆㫏弗栧那
里，㰌姆Ể知道我䇙他!
所以彼得就在解慲，我是宩能⣇抵㋉神呢?

ế人听奩征宅、就不言宕了．只匋耀与

神、宜、征㟟看㜍、( 使徒行Ỉ1 1:1 8 )

他Ẕ就接受在外邦人之斜所做的工。在征里他Ẕ往㱉有准⢯好与外邦人有完全的㜍往。
在使徒行Ỉ里，我ẔỂ⍹䍘彼得㖞到安提阿，与外邦人吃椕。但Ṷ耶路撒冷㜍的教友
出䍘之后，彼得就与外邦人分隔⺨㜍，因ᷢ在感奱上和外邦人一同吃椕Ể很容易造成在
安提阿教Ể的分裂，保仿ᷢ了此事而峋怪彼得。保仿在加拉太Ḏ里有提到此事。
征些⡁嘥然有在塌陷，⌜往未完全的倒塌。不久我Ẕ就Ể看到，在第十五章里ℛ于征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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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ḱ孢Ể⺨始出䍘。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晦四散的斐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 使
徒行Ỉ1 1:1 9 )
安提阿是第三大的仿樔都市。在仿樔与Ṃ力山太之后就是安提阿了。一᷒非常大的都
市，位于㫏弗特司河与地中海的交接口。在安提阿ℭ最主要的神就是黛芬妮，因此在离
安提阿五哩之⢬有一棵月桂㞹林，一᷒极大的⭓殿就是ᷢ黛芬妮所䙾的。依照故事典
故，太旛神䇙上了黛芬妮而在追她。但是ᷢ了拯救自己不被太旛神玷污，她就⎀成了一
᷒桂花㞹。所以他Ẕ就ᷢ黛芬妮在月桂㞹林里䙾了征᷒⭓殿，然而在敬拜黛芬妮的女祭
司都是娼妓，她Ẕ在敬拜中就Ể重演㖞太旛神⮡黛芬妮的宙惑。
因此她Ẕ的敬拜是非常放匉的。安提阿城成了那些生活在一᷒非常淫匉的，放匉生命的
一᷒表征。峴博跟其它所有的在道德上的邪〞，都是非常盛行及猖獗的，所以他Ẕ宜，
一᷒在安提阿里的人是一᷒活在非常淫ḙ邪〞的人。
很有趣的就是，基督的福音竟然Ể在征᷒异教的城市里得到如此⻢的支持。因此在安提
阿的教Ể就成了⮡外邦人Ỉ教的中心。㖞也是Ṷ征᷒安提阿教Ể福音才真正的Ỉ遍外
邦人的世界，Ỉ道士都Ể回到安提阿的教Ể㉍到。征就⎀成了在㖞早期教Ể的中心之
一，尤其是ⷎ有外邦人成分的早期教Ể。他Ẕ䍘在到了腓尼基，崃浦路斯，以及安提
阿。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晦四散的斐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
Ẕ不向⇓人孚道、只向䉡太人孚。但ℭ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Ẕ到了安提
阿、也向希利尼人Ỉ孚主耶䧋。〔有古卷作也向宜希利尼宅的䉡太人Ỉ孚主耶
䧋〕主与他Ẕ同在、信而主的人就很多了。征桶⢘Ỉ到耶路撒冷教Ể人的耳
中、他Ẕ就打⍹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止．他到了那里、看奩 神所峸的恩
就㫊喜、≅勉ế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使徒行Ỉ1 1:1 9 - 2 3 )
在征里巴拿巴⭆在是打⍹去最理想的人徱，因ᷢ他的事工就是在基督的肢体里做合好的
工作。他就耶路撒冷的教Ể不知如何⮡待悔改的保仿㖞，把保仿ⷎ到ế弟兄面前宜，
看哪，他是一᷒弟兄。要接待他就像一᷒弟兄一㟟 !
他也是那᷒ⷎ保仿到耶路撒冷教Ể⚊契中的人。≅慰子就是巴拿巴名字的意思，他是᷒
修好与⮡立党派以及不同⚊体的人。所以征᷒复ℜ在外邦人中出䍘的㖞候，他是被派
去最理想的人徱。他是一᷒有恩慈和理解力的人，所以他能接受神在安提阿那里所做的
事工。
在征里巴拿巴他≅宓他Ẕ宜，他Ẕ⸼宍在心里定意要持井在主里和⮡主的㈏䛨，或住在
主里面。所以他≅戒他Ẕ要下定心意。那就是，孠下一᷒完全的承客。不要只是想想而
已。有太多的⅛定都是在⣜傹里做的。心，才是一᷒人意志力的真正㜍源。你在心里
下定⅛心㖞，你正在ᷢ你的生命定方向。你正在孠下一᷒完全的承客。巴拿巴叫他Ẕ去
做一᷒完全的承客把自己交亁耶䧋基督，因ᷢ巴拿巴知道他ẔỂ受到逼迫。他Ẕ在外邦
人的世界里Ể遇到真正的斖桀，就像与耶䧋㓴⮡的。一᷒外邦人的世界，尤其在安提阿
那里，已被所有的邪〞以及不乗Ⅸ的，性ℛ系占有了，因此如果你不⮡耶䧋基督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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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承客，你就Ể在路旁倒下。你就Ể被那᷒世界亁吸了彯去。
所以他≅宓他Ẕ，下定⅛心你要与主同在。孠下那完全的承客。下定⅛心宜事情就是征
㟟了。就像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Ṃ撒利Ṃ，他Ẕ到巴比Ỏ的㖞候，己下定⅛
心不玷污㌇自己。

征巴拿巴原是᷒好人、被圣䀝充㺉、大有信心．于是有孠多人服了主。他又往
大㔘去找㈓仿、(使徒行Ỉ1 1:2 4 - 2 5 )
在征里，他察奱到圣䀝在征᷒仿樔文化或者一᷒被希腊文化浸淫的城市里所做的工，在
古㖞候征是一᷒主要的城市。他了解到征彡的事工栣要一᷒特⇓的人，一᷒被圣䀝慲放
的人，一᷒了解希腊文化的人，又要⮡神的宅有很⻢根基的人。
使徒保仿，在征᷒㖞候他仍然䦘ᷢ㈓仿，他离⺨耶路撒冷，回到他的家ḉ大㔘的㖞
候，在那里一下子就待了八年。我很确定保仿在征八年里面在大㔘亾乯ⶸ蓬，同㖞也在
大㔘的城市里分享他的奩孩。正如同神要他去做神的工而在准⢯他。
我Ẕ⇂接受耶䧋基督的㖞候，最常犯下一᷒大的擁宗就是想要樔上徃入事工。重要的
是我Ẕ的生命栣要被圣䀝准⢯，而那不是一᷒晚上就行的。在打仗的㖞期，我Ẕ在空⅃
里有所宻的90天摩奇孕乫。乷彯基本的初乏⬎校在90天ℭ你就可以通彯少尉的考孽，我
Ẕ初就是依照征㟟的孕乫。但是在神并㱉有什么90天的摩奇孕乫。
我Ẕ能否在神的宅宕上和在神的工作上扎根是很重要的。⮡我㜍孚保仿悔改后的11年是
嚖有趣的事。他花了最初的三年在阿拉伯的荒野⬎Ḉ。另外八年默默的在大㔘直到巴拿
巴，看到在安提阿的事工，栮悟到保仿⸼宍是征᷒事工最理想的人徱，才到大㔘㜍找㈓
仿ᷢ止。

找䛨了、就ⷎ他到安提阿去。他Ẕ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Ể一同聚集、教孕了孠
多人．斐徒䦘ᷢ基督徒、是Ṷ安提阿起首。(使徒行Ỉ1 1:2 6 )
基督徒征᷒字其⭆是像基督。在几年前有一段㖞斜，有一᷒名䦘加在那些接受耶䧋的嬉
皮Ẕ上，叫他Ẕ”耶䧋人”。那跟征᷒䦘⎟嚖像的。征是亁教Ể的一种嘲笑的封⎟。他
ẔỂ宜，喔，他Ẕ是基督人，他Ẕ是基督人Ẕ，䍘在征嘥然就像崆美一般的孵宕，但是
在㖞”耶䧋人”Ẕ就是那些年弣人，他Ẕ愿意䋖上他Ẕ的生命亁耶䧋基督。他Ẕ是基
督人。那并不是什么䦘崆的名⎟，因ᷢ多少有些嘲笑的味道就像他Ẕ初在安提阿叫他
Ẕ基督徒或者基督人一㟟。在征里，注意到，第19刪里提到他Ẕ不跟任何人而只跟䉡太
人Ỉ福音。但是第20刪里他Ẕ㜍到了安提阿，并且⮡希⌮尼人Ỉ孚耶䧋的身份。他Ẕ在
Ỉ道。
巴拿巴㜍㖞≅宓他Ẕ;保仿㜍㖞用了一年㖞斜教孕ế人。在征里有一᷒重大的不同就
是Ỉ道，≅宓，和教⮤之斜。我相信在今天的教Ể里有太多的Ỉ道。我孌ᷢ我Ẕ栣要更
多的≅宓，我相信我Ẕ其中最栣要的是教⮤。你看，在征一年ℭ大部份的㖞斜都是花在
教⮤ế人上。
Ỉ道是⮡那些未信的人。向他ẔỈ孚神的好消息。藉由他儿子的死，在第三天靠䛨圣䀝
的能力复活而峸亁人䰣的救島。靠䛨相信祂，你的罪就得赦免，你也Ể得到永生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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䣤物。那就是Ỉ道所做的，⮡人Ỉ孚神的好消息。
䍘在一᷒人相信征᷒信息，他Ẕ接下㜍就栣要≅宓。在征里巴拿巴≅宓他Ẕ，就是䍘
在跟䳏神!下定⅛心的跟䳏祂!但是保仿㜍然后，他用了一年教⮤他Ẕ。教⮤他Ẕ如何跟昷
神，如何䤟告。如何与神同行。教⮤在教Ể里是一᷒重要的功能。但是今天教Ể在孠多
地方非常的弗弱，非常的峓乏，非常㱉有效率，因ᷢ人Ẕ往㱉有在神的宅里被教⮤。
所以我Ẕ在各各他教Ể征里的事工功于在神宅宕上的教⮤，我Ẕ有仿蒙牧ⶰ如同那≅
宓者。我在征里孚你Ẕ⸼宍做的事，他就在那里在你后面踢你去做那些事。≅宓我Ẕ去
做我Ẕ⸼宍ᷢ神做的，征也是一᷒重要的事工，有平衡的功用。䣤拜六晚上我Ẕ有咅狄
牧ⶰ⮡所有聚集的年弣人Ỉ道。所以我Ẕ有一᷒Ỉ道的地方，有一᷒≅宓的地方，在教
Ể里也有最重要教⮤的地方。所以如果教Ể到底想要成ᷢ⻢⢖和有效率，一定要跟保仿
一㟟。

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Ṷ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使徒行Ỉ1 1:2 7 )
在早期教Ể，征些先知有䁡像到⢬徘徊的。他Ẕ有䁡像是游牧民族，他ẔỂ在教Ể与教
Ể斜徘徊。乻果就有一些人把先知的名⎟用在自己身上，他ẔỂ徘徊，然后他ẔỂ㜍到
教Ể里面宜，我是一᷒神的先知。所以征就是其中一᷒早期教Ể的斖桀，就是分辨到底
一᷒人是不是神的先知。
所以㖞有一本使徒著作叫迪答克，在早期教Ể那就像是一种小小的奬⇁手ℴ。因ᷢ冷
杉木在公元100年的㖞候已乷⺨始广Ỉ了。在征本迪答克里就有分⇓宩是一᷒真先知，宩
是一᷒假先知的教㜉。
如果有一᷒人㜍宣䦘他是一位神的先知你栣要听他一天。如果他在第二天留下㜍⌜又㱉
有去工作的宅，那他就是一᷒假先知。他只是在教Ể吃斚椕而已。如果有一᷒人㜍宣䦘
他自己ᷢ一᷒先知然后他宜，“神是征㟟宜的!准⢯一大桌的晚餐!炸淉，蒸肉椕，和樔摫
薯泥!”如果他自己Ể吃那栧晚餐的宅，他就是一᷒假先知。所以㖞﹐就有像征些的教
㜉，用㜍去孮⇓假先知﹐存在早期教Ể里的。在他Ẕ建立那些攧老以及牧ⶰ之前﹐所靠
的就是那本小小的﹐有趣的﹐奬⇁手ℴ迪答克。
在征里，㖞有一᷒先知名叫Ṃ迦步，我Ẕ以后Ể再宣到ℛ于Ṃ迦步的事，几年后，我
ẔỂ↗撒利Ṃ找到他那㖞，保仿正要回到耶路撒冷。就是征᷒先知Ṃ迦步，

ℭ中有一位、名叫Ṃ迦布．站起㜍、借䛨圣䀝、指明天下⮮有大植荒．征事到革
老᷊年斜果然有了。(使徒行Ỉ1 1:2 8 )
所以他是一᷒真正的先知。他栬言要㜍的植荒果然㜍了。

于是斐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摙、送去供亁住在䉡太的弟兄。( 使徒行Ỉ1 1:2 9 )
在那㖞耶路撒冷的教Ể遇到⻢烈的逼迫，且被分散了。他Ẕ也孽彯同住一起的方式，乻
果⍹䍘晦以承受峊物上的峇㉭。所以Ṃ迦步﹐栬言征᷒大植荒⮮Ể㜍到，征些人⅛定
照各人的力量捐摙，送去供亁住在䉡太的弟兄。所以征就是基督徒的䇙，跨越⚥度的障
䠵，越彯⚥土的界乧，也越彯了我Ẕ教Ể的⋢域。我Ẕ正在ᷢ⇓⢬基督的肢体而伸出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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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去ⷖ助他Ẕ，分享那神峸亁我Ẕ的丰盛。
在各各他教Ể征彡我Ẕ很匋幸的能伸出援手因ᷢ神已丰盛的峸亁我Ẕ了。神亁我Ẕ多的
有余。所以我Ẕ有征᷒匋幸能⣇伸出援手，跟其它地方的教Ể分享征彯多的丰盛。与那
些在美⚥的也和在全世界基督肢体里的基督徒分享。所以安提阿教Ể⎀成一᷒中心的
㖞候，在征里的操乫真正的⺨始了。即使神也多多少少孑我Ẕ征᷒教Ể成ᷢ孠多人Ṷ征
里出去建立教Ể的地方，有差不多八百多斜的教Ể就是Ṷ征᷒教Ể的人出㜍在美⚥四⢬
建立。所以神好象把我Ẕ⎀成一᷒中心，用我Ẕ㜍Ỉ㈔神的宅;征是一件祝福的事，因ᷢ
我Ẕ⢬在能⣇ⷖ助其它弟兄的立⛢上。
在征里⌜不是征㟟的事情。Ṷ一᷒角度㜍看，教Ể是Ṷ耶路撒冷⺨始的，然而他Ẕ⌜送
扶助回到耶路撒冷。我Ẕ在征里不需要其它教Ể的ⷖ助，我Ẕ⌜又能ⷖ助他Ẕ，所以我
Ẕᷢ征而感寊神。施比受更ᷢ有福，我Ẕ是在有福征彡的。所以他Ẕ就去ⷖ助那在䉡大
的ế弟兄。

他Ẕ就征㟟行、把捐校托巴拿巴和㈓仿、送到ế攧老那里。(使徒行Ỉ1 1:3 0 )
所以㈓仿䍘在要回㜍耶路撒冷了，征一次跟巴拿巴一起，把捐校Ṷ安提阿的弟兄那里ⷎ
回㜍，䍘在因不同的⡁都已乷被破碎了。外邦的信徒在征里⮡在耶路撒冷的䉡太信徒表
䍘了征份美ᷥ的⭥宏大量。
天父我Ẕ感寊你的宅宕，你是我Ẕ僂前的䀗，是我Ẕ路上的光。征是多么好的一᷒祝
福，神阿，孑我Ẕ聚在一起查乷㖞都能徃步﹐在神中攧徃，孑你的工人不奱羞愧。主
阿，ⷖ助我Ẕ正确的吸收你真理的宅宕。主，但愿我Ẕ每一᷒人都能⣇下定⅛心亏井的
跟昷你。无孢如何都要与主同行。神阿，祝福你的子民。把你的手按在我Ẕ每一᷒人的
生命中。ᷢ服侍你而膏抹我Ẕ。奉耶䧋的名䤟告，阿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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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Ỉ第1 2 - 1 3章
恰克 史密思 牧ⶰ ( 各各他教Ể )

那㖞、希律王下手苦害教Ể中几᷒人。(使徒行Ỉ 1 2:1 )
圣乷里⭆在是有很多᷒希律，所以想要把他Ẕ都搞清楚，是有一䁡困晦的。 老⭆宜， 我并不
期待你去把他Ẕ分清楚。 征彡征᷒希律是希律Ṃ基帕一世。 他是大希律王的⬁子， 就是那㖞
候在耶䧋宆生的希律。 大希律王有十᷒老婆。 他其中的一᷒老婆， 米利暗，有一᷒儿子， Ṃ
里塔波利司， 就是被大希律王所害㛨的， 米利暗也是一㟟。 他奱得他Ẕ在学立旜害陷害他，
所以他就把他Ẕ᷌᷒都㛨了。
㖞在大希律王Ỉ有一᷒格言,就是他的䋒都比他的儿子要㜍的安全。 他其⭆也㛨了他一
些其它的儿子。 但是在Ṃ里塔波利司被害㛨前， 他生下了征᷒希律Ṃ基帕。 希律Ṃ基帕一
世， 米利暗的儿子， 他也是䍃↗冰恩的后代。 她是一᷒䍃↗冰恩直接的后代， 所以她就是一
᷒䉡太女人， 但是因ᷢ她跟大希律王乻婚， 所以希律Ṃ基帕一世， 可以宜是ⷎ有一半䉡太血
亇的。 他⮡䉡太人的Ḉ俗很有ℜ趣，因此依照䉡太律法每天䋖祭。 他遵照䉡太的Ḉ俗。 他早
前在仿樔住了差不多三十年左右， 但是他回到耶路撒冷㖞，他就䇙上那地方，并且孽䛨照
䉡太人的方式， 跟䉡太人一般的生活。 䉡太人因此而非常尊敬他。 所以征᷒希律Ṃ基帕一
世， 大希律王的⬁子⺨始逼迫教Ể， ᷢ的就是要子好䉡太人。
他的儿子， 希律Ṃ基帕二世是㖞保仿在↗撒利Ṃ遇奩的那位， 他Ẕᷢ了要控告保仿而⮡保
仿展⺨⭉斖。 (他被送到仿樔暴君那里㖞)。 他保仿向↗撒上孱的㖞候， 他⍹䍘非斯都并
㱉有很慎重的在听⭉， 所以非斯都就実征位希律Ṃ基帕二世， 征位希律Ṃ基帕一世的儿子，
㜍听⭉， 所以他Ẕ才可以提出⮡保仿的控孱。 保仿被送到仿樔暴君的㖞候。 所以差不多在
征段㖞斜里， 希律王彸用征䰣似的手段㜍㬳害某些教Ể。

用刀㛨了乎翰的哥哥雅各。(使徒行Ỉ 1 2:2 )
耶䧋䦘雅各和乎翰ᷢ雷䓝之子。 他Ẕ要求有一天在神⚥里他Ẕ可以被峸与一᷒坐在耶䧋的左
彡， 而另一᷒坐在右彡。 然后耶䧋宜，

我⮮要喝的杯， 你Ẕ能喝⎿? 他Ẕ宜， 我Ẕ能 。
耶䧋其⭆是在孚他的死， 然后他宜，

“耶䧋宜、我所喝的杯、你Ẕ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峸的．乃是我
父ᷢ宩栬⢯的、就峸亁宩。”(樔太2 0:2 3 )
所以在征里雅各跟昷他的主而殉晦了，他就是乎翰的兄弟。

他奩䉡太人喜㫊征事、又去捉拿彼得。那㖞正是除酵的日子。(使徒行Ỉ1 2:3 )
在尼桑的第十四日，他Ẕ⺨始准⢯除酵的日子，所以彼得就是在逾越刪的㖞候被拘捕的。根据
他Ẕ的律法，在逾越刪的期斜，他Ẕ是不可以有任何⭉斖的。所以他就⅛定等到逾越刪乻束后
再把人抓㜍。但是你Ể⍹䍘，“耶䧋是在逾越刪的㖞候被⭉的!”㱉有擁，好⬎生Ẕ!那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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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待法的⭉判。另外有几䁡ℛ于耶䧋基督的⭉判也是待法的。但是他㈏意要在逾越刪后再㜍
⭉斖他，然ᷢ的是征㟟才能⢬⅛他。

希律拿了彼得收在䙹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人、意思要在逾越刪后、把他
提出㜍、䛨百姓≆他．(使徒行Ỉ1 2:4 )
在征里一班其⭆就是四᷒兵丁。有奬定一᷒囚犯被上撩撦的㖞候，他的右手Ể跟看守兵丁的
左手撦在一起。⮡彼得㜍孚，因ᷢ他Ẕ想要把他看的很牢，除了᷌彡撩在᷌᷒看守之人之外，
另外有᷌᷒人Ể站䛨看守大斐，然后四班人就等于四乬四᷒人的兵丁。在看守囚犯的彯程中，
他Ẕ每三᷒摇⣜就Ể弖班一次。所以㖞共有十六名兵丁全㖞斜的在看守彼得，三᷒摇⣜弖
一次班，᷌᷒跟他撩在一起，另有᷌᷒守䛨斐口。
依照圣乷英皇摎定本的翻孹，征里是复活刪。在早期教Ể里他Ẕ并不知道任何ℛ于复活刪的事
情。那字在希腊文里是逾越刪。但是因ᷢ复活刪是定在逾越刪期斜ℭ，因ᷢ耶䧋是在逾越刪被
搱十字架的，他同㖞也在三天后复活。所以䉡太人的逾越刪跟我Ẕ的复活刪期通常是离得很近
的。因ᷢ征是由英皇摎定本的孹者Ẕ在1600年翻孹的，㖞异教徒所彯的阿司塔刪已乷侵入教
Ể，之后就被稍微改⎀成复活刪了。把征᷒字翻ᷢ复活刪就是因ᷢ征代表了一年中同㟟的㖞
斜。

于是彼得被囚在䙹里．教Ể⌜ᷢ他切切的䤟告神。希律⮮要提他出㜍的前一夜、彼得
被᷌㜉摩撦撩䛨、睡在᷌᷒兵丁中．看守的人也在斐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使
者、站在旁彡、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宜、快快起㜍．那摩
撦就Ṷ他手上僙落下㜍。天使⮡他宜、束上ⷎ子．穿上鞋．他就那㟟作．天使又宜、
披上外衣跟䛨我㜍。(使徒行Ỉ1 2:5 - 8 )
去自己束上ⷎ子的意思就是去把下㏮乹好。他Ẕ自己束上腰ⷎᷢ的就是穿征些㟟式的攧袍。
嗯，穿著袍子㖞是很晦跑的。我Ṷ㜍都㱉有孽彯，但是我能⣇想象穿著袍子跑是多么的困晦。
所以他ẔỂ束上腰ⷎ，就是宜，他ẔỂ拿䛨腰ⷎ，然后把袍子拉到膝䙾的高度，他ẔỂ乹上腰
ⷎ所以袍子就Ể⎀短，他Ẕ也就可以跑快一䁡。所以他宜，束上腰ⷎ!你准⢯好要跑，准⢯
好要打仗，准⢯好要工作的㖞候，你就要束上腰ⷎ，尤其是你要侍奉的㖞候。征是一᷒你要
付出，可以ⷎ亁你更大自由行≐空斜的做法。

穿上鞋．他就那㟟作．天使又宜、披上外衣跟䛨我㜍。彼得就出㜍跟䛨他、不知道天
使所作是真的、只奩了异象。(使徒行Ỉ1 2:8 - 9 )
征不可能是真的。征些摩撦已乷僙落了，我正在走彯征些䊙卒!征不可能是真的，征只是一᷒
㡎伊了。征只是一᷒异象，并不是真正在⍹生的事。所有的征些⮡我㜍宜都嚖有趣的，因ᷢ征
些人并不知道Ⰶ䀝的世界离他Ẕ是多么的近。他Ẕ并不知道征些到底是真⭆的，或者只是一些
Ⰶ䀝的⏗示。但是他Ẕ跟Ⰶ䀝世界住的很近。

彯了第一⯪第二⯪䙹牢、就㜍到ᷜ街的摩斐．那斐自己⺨了。他Ẕ出㜍、走彯一㜉
街、天使便离⺨他去了。彼得醒悟彯㜍、宜、我䍘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僙
离希律的手、和䉡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使徒行Ỉ1 2:1 0 )
买于天使离⺨后，彼得站在街上的㖞候，他宜，嘿征不是一᷒㡎!我出㜍了!晦以相信!然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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栮悟到神已乷拯救他僙离希律的手了。

想了一想、就往那䦘呼樔可的乎翰他母Ṛ樔利Ṃ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䤟告。( 使
徒行Ỉ1 2:1 2 )
䍘在回到第五刪的地方宜到ℛ于教Ểᷢ彼得切切地䤟告神。所以彼得就㜍到䤟告Ể的地方。是
乎翰母Ṛ䍃利Ṃ的家。乎翰樔可就是⅁樔可福音的作者。有人孌ᷢ㖞她家就嚖像是在耶路撒
冷的教Ể部。其⭆，有些人孌ᷢ那᷒㤤上的房斜其⭆就在樔可的母Ṛ䍃利Ṃ的家中。

彼得敲外斐、有一᷒使女、名叫仿大出㜍探听．听得是彼得的⢘音、就㫊喜的栦不得
⺨斐、跑徃去告孱ế人宜、彼得站在斐外。(使徒行Ỉ1 2:1 3 )
但是他Ẕ⮡使女宜，妳䕗了!

他Ẕ宜、你是䕗了。使女极力的宜、真是他。他Ẕ宜、必是他的天使。(使徒行Ỉ
1 2:1 5 )
征段⮡我㜍宜嚖有吸引力的。回到第五刪。彼得被ℛ在䙹牢里但是教Ể⌜ᷢ他切切的䤟告神。
所以他就㜍到征᷒䤟告Ể的地方。他Ẕ都在里面䤟告宜，“喔主阿，ⷖ助彼得!喔主阿，拯救
彼得”之䰣的。然后在那㖞仿大跑徃㜍宜，彼得就站在斐外 ，他Ẕ宜，妳䕗了 !然而征是不
是很有趣﹐之前我Ẕ多么⻢宫在信心上的功宦。弟兄阿!你必栣有信心!如果你㱉有信心神不Ể
⑵⸼你的䤟告的。
孑我告孱你Ẕ一些事。神Ể去做任何神想要去做的事，不管你有㱉有信心。神的旨意Ể永久常
存。然你不能峋怪征些人祈求征᷒信心的䤟告。因ᷢ他Ẕ知道神已乷⑵⸼了征᷒䤟告，彼
得就在斐外，然而他Ẕ并不相信，他Ẕ就峋怪征᷒可怜的小女孩一定是䕗了。他Ẕ宜，嗯，征
一定是他的天使。征一定是他的䀝魂。征一定不Ể是彼得!

彼得不住的敲斐．他Ẕ⺨了斐、看奩他、就甚惊奇。彼得㏮手、不要他Ẕ作⢘、就告
孱他Ẕ主怎㟟栮他出䙹．又宜、你Ẕ把征事告孱雅各、和ế弟兄．于是出去往⇓⢬去
了。(使徒行Ỉ1 2:1 6 )
在征᷒地方我Ẕ被介乵雅各也就是后㜍成ᷢ其中一位早期教Ể栮袖的人，是耶䧋半᷒兄弟。然
后他⺨始在早期的教Ể里有非常重要的栮⮤角色。乎翰的兄弟雅各已乷被希律王⢬死。但是征
彡征᷒雅各⮮Ể用他的名字⅁一篇Ḏ信，然后也⮮Ể栮⮤在耶路撒冷里的Ể孖。他并不是福音
宜的雅各。除了樔可确⭆是叫他其中一᷒耶䧋的半᷒兄弟。所以我Ẕ䍘在介乵亁你雅各，耶䧋
半᷒兄弟，他⮮Ể在早期教Ể里扮演一᷒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彼得叫他Ẕ把征些事告孱雅各。

和ế弟兄．于是出去往⇓⢬去了。(使徒行Ỉ1 2:1 7 )
耶䧋半᷒兄弟雅各在他一生中并不相信耶䧋所宜的。⭆旭上，雅各以ᷢ他的兄弟耶䧋䕗了，并
且有一次想要把耶䧋Ṷ群ế中救出㜍。他宜耶䧋是他的人，所以就想去救他。依照希伯㜍Ḏ所
宜，在一本Apocrypha(乷外Ḏ里有存弥)，在耶䧋死后和他复活以前雅各宜彯，“我并不Ể相
信，除非我自己Ṛ眼看到他。”然而很有趣的是，保仿在哥林多前Ḏ15:7告孱我Ẕ耶䧋复活后
是有向雅各㗦䍘。他向他征半᷒兄弟㗦䍘，所以之后他征半᷒兄弟雅各和他半᷒兄弟䉡大都成
ᷢ了早期教Ể的㞳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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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离⺨并且到了另一᷒地方。彼得想宜他ẔỂ到䍃利Ṃ的房子㜍找他，所以毫无疑斖的，彼
得Ểᷢ希律的原故躲了起㜍。所以彼得去了另一᷒地方。
在征里我Ẕ有᷒有趣的寄。希律⮡教Ể下手，并且用刀㛨了乎翰的兄弟雅各。然后他把彼得下
在䙹里，ᷢ的就是要⭉判他然后再⢬⅛他，但是神的㊎阻奇妙的拯救了彼得。斖桀是，ᷢ什么
神并㱉有㊎阻然后神奇的拯救雅各?征里不要孽䛨想出一᷒答案，因ᷢ我Ẕ不知道。
神的做ᷢ是超出我Ẕ所能察奱的。我Ẕ知道神可以用一᷒神御㜍拯救雅各，就像祂拯救彼得一
般。但是因ᷢ某᷒原因神并不孌ᷢ解救雅各是合适的，所以就孑雅各成ᷢ希律刀下的䈢牲品。
然而神⌜奱得拯救彼得僙离希律的刀是合适的。我并不奱得教Ể的䤟告在征里是一᷒⅛定的ℛ
擖，因ᷢ我Ẕ知道那些䤟告不是ⷎ有信心的䤟告。
我相信⅛定的ℛ擖只在于神的旨意而已。神的主㛫。⮡神㜍宜，是雅各回天家的㖞候了，但是
彼得的㖞斜往㱉有到。我相信我Ẕ所有人的生命都圈在神的旨意中﹐往有神也知道﹐那一天祂
要接我回天家。都⅛定好了。神正确的知道到底是那一天，在什么䉞⅝下祂Ể接我回天家。然
而在征段㖞斜前神有要我做的事，然后一直到我完成了神所想要我做的事之前，神Ể保守我﹐
保留我直到那天。但是我完成了神的旨意和在我生命中的孉划㖞，神就Ểⷎ我回天家。
在⏗示11章里，我Ẕ宣到ℛ于᷌᷒奩孩人在地球乷⌮苦晦的征段㖞斜里㜍做奩孩。在征里宜
到他Ẕ有叫火Ṷ天而降的能力。他Ẕ有能力叫天封斕，所以在他Ẕ栬言的㖞斜里不Ể下雨。然
后如果有任何人想孽䛨迫害他Ẕ，他Ẕ可以Ṷ天降下火㜍䂏⯥他Ẕ。但是乷上又宜，

他Ẕ作完奩孩的㖞候，那Ṷ无底坑里上㜍的℥必与他Ẕ交㇀，并且得胜，把他Ẕ㛨
了。(⏗示1 1:7 )
但是征些都不Ể⍹生直到他Ẕ完成了他Ẕ的奩孩。所以很明㗦的，神并㱉有打算放彼得彯去。
往有更多的工孑他去做。所以，神保留了他。但是，在耶路撒冷的Ể孖外，征是在使徒行Ỉ里
最后一次提到彼得的名字。在第15章彼得不㕕的提到神如何ⷎ栮他去到外邦人之中，但是彼得
慢慢Ṷ⚦片中消失了。保仿在哥仿西Ḏ里告孱我Ẕ，他(彼得)是如何㜍到安提阿教Ể的，引起
一些麻䂎⮤致保仿栣要指峋他。一些其它存弥告孱我Ẕ，彼得去到仿樔在那里被倒挂十字架。
然他曾⅁彯彼得前后Ḏ。可是按照使徒行Ỉ里的存弥，Ṷ第13章⺨始，耶路撒冷的教Ể⺨市
弔移﹐而安提阿⎀成教Ể活≐的新中心。耶路撒冷就征㟟不再是教Ể活≐的中心，征᷒重心弔
移到了安提阿。所有把福音Ỉ亁世界的事工⺨始以安提阿ᷢ中心。此㖞，我Ẕ回⣜再看看䙹䊙
里。

到了天亮、兵丁扰ḙ得很、不知道彼得往那里去了。(使徒行Ỉ1 2:1 8 )
我是宜，他Ẕ醒㜍后⍹䍘彼得已乷不奩了，你可以想象征些䊙卒在⍹䍘彼得不奩㖞所引起的橂
≐。

希律找他、找不䛨、就⭉斖看守的人、吩咐把他Ẕ拉去㛨了。(使徒行Ỉ1 2:1 9a)
依照仿樔的法律，如果你在看守一᷒犯人，然后他Ṷ你面前逃僙，你就Ể得到和那᷒犯人相同
的⢬伂。征表示Ṷ一⺨始就孉划把彼得⢬死。那些看守彼得的兵丁就被⢬死，承㉭了那要亁彼
得的刑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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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㜍希律离⺨䉡太、下宍撒利Ṃ去、住在那里。(使徒行Ỉ1 2:1 9 b )
最近新斣里常常Ể有Ṷ古㖞到䍘在依然存在的一些城市的㉍⮤。以色列已乷徃入南黎巴嫩，然
后我Ẕ几乎天天听到以色列占栮部旇以及崃盾，特耳人之斜䳏⻈的情≧。然而征些人栣要靠巴
勒斯坦供亁他Ẕ的䱖食，所以他Ẕ那㖞候几乎是巴勒斯坦的一派。但是希律⮡他Ẕ非常生气。

希律〤怒推仿西栧的人．他Ẕ那一ⷎ地方、是Ṷ王的地土得䱖、因此就托了王的ℭ侍
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㜍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他Ẕ孚
孢一番。百姓喊䛨宜、征是 神的⢘音、不是人的⢘音。(使徒行Ỉ1 2:2 0 - 2 2 )
然推仿西栧想要去子好希律，所以他Ẕ才可以得到希律的喜ぎ和ⷖ助。

希律不匋耀亁
1 2:2 3 )

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伂他．他被虫所咬、气就亅了．(使徒行Ỉ

依照乎瑟夫司所宜，希律㜍到在↗撒利Ṃ的ㆷ∏⌭。你Ẕ那些去彯圣地的人都⸼宍⮡在↗撒利
Ṃ的ㆷ∏⌭不陌生。因ᷢ多年㜍征᷒ㆷ∏⌭都是被沙所覆䙾，所以保存的特⇓好。在↗撒利Ṃ
的附近他Ẕ奪察到那些沙丘，有一天有一᷒人就⺨始挖其中一᷒沙丘，他Ẕ就在↗撒利Ṃ的地
中海旁彡找到了征᷒保存漂亮的仿樔ㆷ∏⌭。那᷒地方就完全被挖掘出㜍﹐以后也有部分被复
元的。征不ṭṭ是᷒非常有趣的奪光䁡，也是仿樔建筑⬎中一斐有趣的⬎斖。征更教⮤我Ẕ一
些ℛ于他Ẕ的文化。
根据乎瑟伏司所宜ƹ希律身穿一件神宅中的撞色袍子徃到征ㆷ∏⌭里。他徃到征᷒⌭里的㖞
候，太旛光被征᷒撞色袍子所反射出㜍。所以他就像一᷒Ể⍹光的神那㟟徃㜍，⮡百姓Ẕ孚孢
﹐百姓Ẕ就⺨始喊䛨宜，征是神的⢘音，不是人的⢘音。因ᷢ希律㱉有匋耀亁神，他就被
一᷒天使峋打而死了。
征就是希律Ṃ基帕一世的乻局。我Ẕ在几᷒䣤拜后Ể在使徒行Ỉ里亏井宣到ℛ于希律Ṃ基帕二
世，他的儿子的故事。

神的道日奩ℜ旺、越⍹广Ỉ。巴拿巴和㈓仿、≆完了他Ẕ供亁的事、就Ṷ耶路撒冷回
㜍、ⷎ䛨䦘呼樔可的乎翰同去。(使徒行Ỉ1 2:2 4 )
可存得巴拿巴和㈓仿曾乷ⷎ䛨捐款﹐阿古巴司㜍到安提阿栬言⮮有一᷒大干旱Ểᷜ到那里，所
以他Ẕⷎ了一批募捐的款校要回去到耶路撒冷的圣弟兄那里。所以保仿与巴拿巴回到耶路撒
冷，ⷎ䛨Ṷ安提阿教Ể㜍的的援助。就在保仿与巴拿巴正要返回安提阿的㖞候，乎翰樔可，一
᷒巴拿巴的侄儿就跟䛨他Ẕ回去了。

在安提阿的教Ể中、有几位先知和教ⶰ、就是巴拿巴、和䦘呼尼乻的西面、古利奈人
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的樔念、并㈓仿。(使徒行Ỉ1 3:1 )
征些人的背景都很有趣。巴拿巴是Ṷ崃普勒斯的一᷒ⱃⰧ㜍的。䦘呼尼刪的西面，是一᷒仿樔
的名字。而西面⌜是一᷒希伯㜍的名字。古利奈人路求，樔念，一᷒在希律身彡，在⭓廷里成
攧的人。然往有㈓仿，他的背景很有趣，因ᷢ他生于大㔘，⌜在耶路撒冷受教育。
神把他Ẕ聚在一起，他Ẕ就是在安提阿教Ể的教ⶰ以及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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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Ẕ事奉主、(使徒行Ỉ1 3:2 a)
很有意思的孚法。征些是侍奉主的人，但是他Ẕ在侍奉主的彯程中也栣要侍奉人，因ᷢ那是神
呼召他Ẕ所做的事。后㜍保仿⅁到，

无孢作甚么、或宜宅、或行事、都要奉主耶䧋的名、借䛨他感寊父
3:1 7 )

神。(歌仿西Ḏ

所有的事就好象做在神身上一㟟，知道你ỂṶ神那里得到⣾峷。⮡任何想要侍奉神的人㜍宜。
我孌ᷢ征是非常重要的一䁡。你要孌清神呼召你去侍奉人。在䍘⭆䍗境中，神仆人的工作就是
征些。㌊句宅宜，一᷒神的仆人，就是呼召我去侍奉其它人。
侍奉人可以ⷎ㜍很大的挫折感。更糟糕的是，征也可能孑人ヌ怒的。大部分的人通常都不Ể感
寊你ᷢ他Ẕ所做的事，或者他ẔỂ感到不愉快。有些㖞候我Ể⮡⇓人⮡我的要求而⍹牢橂。然
而﹐神就Ể⮡我宜宅，“你侍奉的是宩? 你是宩的仆人?“我宜，“主阿，我是你的仆人!”他
⌜宜，“不要抱怨。做那些事就像做在我身上一㟟。你是ᷢ了我而去侍奉人。”因此﹐我⬎Ḉ
去做一大堆㱉有吸引力或者㱉有趣的差事，成ᷢ我徱㊑去做的事。我必栣ᷢ神而做一些十分粗
劣的事。
在征里如果我是ᷢ人而做的，我可以⎀得很䂎躁，但是我是ᷢ神做的㖞候，无孢如何我是祂
的仆人，我可以宜什么呢?“是的，主。”祂叫我㜍﹐就放心的去做。“是的，主。”你一定
要去做，因ᷢ你正在侍奉主。只要你能持井那种我正在侍奉主的想法，就不Ể擁了。如果我有
一种想法，“是宩孑我你的仆人的?”那我就有麻䂎了。所以我栣要亜持那种我是在侍奉主
的心⾩。我所宜，所做的一切都是ᷢ主做的，是在侍奉我的主。実注意征里所孚的，他Ẕᷢ主
的原故而侍奉。他Ẕ⮡侍奉有正确的奪念。他Ẕ侍奉人就等于侍奉主。教⮤他Ẕ，ⷖ助他Ẕ，
✂固他Ẕ，征就是他Ẕ⮡神的侍奉。

禁食的㖞候、圣䀝宜、要ᷢ我分派巴拿巴和㈓仿、去作我召他Ẕ所作的工。(使徒行Ỉ
1 3:2 )
在征里你奱得圣䀝是怎么宜的?征里清楚的宜到﹐圣䀝宜，我也相信圣䀝真的有宜，但是祂是
怎么宜的?他Ẕ是不是坐在那里就有一᷒⢘音出㜍，如果是征㟟的宅那它是不是一᷒低沉，Ể
ṏ生共淋的⢘音?或者它是一᷒高音宫的⢘音?你奱得圣䀝的⢘音是怎么㟟的?事⭆上在征里告
孱我Ẕ﹐㖞有先知在教Ể里，我想它是借䛨其中一位有栬言恩峸的先知所孚出㜍的宅。他Ẕ
被其中先知的言宕所指引䛨。栬言的宅就㜍到，要ᷢ我分派巴拿巴和㈓仿，去作我召他Ẕ所作
的工。所以圣䀝借䛨其中一位先知孚出征㟟的宅。
征之后，使徒保仿，⅁信亁提摩太，孚到ℛ于征些恩峸㼄伏在他生命里，他告孱提摩太要激起
里面的恩峸，按手在⇓人身上㖞﹐栬言的恩峸就Ể峸下。
所以在早期的教Ể里他Ẕ的确有⭆行按手在人身上，ᷢ他Ẕ䤟告﹐很多㖞候栬言的宅宕Ể㜍引
栮或㜍引⮤那᷒人。征些恩峸在早期教Ể里都被使用䛨，栬言的恩峸，毫无疑斖的，圣䀝借䛨
征᷒栬言方式的恩峸Ỉ彦神的宅，要分派巴拿巴和保仿，去作神召他Ẕ所作的工

于是禁食䤟告、按手在他Ẕ⣜上、就打⍹他Ẕ去了。他Ẕ既被圣䀝差遣、(使徒行Ỉ
1 3:3 -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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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刪里宜到他Ẕ禁食䤟告，按手在他Ẕ⣜上、就打⍹他Ẕ去了，但是下一刪⌜告孱我Ẕ其
⭆是圣䀝差遣他Ẕ去的。

就下到西流基、Ṷ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 使徒行Ỉ1 3:4 b )
在征里安提阿是Ṷ海㸦㫏Ỏ特司河上㜍，差不多15英里的路程。他Ẕ㜍到海㸦，下到15英里外
的西流基，Ṷ那里坐船往居比路，他Ẕ往第一次宣教的旅程出⍹。

到了撒拉米、就在䉡太人各Ể堂里Ỉ孚
1 3:5 )

神的道．也有乎翰作他Ẕ的ⷖ手。(使徒行Ỉ

乎翰那㖞是一᷒年弣人跟䛨一起㜍﹐主要是ᷢ䛨侍奉;保仿与巴拿巴就像一᷒仆人﹐做一些卑
微䎸碎的事。

乷彯全ⱃ、直到帕弗、( 使徒行Ỉ1 3:6a)
他Ẕ差不多已乷走遍居比路ⱃ。然帕弗在那᷒㖞候是居比路的首都。

在那里遇奩一᷒有法㛗假充先知的䉡太人、名叫巴耶䧋。(使徒行Ỉ1 3:6 b )
巴耶䧋一度是居比路ⱃ的亇治者。在那㖞候的人是那种非常迷信的人，大部分的首栮也有他Ẕ
自己可以⮣斖意奩的巫ⶰ。金恩狄克森⅁了一本Ḏ名ᷢ“一᷒栬言的恩峸”，那本Ḏ嚖使我
⾏嗹的，特⇓是她宜到有多少亇打彯䓝宅⮣求她的意奩㖞﹐在征些年中我Ẕ真的㱉有改⎀
多少。栮袖人物通常都Ể找⮣征些听宜有征䰣恩峸的人，通䀝之䰣的人，去找他Ẕ㜍⮣斖他Ẕ
的意奩和≅告。在那段日子里，每一᷒栮袖都Ể有一位Ⰶ于自己的通䀝者或者是巫ⶰ㜍栦
斖。所以征᷒巴耶䧋就是居比路ⱃ主以⎽樔的巫ⶰ或是栦斖。

征人常和方伯士求保仿同在、士求保仿是᷒通彦人．他実了巴拿巴和㈓仿㜍、要听
神的道。只是那行法㛗的以⎽樔、（征名翻出㜍就是行法㛗的意思）㓴㋉使徒、要叫
方伯不信真道。㈓仿又名保仿、被圣䀝充㺉、定睛看他、宜、你征充㺉各㟟安孰奸
〞、魔鬼的儿子、ế善的仇㓴、你混ḙ主的正道往不止住么。䍘在主的手加在你身
上．你要瞎眼、㘪且不奩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䛨手栮他。
(使徒行Ỉ1 3:7 - 1 1 )
很有趣不是⎿?你不想有㖞候能㊍有那种的能力⎿?我恐怕我Ẕ可能Ể搞糟很多事情!但是我希
望能⣇跟保仿一㟟站起㜍低㠋一些人。我希望能⣇宜，“䍃德琳摩瑞㫏黑!你往要混ḙ神的道
多久呢?你征魔鬼的儿子、ế善的仇㓴!”

方伯看奩所作的事、很希奇主的道、就信了。保仿和他的同人、Ṷ帕弗⺨船、㜍到旁
非利Ṃ的⇓加．乎翰就离⺨他Ẕ回耶路撒冷去。(使徒行Ỉ1 3:1 2 - 1 3 )
ᷢ什么乎翰樔可要离⺨的原因并㱉有宜到。但是征⌜孑保仿感到不舒服。他ᷢ乎翰樔可的离⺨
感到很不高ℜ。因此他Ẕ要⺨始第二次宣教旅程的㖞候，巴拿巴想要再一次的ⷎ樔可同行，
保仿⌜宜，⇓⺨玩笑了，我不想要他去。ᷢ䛨樔可的征件事﹐保仿与巴拿巴ṏ生了很大的ḱ
㈏。到最后巴拿巴甘脆ⷎ䛨樔克再度往居比路出⍹，保仿也ⷎ䛨西拉往另一᷒方向小Ṃ乮Ṃ前
徃。征㟟保仿与巴拿巴就分⺨了，ᷢ了樔可的事情保仿往是不高ℜ，樔可之前在⇓加曾离⺨彯
他Ẕ。但是，不管那㖞候有哪种摩擦，彯了一段㖞斜后又和好了。然后保仿以后⅁到ℛ于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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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㖞候他宜，

実派樔可跟我一起㜍往有要他也ⷎ䛨羊习。他是我的一᷒很大的安慰往有ⷖ助 。
所以不管之前有什么斖桀以后都完全的解⅛了﹐往后走﹐保仿与樔可之斜⍹展出一种美好的ℛ
系。
他Ẕ并㱉有在⇓加征᷒地方Ỉ道。⇓加是一᷒沿岸平原。他Ẕ㱉有在那里孚道的原因，是因ᷢ
保仿在那㖞候生起病㜍。在⇓加四周的沿岸平原都充㺉了䕇疾䂕。所以很多人都孌ᷢ保仿很有
可能也得了䕇疾䂕，所以他Ẕ并㱉有亏井待在⇓加沿岸的地方，而㜍到安提阿附近的高原彼西
底，以哥念的附近，往有一到那些更高的高原在差不多3，600呎的海拔的地方。ᷢ的就是孑保
仿能⣇Ṷ在沿岸得到的䕇疾䂕里复元起㜍。
征之后保仿⅁信亁那些在以哥念，安提阿的彼西底那些教Ể的㖞候，宍Ḏ信就成ᷢ以后的加
拉太Ḏ，因ᷢ征整᷒地⋢就叫做加拉太，他⅁加拉太Ḏ信㖞他宜，与他Ẕ在加拉太的㖞候，
曾提到他自己的疾病。就因ᷢ征㟟才有人孌ᷢ保仿⸼宍得了䕇疾䂕，更重要的是，征䰣的䕇疾
䂕Ểⷎ㜍非常᷍重的⣜痛。有人形容征种的病，就好象一把利⇹穿彯你的太旛穴同㟟的感奱，
⣜痛是征䰣䕇疾䂕的一᷒并⍹症。因而ṏ生一种很大的⌳力在眼部的四周，就像保仿⮡那些加
拉太人所宜的，

“那㖞，你Ẕ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㜍亁我，也都情愿。征是我可以亁你Ẕ作
奩孩的!”(加拉太Ḏ4:1 5 )。
我和你Ẕ在一起的㖞候，你Ẕ就是那㟟的䇙我的。是什么孑征份䇙衰退了呢?言正Ỉ，所
以他Ẕ就㱉有在沿岸地⋢多待，就移往地≧高的地方。彼西底高原的地方，快要㜍到安提阿
了。

他Ẕ离了⇓加往前行、㜍到彼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徃Ể堂坐下。宣完了律法和先
知的Ḏ、管Ể堂的叫人彯去、⮡他Ẕ宜、二位兄台、若有甚么≅勉ế人的宅、実宜。
(使徒行Ỉ1 3:1 4 - 1 5 )
他Ẕ在Ể堂里的每᷒安息日都Ể念一段律法和先知的Ḏ。就徆一直到䍘在，他Ẕ也遵照征᷒小
列:每᷒安息日他ẔỂ念律法和先知的Ḏ。其⭆可以Ṷ他Ẕ宣的地方，判㕕出征是一年中的
那一᷒安息日，因ᷢ他Ẕ到今天往是持井一㟟的研宣形⾩。所以他Ẕ宣完律法和先知的Ḏ
㖞，

管Ể堂的叫人彯去、⮡他Ẕ宜、二位兄台、若有甚么≅勉ế人的宅、実宜。保仿就站
起㜍、ᷦ手宜、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 神的人、実听。(使徒行Ỉ1 3:1 5 )
因ᷢ在那里的不ṭṭ只有䉡太人而已，往有那些相信䉡太教ᷱ的外邦人。

保仿就站起㜍、ᷦ手宜、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 神的人、実听。征以色列民的
神、㊋徱了我Ẕ的祖宗、民寄居埃及的㖞候、抬ᷦ他Ẕ、用大能的手栮他Ẕ出㜍。
又在㖟野容忍他Ẕ乎有四十年。〔容忍或作㉂℣〕既䀕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
分亁他Ẕ᷂ᷢ。此后、亁他Ẕ学立士ⶰ、乎有四百五十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㖞候。
后㜍他Ẕ求一᷒王、 神就⮮便雅し支派中、基士的儿子㈓仿、亁他Ẕ作王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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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了㈓仿、就徱立大⌓作他Ẕ的王．又ᷢ他作奩孩宜、『我⮣得耶西的儿子大⌓、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使徒行Ỉ1 3:1 6 )
在征里保仿只是在ⷖ他Ẕ䬨⋽地复Ḉ⌮史。神那㖞与你Ẕ的祖先Ẕ同在，并用神御拯救他Ẕ僙
离埃及的束仂。四十年跟他Ẕ在㖟野里之后，神ⷎ栮他Ẕ徃入初要⸼孠亁他Ẕ的地。此后，
亁他Ẕ学立士ⶰ，乎有四百五十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㖞候，ế人祈求要一᷒王所以他Ẕ可以
跟其它⚥一㟟。
一直到征᷒㖞候，以色列都是一᷒神亇治的⚥家，一群被神掌管的子民。但是他Ẕ不再⮡征᷒
神㛫制度感到㺉意，以色列⚥⌮史上最可悲的一天，就是人民要求Ṷ一᷒神㛫制度弔⎀成一
᷒君王亇治的㖞候⺨始;他Ẕ想要跟他Ẕ四周的⚥一㟟。我Ẕ不想要神㜍掌管我Ẕ，我Ẕ想要
一᷒王㜍掌管我Ẕ。
存得在撒母耳存上有一章孚到的征᷒不幸的故事，就是群ế要求有一᷒跟其它⚥一㟟的王。撒
母耳然⮡征事深深的感到沮᷏，但是神⌜宜，

百姓向你宜的一切宅、你只管依Ṷ、因ᷢ他Ẕ不是⌴⺫你、乃是⌴⺫我、不要我作他
Ẕ的王。
所以神就孑撒母耳膏了㈓仿，基士的儿子，是以色列第一᷒的王并且作王40年。
㈓仿快要在位期㺉的㖞候，撒母耳已乷是一᷒年乒又老彰，又几乎快看不奩的人了。但是神的
宅ᷜ到撒母耳要叫他去㈓仿那里，并且告孱他要去把Ṃ䍃力人完全的消䀕掉。㛨掉所有的≐
物，䀕⯥所有的。不可孑任何人﹐畜存活。㈓仿就去攻打Ṃ䍃力人，神就把Ṃ䍃力人交在㈓仿
的手里。但是㈓仿看到那些健康，⻢⢖的牛羊㖞，他就⅛定不䀕亅他Ẕ了。嘥然㈓仿把那些
有㬳疾的≐物全砍成了碎片。但是他⌜孑那些比弫健康的≐物存活，并且徆同Ṃ甲王一起ⷎ了
回㜍。
撒母耳出㜍迎接他，㈓仿就宜，就如主活䛨一㟟，我已乷完成神所吩咐我的去做了。
征᷒孵乬”就如主活䛨一㟟”，是那᷒㖞候一部分宗教的特殊用宕。那就好象䍘在的宗教特殊
用宕一般，“哦，崆美主”或是“感寊神!”征只是宗教的一种特殊用宕。可以很有意ᷱ也可
以㱉有任何意ᷱ。有很多的人都用䰣似的特殊用宕。
在以色列的街上有一᷒阿拉伯男孩，他是一᷒做Ḙ⋾的商人。征些在耶路撒冷街上做生意的都
非常的敏撸。你走彯㜍的那一刻他Ẕ就知道你是Ṷ加州㜍的了。“兄弟你定是Ṷ加州㜍的!喔
崆美神弟兄!喔，崆美主，弟兄!感寊神!你是Ṷ加州㜍的吧?”然后他就亏井他的崆美神，感寊
神，一Ể儿后就⺨始推撨他的四根蜡䂃一⛿摙了。然而他⌜是一᷒很虔宂的回教徒。老⭆宜，
我跟征᷒小孩ḱ吵了几次。他⺨始⮡我非常的生气。他存住了我之后，每次他看奩我㖞，
他通常就Ể掉⣜就走，然而在征之前，我Ẕ的确ḱ孢彯一些真正ℛ于耶䧋基督真理的事。不彯
我仍㖏看到他在群ế面前宜，崆美主!感寊神!哈利路Ṃ!ᷢ的就只是要推撨商品伊了。
如果我Ẕ能宂〛的用征些名孵是一件好事，但是我Ẕ必栣小心不要孑征些成ᷢ一种毫无意ᷱ宜
宅的方式。征句孵乬，“就像主活䛨一㟟”是一᷒Ⰶ䀝的特殊用宕。如果你想要孑某人留下深
刻印像，孑他Ẕ知道你有多么的Ⰶ䀝，你就可以宜，“弟兄阿!就像主活䛨一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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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仿用的就是征᷒Ⰶ䀝的特殊用宕。就像主活䛨一㟟，我已乷完成一切神命令我做的。然
后撒母耳就宜，

如果你已乷完成一切神命令你去做的，ᷢ什么我听到那些羊和牛的⢘音呢。喔，他
宜，征是因ᷢ他Ẕ⭆在太健康，⻢⢖和好看了。我Ẕ⅛定我Ẕ⸼宍把他Ẕⷎ回㜍䋖亁
神。就在征㖞候撒母耳宜，“听命胜于䋖祭、栢Ṷ胜于公羊的脂油”（撒母耳存上
1 5:2 2）
你晦道不知道反抗跟行巫㛗是相同的罪?因ᷢ你已拒亅神㜍掌管你，神也已乷拒亅你㜍掌管祂
的子民。所以神要找一᷒合祂心意，完成祂旨意的人。
Ṷ古至今⌮史中的例子好象都是征㟟的。神昷㖞都在找⮣一᷒既符合祂心意又能完成祂旨意的
人。很多㖞候，我Ẕ就跟㈓仿一㟟，把自我放在生活的中心。就是因ᷢ我Ẕ的自我在我Ẕ生活
的中心，所以我Ẕ⮡完成自己的旨意比去完成神的旨意往要投入。我Ẕ常常反抗神的旨意，尤
其是我Ẕ有一᷒徱㊑的㖞候，我的旨意往是神的旨意呢?太多㖞候我Ẕ宁可徱㊑自己的旨
意。因此神在找一᷒符合他心意的人。在以西乻的㖞候，祂宣告，

我在他Ẕ中斜⮣找一人重修⡁垣、在我面前ᷢ征⚥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䀕亅征
⚥．⌜找不䛨一᷒。（以西乻Ḏ2 2:3 0 ）
神在找一᷒既符合祂心意又能完成祂旨意的人。在以西乻的㖞候神⌜找不䛨一᷒。但是征㖞候
并不是征㟟的。因ᷢ神找到了一᷒人，叫做大⌓。保仿宣䦘神找到的大⌓，是一᷒合祂心意，
完成祂旨意的人。
大⌓并不是一᷒完美的人。因ᷢ神找不到征㟟的人，征种人也不存在，神找的⌜是一᷒Ể把神
放在他生命中心的人。斖桀出䍘的㖞候，那᷒人Ể徱㊑神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一᷒能完
成神旨意的人就是一᷒合神心意的人。

Ṷ征人的后裔中、

(使徒行Ỉ1 3:2 3a)

你䍘在可以看得出㜍，保仿正在重述他Ẕ一小段的⌮史但是䍘在他回到耶䧋的身上了。保仿䍘
在跳了一大步。Ṷ䬨短⎁述他Ẕ的⌮史⺨始，直到大⌓﹐可是他提到大⌓㖞，又一下子跳到
耶䧋的事上。由于神⮡大⌓宜Ṷ征人的后裔中;神就因䛨征份承客亁以色列ℜ起了一᷒救世
主，耶䧋。
在大⌓在位期斜，他⅛定要ᷢ神䙾圣殿的㖞候，他㜍到拿⋽先知面前然后他宜，你知道，我
有一᷒想要ᷢ神䙾一᷒住宅的渴望。那一定要是充㺉匋耀的!我䍘在住在征᷒漂亮的⭓殿中。
神⌜往是住在一᷒ⶸ棚里。征是不⮡的。神⸼宍住在最堂皇的建筑物里又是人可以ℜ起的，所
以我要去ᷢ神䙾一᷒充㺉匋耀的家。然后拿⋽宜，ệ大的大⌓，就像你心里所想的去做吧。但
是那晚神⮡拿⋽宜，拿⋽，你答⸼的太快了。你一定要䍘在回去然后告孱大⌓宜我不行孑他ᷢ
我䙾一座房子。他的手流太多人的血。但是你去告孱他宜我⮮Ểᷢ他䙾一᷒房子。因ᷢ我把他
Ṷ一᷒牧羊人⎀ᷢ掌管我子民的王。他的后代中，⮮有一᷒Ể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径。一᷒救
世主⮮ỂṶ大⌓而出。
所以隔天早晨拿⋽回到大⌓那里然后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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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我有一些坏消息和一些好消息。坏消息先。你不能ᷢ神造一᷒殿。你的手㺉了人血。但
是好消息是神⮮Ểᷢ你而䙾一᷒房子，大⌓。然后Ṷ你的子⬁中⮮Ể有一᷒坐在以色列的⭅座
上直到永径。
大⌓清楚的知道神在宜什么。⻍崃ṂỂṶ我的根源而㜍。然后大⌓就徃去到神的面前﹐宜，
喔神啊。。。我宩也不是。我只是一᷒在伯利恒山丘上放羊的小子伊了，然而你把我Ṷ一᷒牧
羊人⎀ᷢ管理你子民的君王。神阿，你已ᷢ我做了孠多如今你又跟我孚那⮮㜍的事，那⻍崃
Ṃ，唯一的君王。神啊，我可以宜什么呢?
大⌓，征᷒能言擅道的人，因此宜不出宅㜍了。他被神的恩典完全的降服了。
我想我生命里有彯最美好的乷⌮，是我被神的恩典完全降服的㖞候，那㖞候我完全宜不出宅
㜍。你懂我的意思⎿?那㖞候你可以宜什么?“神啊，你⭆在太好了!喔，主，我㱉有≆法相
信!”然后你就
⮡神所做的一切，㱉有言宕可以形容你所有的䦘寊往有感恩的心情。在神
面前⑹口无言。那Ể是一᷒很好的片刻。因ᷢ“祈䤟彦到极限㖞，言宕就Ể⎀得不可能。
崆美彦到极限㖞，言宕就Ể⎀得不可能。”你⋽⋽的孑被打⺨的圣䀝自由的彸行，你也⋽⋽的
安朁的在神面前，在圣䀝深深的交流里面。被恩典所降服。所以保仿提到ℛ于神⸼孠大⌓﹐⻍
崃Ṃ⮮Ṷ大⌓的后代而出。保仿Ṷ征里就直接跳到⻍崃Ṃ的部分了，

神已乷照䛨所⸼孠的、ᷢ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䧋。在他㱉有出㜍以先、乎
翰向以色列ế民宣孚悔改的洗䣤。乎翰⮮行⯥他的程途宜、你Ẕ以ᷢ我是宩、我不是
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㜍的、我解他僂上的鞋ⷎ也是不配的。弟兄Ẕ、Ṃ伯拉罕
的子⬁、和你Ẕ中斜敬畏 神的人哪、征救世的道、是Ỉ亁我Ẕ的。(使徒行Ỉ1 3:2 3 26)
神遵守了日所⸼孠的，神已差⻍崃Ṃ㜍到征世上。祂先差遣施洗乎翰如今祂差遣了⻍崃Ṃ，
也就是耶䧋。

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Ẕ的官攧、因ᷢ不孌孮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宣ế先知
的Ḏ、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了先知的栬言。(使徒行Ỉ1 3:2 7 )
在征里，嘥然先知Ẕ每天都宣乷亁他Ẕ听，但是他Ẕ并㱉有真正孌孮先知Ẕ，因此就⸼了先知
的栬言，

“他被人藐奮，被人⌴⺫，多受痛苦，攧乷⾏患。”(以崃ṂḎ5 3:3 )。
征之后人Ẕ⌴⺫耶䧋，⸼樴了那ℛ于他的栬言。

嘥然查不出他有死的罪㜍、往是求彼拉多㛨他。既成就了乷上指䛨他所存的一切
宅、就把他Ṷ木⣜上取下㜍、放在✇墓里。(使徒行Ỉ1 3:2 8 - 2 9 )
孿篇22章在征里⸼樴了。以崃ṂḎ52和53章被⸼樴了。他Ẕ完成了乷上的栬言㖞，他Ẕ就把
他Ṷ木⣜上取下㜍，放在✇墓里。

神⌜叫他Ṷ死里复活。( 使徒行Ỉ1 3:3 0 )
征是我Ẕṭ有的使徒保仿完整的字息。一᷒有趣的信息。你存得我Ẕ曾指出在彼得的信息里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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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五旬刪的那天，ṭṭ是ℛ于耶䧋复活的主桀。保仿的信息也是征㟟的。朝䛨复活的方向而
走，因ᷢ无孢何人口里承孌耶䧋基督是主，并且心里相信神已乷使他Ṷ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相信耶䧋基督的复活⮡人的拯救是亅⮡必要的﹐因ᷢ一᷒死了的救世主是不能拯救任何人。复
活⮡拯救是亅⮡必要的﹐所以他Ẕ都回到了征信息的主桀，就是ℛ于耶䧋基督复活的事⭆，在
此⸼孩了祂的神性，在此也孩⭆了他救島而死的有效性。

那Ṷ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奩他、征些人如今在民斜是他的奩孩。我Ẕ也
㉍好信息亁你Ẕ、就是那⸼孠祖宗的宅、神已乷向我Ẕ征作儿女的⸼樴、叫耶䧋复活
了．正如孿篇第二篇上存䛨宜、『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孢到 神叫他Ṷ死
里复活、不再于朽坏、就征㟟宜、『我必⮮所⸼孠大⌓那圣洁可靠的恩典、峸亁你
Ẕ。』又有一篇上面宜、『你必不叫你的圣者奩朽坏。』大⌓在世的㖞候、遵行了
神的旨意、就睡了、〔或作大⌓按 神的旨意服事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到他祖
宗那里、已奩朽坏．惟䊔 神所复活的、他并未奩朽坏。所以弟兄Ẕ、你Ẕ㗻得、
赦罪的道是由征人Ỉ亁你Ẕ的。(使徒行Ỉ1 3:3 1 - 3 8 )
保仿真的在迫切的Ỉ孚他的信息，⮡他Ẕ引用乷上的宅宕，用孿篇上的宅孑他Ẕ知道复活的承
客，身体上的不朽坏。大⌓不可能在宜他自己因ᷢ他自己的身体已奩朽坏，但是耶䧋⌜不Ể。
神孑祂Ṷ死里复活然后借䛨祂，我Ẕ䍘在可以Ỉ亁你Ẕℛ于罪得赦免的征᷒令人惊⎡的可能
性。人最大的需要可以在耶䧋基督里得到㺉足;因ᷢ你最大的需要就是罪能得赦免。如果你的
罪㱉有得到赦免，你㱉有≆法与神合一或是与神契合。征就是ᷢ什么保仿在跟他ẔỈ孚人与神
合而ᷢ一的可能性，乷由Ṷ耶䧋基督而㜍的能力﹐人的罪可得赦免，因ᷢ耶䧋⸼樴了那些栬
言，他嘥死但⌜Ṷ死里复活了。

你Ẕ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䦘ᷱ的事上、信靠征人、就都得䦘ᷱ了。(使徒行Ỉ
1 3:3 9 )
耶䧋基督在律法之上。你可以靠䛨祂䦘ᷱ。征些是律法所不能亁你的。但是那些相信祂的人就
因此䦘ᷱ。征是保仿最喜㫊的主桀，因信䦘ᷱ，然我Ẕ再宣仿樔Ḏ的㖞候，已乷孚得㺉透澈
了。但是保仿一再回到征᷒主桀，他非常䇙征᷒因信䦘ᷱ的主桀。

所以你Ẕ≉要小心、免得先知Ḏ上所宜的ᷜ到你Ẕ。(使徒行Ỉ1 3:4 0 )
你Ẕ不是那些先知所宜的人，

主宜、『你Ẕ征弣慢的人要奪看、要惊奇、要䀕亡．因ᷢ在你Ẕ的㖞候、我行一件
事、嘥有人告孱你Ẕ、你Ẕ是不信。』他Ẕ出Ể堂的㖞候、ế人実他Ẕ到下安息
日、再孚征宅亁他Ẕ听。散Ể以后、䉡太人和敬虔徃䉡太教的人、多有跟Ṷ保仿、巴
拿巴的、二人⮡他Ẕ孚道、≅他Ẕ≉要恒久在 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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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都㜍聚集、要听

神的道。(使徒行Ỉ1 3:4 1 - 4 3 )

征᷒就是他Ẕ在加拉太的斖桀。嘥然他Ẕ亏井在神的恩中但是征之后在保仿⅁亁加拉太人的Ḏ
信里他宜，

无知的加拉太人哪、耶䧋基督搱十字架、已乷活䓣在你Ẕ眼前、宩又迷惑了你Ẕ呢?
日≅他Ẕ去做的事就恰好是他Ẕ自己㱉有做的。
你知道⎿，神不浪峡言宕在我Ẕ身上所以常常我ẔỂ宜，“神阿，你不需要告孱我那᷒。我知
道啦。主阿，我在那里并㱉有任何斖桀。你不需要跟我孚那᷒!”但是神并不Ể白白的孚宅﹐
你可以确定如果神跟你孚一些事，那就是以后你Ể遇到斖桀的地方。神比我Ẕ都往要清楚我Ẕ
自己﹐神不Ể白宜什么。祂⢬理的事都是祂知道的。可能我ẔỂ奱得征是多余的，也是在征些
地方我Ẕ乷常跌倒。
所以⮡加拉太人㜍宜。他Ẕ㱉有亏井在神的恩中。

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㜍聚集、要听

神的道。(使徒行Ỉ1 3:4 4 )

天阿，征件事Ỉ到最后每᷒人都出㜍聚集!

但䉡太人看奩人征㟟多、就㺉心嫉妒、硬樛保仿所宜的宅、并且㭩富。保仿和巴拿巴
放偮宜、 神的道先孚亁你Ẕ、原是⸼的、只因你Ẕ⺫亅征道、㕕定自己不配得永
生、我Ẕ就弔向外邦人去。(使徒行Ỉ1 3:4 5 )
Ṷ征看㜍他Ẕ先把福音Ỉ亁䉡太人，但是被拒亅，他Ẕ就弔向外邦人那里去了。保仿在仿樔Ḏ
一章十六刪宜到，

我不以福音ᷢ俣．征福音本是
尼人。(仿樔Ḏ1:1 6 )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䉡太人、后是希利

保仿通常都按照征᷒模式，先把福音Ỉ亁䉡太人﹐他Ẕ徱㊑拒亅﹐然后保仿才把征些福音Ỉ到
外邦人中。
他Ẕ孢㕕了自己。一᷒人Ể孢㕕自己。就像你Ể孢㕕耶䧋基督一㟟。彼拉多曾宜彯，我宍怎么
≆那䦘ᷢ基督的耶䧋呢?他做了他的孢㕕。但是⭆旭上他是在孢㕕自己每᷒人都Ể面⮡彼拉多
所面⮡的斖桀。你Ẕ征里每一᷒人都必栣面⮡征᷒斖桀。我⸼宍如何⢬理耶䧋呢?真的，你Ẕ
每一᷒人都必栣面⮡相同的斖桀。那并不是搰⮡彼拉多的，也是⮡你的斖桀。你要如何⢬理那
䦘ᷢ基督的耶䧋呢?你必栣孢㕕你要如何⢬理祂。事⭆上在孢㕕祂到底是神的儿子，或不是神
的儿子，是救世主或不是救世主之斜，你⭆旭上是在孢㕕自己。因ᷢ你所做的⅛定能⣇⅛定你
自己的命彸。
你⮡耶䧋所做的⅛定完全不Ể改⎀祂的命彸。祂Ể永径是祂自己。但是你的命彸⅛定在于你要
怎么⢬理耶䧋。保仿宜，由于你Ẕ㕕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Ẕ要弔向外邦人。

因ᷢ主曾征㟟吩咐我Ẕ宜、『我已乷立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
外邦人听奩征宅、就㫊喜了、崆美 神的道．凡栬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使徒行Ỉ
1 3:4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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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吸引人的一段乷文啊。我Ẕ之前孚到ℛ于宿命的主桀，然而我Ẕ在宣仿樔Ḏ第八章的㖞候
又看到了。很多人都相信人是注定永生的。但是我今晚不Ể去子孢征᷒。也㱉有㖞斜。

于是主的道、Ỉ遍了那一ⷎ地方。但䉡太人挑唆虔敬、尊峝的⤯女、和城ℭ有名望的
人、逼迫保仿、巴拿巴、⮮他Ẕ赶出境外。斐徒㺉心喜᷸、又被圣䀝充㺉。(使徒行Ỉ
1 3:4 9 )
征些是互助互堍的᷄西。被喜᷸充㺉就是被圣䀝充㺉，被圣䀝充㺉就是被喜᷸充㺉。所以接下
㜍ᷢ我Ẕ乒在樔其栧和在腓立比所做的工。但是征些地方都是加拉太的一部分。所以征就有
䁡像是橘⍧，但是你也有去彯安那汗，富勒栧，小᷃花⚕和新海㸦。征些都是Ⰶ于橘⍧的一部
分。所以保仿在⅁征封信的㖞候他是⮡加拉太征整᷒地方⅁的。嘥然在征地方ế多不同教Ể
里都Ỉ道彯，也建立了孠多教Ể。下᷒䣤拜我ẔỂ孚到他Ẕ亏井在那地方所做的宣教。
有很多栣要我Ẕ仔乮考嗹的事。我Ẕ回去思想今晚我Ẕ所栮受神的宅宕，我Ẕᷢ神做的工。
往有我Ẕ⮡神的侍奉。我是不是一᷒合神心意的人?是神在我生命的中心，往是我自己在我生
命的中心?有一件重大的事情栣要⢬理的㖞候，我是否把自己的意愿䙾彯神的?我Ể不Ể跟㈓
仿一㟟⺫亅神的道路?我Ể反抗神的命令去做我自己的事情⎿?或者我能跟大⌓一㟟栢服神。然
后神孑我注意到自己的罪㖞，我能⣇承孌我的罪，悔改和⮣求神的恩典与仁慈⎿?我已乷得
到罪的赦免了⎿?我是如何⮡待耶䧋那䦘ᷢ基督的?我曾孢㕕彯自己，但是我是如何孢㕕自己
的?配不配得那永径的生命?我因相信耶䧋而能得到永生⎿?
很多可以去想，仔乮考嗹的事。愿主能与你同在，你征᷒䣤拜中在想征些事情的㖞候，你
在想你与神的ℛ系㖞。你想到ℛ于神要你宍的人，和做宍做的事。愿神在征᷒䣤拜里指
引你，ⷎ栮你和ⷖ助你。亁你力量和智能，借䛨祂的䀝亁你力量和能力去有果效的侍奉祂。征
㟟你就能⣇匋耀祂的名。神祝福你，与你同在，也在耶䧋基督的䇙中看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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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Ỉ第1 4－1 5 章
恰克 史密思 牧ⶰ ( 各各他教Ể )
保仿和巴拿巴ⷎ䛨福音㜍到了小Ṃ乮Ṃ，往㱉有人在征里Ỉ彯福音。
在此之前，他ẔṶ一᷒叫基比路的地⋢，㜍到了小Ṃ乮Ṃ就是䍘在的土耳其。他Ẕ㱉有在
旁非利Ṃ沿海的平原停留。Ỉ宜保仿有可能得了䕇疾高䂏。㖞征疾病在旁非利Ṃ沿海的
平原很流行。
保仿后㜍在亁加拉太人⅁信㖞告孱他Ẕ﹐他先前与他Ẕ同在的㖞候生了᷍重的病。所以保
仿㱉有在旁非利Ṃ停留，而直接弔到了彼西底上面的安提阿城，除了⇓的原因，往有健康
的因素。他Ẕ㜍到了加拉太一ⷎ。

在安提阿城，他Ẕ到Ể堂去Ỉ孚耶䧋基督，接下㜍的一᷒䣤拜中在那里有极大的⑵⸼。
几乎整᷒城市的人都㜍听他Ẕ孚道，征引起Ể堂里䉡太人ℭ心的嫉妒，他Ẕ便煽≐人群反
⮡保仿和巴拿巴。
保仿和巴拿巴离⺨安提阿，我Ẕ就徃入第十四章，他ẔṶ安提阿去到50英里以外的以哥
念。

二人在以哥念同徃䉡太人的Ể堂、在那里孚的叫䉡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
但那不栢Ṷ的䉡太人、俠≐外邦人、叫他Ẕ心里〤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
倚靠主放偮孚道．主藉他Ẕ的手、施行神御奇事、孩明他的恩道。(使徒行Ỉ1 4:1 3)
他Ẕ在以哥念遭到反⮡。
他Ẕ㱉有逃离那反⮡他Ẕ的，反倒在那里停留了很攧㖞斜，ᷢ的是使那些相信了的人在信
心上扎根，得到✂固。我孌ᷢ今Ỉ褔音的一大弱䁡就是缺乏扶持。ⷎ栮人Ẕ在耶䧋基督
里重生，⌜不加以扶持，使他Ẕ成熟起㜍，那是很悲ゐ的。征是今教Ể的最大的弱䁡之
一。
很多㖞候，教Ể注重于Ỉ教，而不重奮⍹展起一᷒健康的肢体。因此，他Ẕ看到人Ẕ的反
⮡情互㖞，就在那里停留了多日，ᷢ的是要建立信徒Ẕ的信心，因ᷢ知道他Ẕ在往后的基
督徒生涯中Ể遇到晦⢬。
他Ẕ倚靠主放偮孚主的恩道。在另一⢬，樔可福音的最后一刪乷文宜，斐徒出去、到⢬
宣Ỉ福音、主和他Ẕ同工、用神御昷䛨、孩⭆所Ỉ的道。
征里再次提到主藉他Ẕ的手，施行神御奇事，孩⭆他Ẕ在以哥念所Ỉ的道。有神御昷䛨他
Ẕ。
今天，孠多人案倒了栢序，使神御在先了。他Ẕ希望用神御㜍吸引人Ẕ。但是在征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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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整᷒新乎圣乷，神御是用于孩⭆所Ỉ的道。因此，他Ẕ放偮地Ỉ道，主施行神御奇
事，孩⭆他Ẕ向人Ẕ所Ỉ的道。

城里的ế人就分了党．有附Ṷ䉡太人的、有附Ṷ使徒的。那㖞、外邦人和䉡太人、
并他Ẕ的官攧、一滸㊍上㜍、要凌辱使徒、用石⣜打他Ẕ。使徒知道了、就逃往⎽
高尼的路司得、特庇、᷌᷒城、和周⚜地方去．在那里Ỉ福音。路司得城里坐䛨一
᷒᷌僂无力的人、生㜍是瘸腿的、Ṷ㜍㱉有走彯。他听保仿孚道。保仿定睛看他、
奩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宜、你起㜍、᷌僂站直。那人就跳起㜍而且行走。
ế人看奩保仿所作的事、就用⎽高尼的宅、大⢘宜、有 神借䛨人形、降ᷜ在我Ẕ
中斜了。于是䦘巴拿巴᷊ᷢ斯、䦘保仿ᷢ希耳米、因ᷢ他宜宅栮首。(使徒行Ỉ
1 4:4 )
征些人是希利尼人，᷊斯和希耳米是希利尼的宙斯神和黑樔神的仿樔名字。宙斯是神宅中
提坦族Croses和Rhea的儿子。宙斯攧大以后，他和他弟兄Ẕ反叛了提坦神并⮮他Ẕ打峍
了。宙斯成ᷢ首要的神，空中之神。黑樔就是宙斯和女神及世上的⤯女之斜宠多不法ℛ系
中所生的一᷒。黑樔被䦘ᷢ言彆之神。
由于于保仿是主要的⍹言人，他Ẕ猜想他必定是黑樔神，而巴拿巴可能看起㜍很᷍倫的㟟
子，᷒子又高，他Ẕ就宜他是宙斯神。
那㖞在路司得有座宏ệ的宙斯⹁。根据Ỉ宜，很多年以前，᷊斯和黑樔昸名㜍到路司得
城。但人Ẕ㱉有孌出他Ẕ㜍，待他Ẕ非常苛刻。但有一⮡夫妻把他Ẕⷎ回家里，很好地招
待了他Ẕ。ᷢ了回㉍，宙斯孑他Ẕ成ᷢ路司得宙斯⹁的永久管理人。他把他Ẕ⎀作᷌棵
㞹，站在⹁前。征㟟，他Ẕ就成了宙斯⹁的永久守㉌。
ế人看到了保仿行神御奇事，⮡那᷒瘸腿的人孚信⭆的宅。而且再一次蒙圣䀝的恩峸，保
仿知道征᷒人有信心，可得痊愈。在保仿征彡，他必栣知道圣䀝峸亁他的辨⇓能力。所以
保仿大⢘以信心宜宅，你起㜍，᷌腿站直！
在征䁡上，征᷒人有᷌种徱㊑，他可以相信征信⭆之宅，起㜍，᷌腿站直，或者笑保仿的
指令，亏井因䛨㬳⹇而乞子。我Ẕ注意到耶䧋很多次亁的都是看起㜍不可能⭆䍘的命令。
他⮡枯干了一只手的人宜，

伸出手㜍 ﹐（樔太福音1 2:1 3 )
那᷒人宜主啊，不行啊，我的手枯干了，你㱉看到⎿
⮡遇到信⭆之宅挑㇀的人㜍宜，他可以徱㊑栢服和接受神的作ᷢ，或者同他ḱ孢。不幸的
是，恐怕很多次我Ẕ都徱㊑了和主ḱ孢。主在我Ẕ的心里⮡我Ẕ孚信⭆的宅，你Ẕ⇂⻢
⢖偮，徃去征服他Ẕ！我Ẕ回答宜 哦，主啊，我很想征服他Ẕ，但主啊，我太弱了，我
其⭆是很想的 噢，主啊，你不知道我真的很想征㟟做的。我ẔỂ向他旰述所有的理由，
告孱他我Ẕᷢ什么不能栢服他，按䛨他的意思去做。
如果你愿意栢服基督在你心里的命令，你就Ể⍹䍘，就像那᷒人一㟟，神Ể亁你栢服他命
令的信心。所以神⮡你宜，好，你䍘在要⇂⻢⢖偮，要得胜。你回答宜，好的，主！接
受命令，然后⇂⻢⢖偮，并得胜。就征么䬨⋽。只要你ṭṭ愿意栢服，他就Ể亁你能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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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他的命令。保仿孚了信⭆的宅，那人就能᷌腿站起㜍，⺨始行走跳嵫。人Ẕ就宜，神
降ᷜ了！他回㜍了！在Ỉ宜中，他以前到彯那里，䍘在他Ẕ孌ᷢ他又回㜍了！所以他Ẕ都
跑到᷊斯⹁去。

有城外 ᷊斯 ⹁的祭司、䈝䛨牛、拿䛨花圈、㜍到斐前、要同ế人向使徒䋖祭。巴拿
巴、保仿、二使徒听奩、就撕⺨衣裳、跳徃ế人中斜、喊䛨宜、宠君、ᷢ甚么作征
事呢．我Ẕ也是人、性情和你Ẕ一㟟．我ẔỈ福音亁你Ẕ、是叫你Ẕ离⺫征些嘂
妄、向那⇃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 神。他在Ṷ前的世代、任↕万⚥
各行其道．然而ᷢ自己未⯅不㗦出孩据㜍、就如常施恩惠、Ṷ天降雨、峷峸丰年、
叫你Ẕ椖食椙足、㺉心喜᷸。二人宜了征些宅、ṭṭ的㊎住ế人不䋖祭与他Ẕ。
(使徒行Ỉ1 4:1 3 - 1 9 )
征里要留意到在路司得㱉有Ể堂。保仿到每一᷒城市Ỉ道的方法通常是先到Ể堂，因ᷢ那
里的人至少有一定的基䟨，他Ẕ宣彯㖏乎，⮡神有所了解。他Ẕ孌孮又真又活的神。你可
能Ể宜，保仿越㜍越狂䂕了，他甚至㜍到了㱉有Ể堂的路司得城。在那㖞，无孢那᷒城，
只要有十᷒以上的成年䉡太男子，他Ẕ就Ể成立Ể所。所以征就知道在路司得的成年䉡太
男子往不到十᷒，因ᷢ㱉有Ể所。
保仿就跑到街上向人ẔỈ道。但在向他Ẕ孚述神的㖞候，他必栣先Ṷ大自然宜起。神ᷢ自
己未⯅不㗦出孩据㜍，就如常施恩惠，孑你Ẕ有雨季，有多ṏ的土地。
路司得是古㖞玉米的多ṏ地。地的玉米ṏ量好象我Ẕ征里的䇙荷⋶州一㟟丰富。玉米出
ṏ非常丰富。神峷峸你Ẕ丰年。也孑你Ẕ有雨季。
神透彯大自然㗦明他自己。神留下了孩据，所以保仿就Ṷ他Ẕ所知的⺨始。他Ẕ⮡永活的
真神知道的非常少。
他Ẕ所知道的神都是Ṷ宙斯的Ỉ宜中㜍的。宙斯有彯多起桶流枝事，生下了阿波仿，雅典
娜，仒司，Phades，Artimus，往有其它一些他Ẕ崇拜的神。但他Ẕ不孌孮永活的真神。
所以保仿在他Ẕ能⣇理解的范⚜ℭ⺨始。神在大自然中的⏗示。他Ẕ准⢯ᷢ保仿，巴拿
巴䋖祭的㖞候，保仿宜，不要征㟟，我Ẕ是㜍Ỉ福音亁你Ẕ的。

我Ẕ也是人、和你Ẕ一㟟．我ẔỈ福音亁你Ẕ、是叫你Ẕ离⺫征些嘂妄。征嘂妄都
是不真⭆的，你Ẕ⸼宍向那⇃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祂ᷢ自己未
⯅不㗦出孩据㜍、就如常施恩惠、Ṷ天降雨、峷峸丰年。
保仿就Ṷ他Ẕ所知的⺨始。神在大自然中㗦明了他自己。

大⌓王在孿篇1 9中⅁道，宠天述宜神的匋耀，穹創Ỉ㈔他的手段。征日到那日⍹
出言宕，征夜到那夜Ỉ出知孮。无言无宕，也无⢘音可听。
神籍䛨大自然向每一᷒人㗦明他自己。每天晚上，天空都在向你述宜。你抬⣜仰望㺉天
星辰㖞，神就在向你宜宅。宠天在向你述宜神的匋耀。
每天你看到四周的花草，田地，各种形⾩的生物㖞，神就在向你宜宅。
斖桀是很多㖞候我Ẕ容易停留在表面上，擁宗的守慲，征㟟人就⺨始敬拜侍奉被造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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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造物的主。保仿在仿樔Ḏ中宜到征᷒危害。人Ể因此⎀ᷢ多神孢者。他意孮到神的
存在，但凡事都成了他的神。那产油油的豆田也成了他的神，⯥管不久就Ể⎀湬死去，埋
到地里。他⺨始相信自然，相信万物有䀝。
我存得在我往是一᷒小男孩㖞，我Ẕ全家到优胜美地⚥家公⚕游奰。你Ẕ知道孩子的性
情。我Ẕ露反在Merced河彡14⎟反地，在我Ẕ奪看雪山景䁡㖞，有一᷒小孩斖我，“你知
道征是宩造的⎿？”我回答宜，“我知道是宩造的！是神造的！”他宜“噢，不是！是大
自然的母Ṛ造的！”用大自然母Ṛ㜍四⢬愚弄人是不⮡的。
世人停留在表面上。因此保仿在亁他Ẕ指出神籍䛨大自然向人䰣㗦明他自己。
我孌ᷢ征里保仿面ᷜ䛨他整᷒侍奉生涯中最大的危昑 ，他的侍奉生涯有可能就此乻束。
一旦他此刻接受ế人亁予他的奉承和崇拜，他向神的事工便有可能就此乻束。
我孌ᷢ侍奉生涯中最大的危昑不是㜍自于᷍⌱的逼迫，而是神使用你的生命，有很大果
效，人人都⺨始宜你的好宅，䦘崆你，⢘䦘你是᷒了不起的人的㖞候，你就面ᷜ䛨你侍奉
生涯中最᷍重的危机，因ᷢ你一旦接受征些奉承的宅，你很快就Ể⍹䍘自己被束之高
㎩。
再次值得我Ẕ注意的是，人是如此地想敬拜和侍奉被造之物，而非造物的主。保仿是神使
用的器皿，但他Ẕ⌜想敬拜他。保仿也孠心里Ể想，有道理﹐唔，征挺好的。我可以把他
Ẕ掌握在我手里，孑他Ẕ亏井敬拜我，然后我ⷎ栮他Ẕ信主。不幸的是，很多人都采用了
征种政策。他Ẕ企⚦把人吸引到他Ẕ那里，以ᷢ那些人一旦真的跟昷了他Ẕ，他Ẕ就可以
ⷎ栮那些人主。
他Ẕ是如此地仰慕我，如此地敬䇙我，我⮮ⷎ栮他Ẕ信主。征是非常危昑的推理。
但保仿㱉有接受奉承，反而宜道，
不要征㟟，征是嘂妄的。我不彯是᷒人！不要敬拜受造之物、要敬奉那造物的主．我ẔỈ
福音亁你Ẕ，是叫你Ẕ离⺫征些嘂妄，向永生神。不要停留在表面上，敬拜受造之物，
要敬拜造物的主，主乃是可䦘株的，直到永径。
⯥管如此，他Ẕ往是✂持，几乎就要䋖祭与保仿和巴拿巴。保仿和巴拿巴几乎不能阻止ế
人⮡他Ẕ的敬拜。
如果你奱得接受他人的敬拜，崇拜和䦘崆是件非常合意和美妙的事，我亁你一᷒警告。人
的崇拜和䦘崆是非常⎀化无常的。征在任何一᷒彸≐球␀⢬于他Ẕ低潮期㖞都得到了樴
孩。你可以是一᷒大英雄，但就在你⢬于低潮期㖞，每次你拿起球棒，你就Ể听到ế人的
“◀，◀”⢘。
有多少彸≐␀，每次他Ẕ出⛢㖞，他Ẕ都Ể听到奪ế跺䛨僂喊䛨他Ẕ的名字，唱䛨他Ẕ
的名字。你可以看到他Ẕ站䛨，㫊呼䛨，“我Ẕ的英雄出⛢了！”但我Ẕ只要孑他暴跌一
段㖞斜，看看奪ếỂ⎀得怎么㟟。每次你出⛢，你听到的⮮是“◀，◀”⢘。
人的敬拜是多么⎀化无常。㗦然在路司得也是征㟟。他Ẕ已准⢯把保仿和巴拿巴神㜍敬
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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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 䉡太 人、Ṷ安提阿和以哥念㜍、挑唆ế人、就用石⣜打保仿、以ᷢ他是死
了、便拖到城外。(使徒行Ỉ1 4:1 9 )
往是那些人，本㜍准⢯敬拜他的，䍘在⌜想⮡他⢬以私刑。因ᷢ在那㖞，用石⣜打是⢬私
刑的一种方式。征是不公ᷱ的，是出自那群人的群ế心理。就是那些本㜍准⢯敬拜他的
人，䍘在⌜用石⣜打他，以ᷢ他是死了，把他拖到城外。
在征里，我᷒人孌ᷢ他Ẕ的确害死了保仿。征㟟宜可能Ể㗦得傲慢，因ᷢ保仿自己都宜他
不知道那些人㛨死了他㱉有。但既然他不知道，我就有㛫力宜出我的想法。多年以后，保
仿在⅁亁哥林多教Ể的第二封信中宜到的，指的无疑就是在路司得的征次乷⌮，

我孌得一᷒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天上去．或在身ℭ、我不知
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 神知道。我孌得征人、或在身ℭ、或在身外、
我都不知道．只有 神知道。他被提到᷸⚕里、听奩昸秘的言宕、是人不可宜的。
(哥林多后Ḏ1 2:2 )
保仿宜的是征次在路司得的乷⌮，他⢘䦘道，

或在身ℭ、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或是我往活䛨，看到征᷒异象；或䛨
我⭆旭上已死了，是在身外的乷⌮。我无法明确地告孱你。但我可以明确告孱你的是我被
提到了第三⯪天上去，天上极有匋光。我听到的言宕是如此昸秘，是任何宕言都无法描述
的。若是我企⚦把它描述出㜍，就犯罪了，因ᷢ㱉有任何言彆足以描述我所听到的。我
因所得的⏗示甚大，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我。( 哥
林多后Ḏ1 2:2 )
征可能是保仿在被石⣜打的㖞候留下的Ọ疤，一直㱉有愈合。保仿宜我ᷢ此而夸口。㜍自
人的崇拜是多么的靠不住。一Ể想敬拜他，一Ể想害死他。他Ẕ以ᷢ他死了，便把他拖到
城外。

斐徒正⚜䛨他、他就起㜍、走徃城去．(使徒行Ỉ1 4:2 0 )
征Ể，你Ẕ孌ᷢ他宍跑了吧。但征不是保仿的作桶。他樔上又回到了城里。

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那城里的人Ỉ了福音、使好些人作斐徒．就回路司
得、以哥念、安提阿去、✂固斐徒的心、≅他Ẕ恒守所信的道．又宜、我Ẕ徃入
神的⚥、必栣乷⌮孠多刘晦。(使徒行Ỉ1 4:2 0 )
他Ẕ㱉有征㟟宜，“嗨，小伙子Ẕ，征是㜉玫瑰大道。䍘在你Ẕ已乷信主了，所有的斖桀
都㱉有了！征不是很好⎿！耶䧋真好！你不再Ể有⇓的斖桀了。“他Ẕ不是征㟟宜的，他
Ẕ宜，嗨，你Ẕ要恒守所信的道，以后Ể很刘晦。你Ẕ徃入神的⚥，必栣乷⌮孠多刘晦。
但他Ẕ鼓≙新斐徒要恒守基督之道。
后㜍保仿⅁信亁提摩太。提摩太是Ṷ那᷒地方㜍的。他在那里攧大，无疑的他就是在那
里，在保仿的第一次Ỉ道旅行中遇奩保仿的，后㜍又作ᷢ同伴和仆人加入保仿的Ỉ道旅
行。但保仿䦘他ᷢ“信主作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无疑保仿就是在征次旅行中遇奩提摩
太，栮他主的。后㜍保仿在⅁亁提摩太的信中提醒提摩太他在那里曾遭受的逼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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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你知道在以歌念，路司得和特庇，神是如何把我救出㜍的。神都把我救出㜍了。
在征里，引起我注意的是神使用不同的方法把保仿Ṷ那些仇㓴中解救出㜍。在安提阿，神
孑他被人赶出城外。他宜，唔，神把我Ṷ那害我的手里救出㜍了。在以歌念，有人⚦害用
石⣜把他打死，但保仿得知征᷒旜害后，在他Ẕ找到机Ể下手前逃离了。所以神孑他卟知
害害他的旜害，救了他。在路司得，神孑人以ᷢ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他得以卟救。
神并不按照特定的模式㜍行事的。他是万能的。他不Ể被学限在相同的路乧上。可笑的
是，人Ẕ是想把神圈在一᷒框框里。不知ᷢ何我老想把神限定在例中，也孠是因ᷢ我
自己按例行事。我不停地向神Ⓢ叨，然后我⺨始吹◀神作事的方式是如何如何，神Ể
如何如何搭救你。
有些人彯份䬨⋽地回答复㛪的斖桀，但我告孱你，㱉有那么䬨⋽的答案，神作事的方式是
不固定的。神搭救你的方法可能是孑你知道麻䂎㜍自于你的僂。神可能Ể用⇓人的僂㜍搭
救你：把你踢出城外。或者神搭救你是籍䛨一群ヌ怒的暴徒向你投石⣜。神Ể使用不同的
方式在你生命中≐工。他作事不Ể限于一种方式或模式他作事的方法是不固定的。
保仿和巴拿巴鼓≙他Ẕ要恒守所信的道，道路并不平坦，我Ẕ要乷彯很多苦晦，才能徃入
神的⚥度。因此他Ẕ在征些教Ể徱立了攧老。

二人在各教Ể中徱立了攧老、又禁食䤟告、就把他Ẕ交托所信的主。(使徒行Ỉ
1 4:2 3 )
“弟兄Ẕ，我Ẕ⮮你Ẕ交托到主手里。”禁食䤟告后，他Ẕ膏油了攧老，并ᷢ他Ẕ䤟告，
徱立他Ẕ作各教Ể的攧老。

二人乷彯彼西底、㜍到旁非利Ṃ。在⇓加孚了道、就下Ṃ大利去。Ṷ那里坐船、往
安提阿去。初他Ẕ被ế人所托蒙 神之恩、要≆䍘在所作之工、就是在征地方。
(使徒行Ỉ1 4:2 4 )
征㟟他Ẕ完成了第一次Ỉ道旅行，Ṷ腓尼基回到了地中海北岸的安提阿的弟兄Ẕ中。

到了那里、聚集了Ểế、就述宜 神藉他Ẕ所行的一切事、并 神怎㟟ᷢ外邦人⺨
了信道的斐。二人就在那里同斐徒住了多日。(使徒行Ỉ1 4:2 7 )
他Ẕ回到了他Ẕ的地方教Ể，同弟兄Ẕ分享神在外邦人中所行匋耀的事，蒙神恩典所行的
神御奇事，在外邦人中使相信的人大增。
第1 5 章

有几᷒人、Ṷ䉡太下㜍、教孕弟兄Ẕ宜、你Ẕ若不按摩西的奬㜉受割䣤、不能得
救。(使徒行Ỉ1 5:1 )
忿憾的是有一些䇙管斚事的人在基督的肢体ℭ作破坏神的工作。大概是在基督彸≐的早
期，我Ẕ㖞在和征里一街之隔的另一᷒教Ể，有成百上千的年弣人信主，我Ẕ亁他Ẕ洗
䣤，就像䍘在一㟟。在每᷒星期一晚上，我亁他Ẕ洗䣤。在星期一晚上的⬎Ḉ后，我Ẕ到
19街⋢的新港海㺑去洗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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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㖞每᷒星期一晚上都有五十﹐六十﹐七十᷒孩子受洗。
有一᷒晚上，在⬎Ḉ乻束后，我看到一᷒小家伙身彡⚜䛨一群年弣人，而他正津津᷸道地
孚些什么。所以我也ⅹ了上去，听听他孚的是什么。
他正在告孱那些人，“如果你㱉有奉耶䧋的名受洗，是不算信主的。”但我跟你孚：我要
⍹火了！我很久㱉有⍹那么大的火，甚至想揍人。我⅚上去，抓住那᷒小家伙的栮口，一
把把他拎了起㜍，然后我宜，“小伙子，你最好赶快离⺨征里，因ᷢ我不能向你保孩我Ể
作出什么。”我把他拎了出去，把他塞到他的弎里，告孱他，“快亁我离⺨征里！”
不幸的是我Ẕ周⚜有一些人想破坏神的工作。他Ẕ无法忍受你Ẕ在主里有那么多喜᷸。
只想要捆乹你。
你作基督徒不⸼宍征么⺨心。你永径不⸼宍㊍有喜᷸。他Ẕ就是征㟟，在捆乹人。征种
䍘象Ṷ一⺨始就存在。那些在䉡太地⋢原是法利崃人，后㜍信靠了耶䧋的人，他Ẕ看到外
邦人敬拜神，他Ẕ宜，“你Ẕ受了割䣤才算真正得救了。”
他Ẕ孌ᷢ唯有䉡太人才能接受救恩，要得救就得先成ᷢ䉡太人，否⇁你就不能得救。
在安提阿教Ể就出䍘了征种令人不安的教⮤。

保仿巴拿巴与他Ẕ大大的分ḱ彑孢、( 使徒行Ỉ1 5:2a)
他Ẕ真的面⮡䛨征些人，在征件事上大有ḱ孢。

ế斐徒就定奬、叫保仿巴拿巴和本Ể中几᷒人、ᷢ所彑孢的、上耶路撒冷去、奩使
徒和攧老。(使徒行Ỉ1 5:2 b )
注意到征几᷒人是Ṷ䉡太下㜍的，他Ẕ要上耶路撒冷去。栢便宜一宅，你Ṷ㜍不Ể宜，
“孑我Ẕ下到耶路撒冷去。”即便你是在Hermon山一万英尺的山栞上。你也不Ể宜，
“孑我Ẕ下到耶路撒冷去。”你是宜，“孑我Ẕ上耶路撒冷去。”Ṷ耶路撒冷，你是
下㜍。“孑我ẔṶ耶路撒冷下㜍。”但你Ṷ㜍不Ể下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城然座落
在耶路撒冷山上，无孢你Ṷ哪᷒方向㜍，你都是上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是宜上耶路撒冷
去。
即使到䍘在，往是宜上耶路撒冷去，Ṷ㜍不Ể宜下去耶路撒冷。ế斐徒就定奬、叫他Ẕᷢ
所彑孢的、上耶路撒冷去、奩使徒和攧老，把征᷒事亁解⅛了。

于是教Ể送他Ẕ起行、他Ẕ乷彯腓尼基、撒䍃利Ṃ、昷⢬Ỉ宜外邦人主的事、叫
ế弟兄都甚㫊喜 (使徒行Ỉ1 5:3 )
㖞在腓尼基、黎巴嫩，撒䍃利Ṃ地⋢已建有教Ể，因此他Ẕ每到一⢬，就Ỉ㈔神在外邦
人所行的事，ế弟兄都ᷢ䛨神所≐的工而大大㫊喜。但是，

到了耶路撒冷、教Ể和使徒并攧老、都接待他Ẕ、他Ẕ就述宜
切事。(使徒行Ỉ1 5:4 )
他Ẕ向耶路撒冷的教Ể孚述了他Ẕ的Ỉ教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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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同他Ẕ所行的一

惟有几᷒信徒是法利崃教斐的人、起㜍宜、必栣亁外邦人行割䣤、吩咐他Ẕ遵守摩
西的律法。使徒和攧老、聚Ể商孖征事。彑孢已乷多了、彼得就起㜍、宜、宠位弟
兄、你Ẕ知道 神早已在你Ẕ中斜㊋徱了我、叫外邦人Ṷ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
且相信。知道人心的 神、也ᷢ他Ẕ作了奩孩．峸圣䀝亁他Ẕ、正如亁我Ẕ一㟟。
又借䛨信洁Ⅸ了他Ẕ的心、并不分他Ẕ我Ẕ。(使徒行Ỉ1 5:5 - 9 )
彼得是第一᷒ᷢ征次Ể孖作奩孩的，告孱ế人神是怎㟟呼召他到歌尼流家去，向他Ỉ孚福
音。㗦然神也在外邦人中行事，因䛨神的恩典，又籍䛨信，他Ẕ也栮受了圣䀝的恩峸。神
并㱉有差⇓的﹐⮡待他Ẕ，他Ẕ也是因信得救，
保仿在仿樔Ḏ3：22中告孱我Ẕ外邦人和䉡太人并㱉有分⇓。神已拿走了所有不同。世人
都犯了罪，ḷ缺了神的匋耀，但䍘在我Ẕ因信耶䧋基督而蒙救島。无孢䉡太人，往是希腊
人，都㱉有分⇓。得救的路只有一㜉，就是信靠耶䧋基督。彼得宜，

䍘在ᷢ甚么孽探 神、要把我Ẕ祖宗和我Ẕ所不能峇的引、放在斐徒的栰校上呢。
我Ẕ得救、乃是因主耶䧋的恩、和他Ẕ一㟟、征是我Ẕ所信的。( 使徒行Ỉ1 5:1 0 1)
㌊句宅宜，我Ẕ得救和他Ẕ一㟟。乃是蒙主恩典，因信得救。ᷢ什么要把引，就是律法，
放在他Ẕ的栰校上呢，即便我Ẕ的祖宗也不能峇㉭。ᷢ什么把我Ẕ不能峇的引放在他Ẕ的
栰校上呢。

ế人都默默无⢘、听巴拿巴和保仿、述宜

神藉他Ẕ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御奇事。

他Ẕ住了⢘、雅各就宜、宠位弟兄、実听我的宅。( 使徒行Ỉ1 5:1 2 - 1 3 a)
宩是早期教Ể的台柱？宩是早期教Ể的ⷎ⣜人？㖞在耶路撒冷栮⣜的并不是彼得，而是
雅各。征᷒雅各不是乎翰的兄弟，而是耶䧋的半᷒兄弟。耶䧋复活之后特⇓向征位雅各㗦
䍘。

他Ẕ住了⢘、雅各就宜、宠位弟兄、実听我的宅。方纔西斐述宜 神初怎㟟眷栦
外邦人、Ṷ他Ẕ中斜徱取百姓于自己的名下。ế先知的宅、也与征意思相合．正
如乷上所⅁的、『此后我要回㜍、重新修造大⌓倒塌的ⶸ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
造建立起㜍．叫余剩的人、就是凡䦘ᷢ我名下的外邦人、都⮣求主．征宅是Ṷ⇃世
以㜍、㗦明征事的主宜的。』(使徒行Ỉ1 5:1 3 b - 1 8 )
他提出㖏乎里面的栬言，神宜‘征事之后’。什么事之后？是他在外邦人中斜行事之后，
此后他要回㜍、重新修造大⌓倒塌的ⶸ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㜍．
今有一些人把教Ể作以色列⚥，⮮所有有ℛ以色列⚥的栬言都用㜍放在了教Ể身上。
无栣多言，他Ẕ的末世孢是如此的混ḙ，以致他Ẕ⢘䦘教Ể⮮乷⌮大䀦晦。他Ẕ⢘䦘神在
以色列⚥的工作已乷乻束了，以色列人的机遇已乷彯去了。䍘在教Ể就是以色列⚥。征看
法把整᷒栬言的⚦像都搞得一⚊糟。事⭆上，在ế多的栬言中，神都⢘明他⮮再次使他的
圣䀝降ᷜ在以色列⚥，并⮮在征᷒民族≐工。
早期教Ể的雅各就意孮到在外邦人中斜的工作就是要㊋徱百姓于神的名下。我Ẕ仍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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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㖞期，圣䀝在外邦人中斜的主要任≉往是要㊋徱百姓于主的名下。
他㊋徱了你和我。我Ẕ就是神在外邦人中所做工的一部分，神正在外邦民族中ℜ起基督的
肢体。
䉡太人和外邦人一㟟，都是蒙神的恩典而得救，并㱉有分⇓。⮡神㜍宜，㱉有种族差异。
每᷒人都可以得救，䉡太人和外邦人一㟟。但有一天，外邦人的㔘目添㺉了，神Ể再次
复ℜ以色列民族。但征里雅各宜的是神眷栦外邦人，Ṷ他Ẕ中斜㊋徱百姓于自己的名
下。
神非常清楚征些人是宩。神有一᷒㔘目。保仿告孱我Ẕ外邦人的㔘目添㺉了，神Ể再次
复ℜ以色列⚥。
神非常清楚地知道要得救的外邦人的㔘目，神Ṷ⇃世以㜍就知㗻万事。他非常确切地知道
宩⮮得救。神一直知道宩Ể得救。他Ṷ一⺨始就知道他所要施行的救島工作
我完全反⮡那持守神道德管弾的⬎宜，征种⬎宜宣䦘神的知孮是有限的。宜Ṃ犯罪㖞，
神很是失望，很是震惊，宜人䰣的➽落出乎神的意料，宜神不得不草率地想出派遣他䊔生
子的救島孉划。如果是征㟟的，那㖏乎乷文ᷢ什么栬言，神在⇃世以前就知㗻基督要被搱
了呢？
我完全反⮡那⢘䦘神的知孮是有限的宜法，他Ẕ孌ᷢ直到你做彯后﹐要不然不知道你要做
什么。你做了擁宗的抉㊑㖞，神是如何的失望。神Ṷ⇃世以㜍就知㗻万事。他Ṷ一⺨始就
㗻得。他确切地知道宩是他⮮㜍要救島的，征人得救的㖞斜，得救的⛢合。他Ṷ一⺨始就
知㗻万事。
神㱉有感到意外之事。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在他㱉有什么新汄事。你到天堂去的㖞候，神
不Ể跟你宜，“在征里奩到你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我Ṷ㱉想彯你能上天堂㜍！”你或孠
Ể吃惊，但他不Ể的。神Ṷ⇃世以㜍就知㗻万事。
因此神在外邦人中斜的工作就是要㊋徱百姓于神的名下。神知道⮮㜍他要把蒙厚恩的以
色列⚥先㏮在一彡，而⮮在外邦人中斜≐工，然而就像先知何西Ṃ回到不忠⭆于自己的妻
子那里一㟟，神也⮮复ℜ在不忠⭆的以色列⚥的工作，再次使他的圣䀝降ᷜ在他Ẕ中斜，
使他Ẕ回自己。雅各接䛨宜，

所以据我的意奩、不可晦ᷢ那服 神的外邦人．只要⅁信、吩咐他Ẕ禁戒偶像的
污䦥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Ṷ古以㜍、摩西的Ḏ在各城有人Ỉ孚、每
逢安息日、在Ể堂里宝宣。那㖞、使徒和攧老并全教Ể、定意Ṷ他Ẕ中斜㊋徱人、
差他Ẕ和保仿、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徱的、就是䦘呼巴撒巴的䉡大、和西
拉、征᷌᷒人在弟兄中是作首栮的。于是⅁信交付他Ẕ、ℭ中宜、使徒和作攧老的
弟兄Ẕ、斖安提阿、⎁利Ṃ、基利家外邦ế弟兄的安。我Ẕ听宜有几᷒人、Ṷ我Ẕ
征里出去、用言宕㎭扰你Ẕ、惑ḙ你Ẕ的心．〔有古卷在此有你Ẕ必栣受割䣤守摩
西的律法〕其⭆我Ẕ并㱉有吩咐他Ẕ．所以我Ẕ同心定意、㊋徱几᷒人、差他Ẕ同
我Ẕ所Ṛ䇙的巴拿巴、和保仿、往你Ẕ那里去。征二人是ᷢ我主耶䧋基督的名、不
栦性命的。我Ẕ就差了䉡大和西拉、他Ẕ也要Ṛ口孱宜征些事．( 使徒行Ỉ1 5:1 9 109 of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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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保仿和巴拿巴ⷎ䛨信件回到安提阿，那里的人可能Ể宜，你Ẕ并㱉有宜⭆宅，你Ẕ自己Ồ
造了信件，宠如此䰣的宅。所以耶路撒冷教Ể很明智地派遣了䉡大和西拉和他Ẕ一起去，
确孌信中之事：的确是耶路撒冷Ể孖所商定的。外邦人不受摩西律法的乎束。外邦人要得
救不必先成ᷢ䉡太人。我Ẕ意孮到神在你Ẕ中斜照他的恩典所行的事，和我Ẕ一㟟，你Ẕ
是↕䛨信心和神的恩典而得救，你Ẕ不必ᷢ得䛨救恩的什故而遵守摩西律法。因ᷢ我Ẕ知
道救恩是靠信心，而不是靠行ᷢ的。
因此教Ể就定下征㟟的原⇁。但不幸的是，往有那么多教Ể仍䳏守靠行ᷢ䦘ᷱ，ᷢ䛨能在
神面前得䦘ᷢᷱ，制定了他Ẕ自己的成圣㞯准，什么宍做，什么不宍做。
在保仿离⺨加拉太教Ể后，那里也出䍘了同㟟的斖桀。有几᷒人㜍到教Ể鼓≐宜，瞧瞧﹐
保仿并㱉有作使徒的峬格，是他自己任命自己的，㱉有任何人ᷢ此亁他按手䤟告。保仿所
教⮤你Ẕ的因信䦘ᷱ是不⮡的。你Ẕ守摩西律法，你Ẕ以好行ᷢ㜍孩明你Ẕ的公ᷱ。
所以保仿在⅁亁加拉太教Ể的信中宜道，

是宩迷惑了你Ẕ，使得你Ẕ征么快离⺨真理。你Ẕ既靠圣䀝入斐，如今往靠肉身成
全⎿？征是我Ṷ你Ẕ那儿听宜的，你Ẕ接受基督作救主是因你Ẕ行律法呢？往是因
你Ẕ听信福音呢？你Ẕ接受圣䀝是因你Ẕ行律法呢？往是因你Ẕ听信福音呢？
保仿⅁信亁加拉太，教Ể已定下了原⇁。他Ẕ正ᷢ㖞流行的䉡太化的基督教ᷱ所困惑，
征种教ᷱ在早期非常普遍。
在今天往有征种孢宫，Seventh Day Adventist宣䦘，正如那些Ṷ䉡太下㜍的人所宣䦘的一
㟟，你Ẕ要得救就得守律法加上信靠基督。Herbert Armstrong在他的明日世界的佳音Ḏ中
也鼓吹宜要守律法，往有耶和崋奩孩人教Ể,他Ẕ⻢宫的是靠行ᷢ䦘ᷱ，而不是新乎⻢宫
的因信䦘ᷱ。在征里，使徒行Ỉ15章，在耶路撒冷Ể孖上，教Ể定下了因信䦘ᷱ的原⇁。
保仿和巴拿巴ⷎ䛨信件回到安提阿，同㜍的往有䉡大和西拉。他Ẕⷎ㜍的信中宜道，

因ᷢ圣䀝和我Ẕ、定意不⮮⇓的重㉭放在你Ẕ身上．惟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 使
徒行Ỉ1 5:2 8 )
所以他Ẕ意孮到大Ể的⅛孖是出自圣䀝。我孌ᷢ征是一᷒有ℛ智能言宕的例子，雅各操乫
了智能言宕的恩峸。我Ẕ中斜有ḱ孖，在教Ể中有激烈的彑孢，教Ể就有分裂的危昑。有
一些人宜外邦人必栣要行割䣤，遵守摩西的律法。有人宜他Ẕ既已得救，怎幺往要守律法
呢？也有人宜他Ẕ不守律法怎幺能得救呢？
保仿宜，瞧，神㗦然在他Ẕ中斜行事，有那么多神御奇事，他Ẕ并㱉有受割䣤。彑孢多
了，雅各就宜，宠位弟兄，征是我孌ᷢ我Ẕ宍做的，⅁封信亁他Ẕ，孌可神因䛨他Ẕ的信
﹐拯救他Ẕ的事⭆，只是告孱他Ẕ要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征
几件他Ẕ若能禁戒不犯、就好了．
每᷒人都很㺉意。圣䀝峸下智能的言宕。
所以他Ẕ⅁道，圣䀝和我Ẕ都定意。意孮到⅛孖是出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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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使徒行Ỉ1 5:2 9 )
首先，早期教Ể也存有吃肉的斖桀，。䉡太人不吃任何勒死的牲畜的肉。他Ẕ有特⇓的方
法宰㛨≐物，确保≐物身上的血都已流⯥，因ᷢ他Ẕ⮡血有份敬意，孌ᷢ生命是在血中。
然征也是摩西律法的一部分。他Ẕ向外邦人重申了征部分律法。然而，保仿在后㜍⅁亁
哥林多教Ể的信中修改了征一㜉。
那是很常奩的是，你拿祭品亁祭司，以䋖祭假神，他ẔỂ取一部分肉作ᷢ祭品䋖祭假神，
然后把剩下的肉往亁你，回去你可以和你的朋友大吃一栧。而祭司乷常Ể拿走Ⰶ于他的那
部分肉，然后在市⛢上⋾掉。
所以你到屠宰㏲位上Ḙ牛排㖞，那⛿看起㜍很特⇓的牛排极有可能是祭彯偶像的。因此保
仿宜，你去肉㏲Ḙ肉㖞，不要斖⋾主 ，征⛿牛排有㱉有祭彯偶像？保仿宜，Ḙ了，拿回
家好好享用吧。不要ᷢ良心的什故斖什么宅。因ᷢ肉本身不ỂỌ害到你。吃肉不Ể使你⎀
得污䦥，也不Ể使你成ᷢ罪人。
就好比耶䧋宜彯的，入口的不能污䦥人、出口的乃能污䦥人。Ⱚ不知凡入口的、是
彸到肚子里、又落在茅⌽里么。征并不至于污䦥人。因ᷢṶ心里⍹出㜍的才污䦥
人。因ᷢ心里所充㺉的、口里就宜出㜍。 人Ṷ心里⍹出奸淫征䰣᷄西。
保仿也宜彯，倘有一᷒不信的人実你Ẕ赴席、凡㏮在你Ẕ面前的、只管吃、不要ᷢ
良心的什故斖甚么宅。所以，要是你有朋友邀実你吃椕，他把征可口的烤肉㏮在你面
前，你不要斖，“征是䋖彯祭的肉⎿？”
保仿宜，

只管吃、不要ᷢ良心的什故斖甚么宅。
保仿在⅁亁哥林多教Ể的信中⮡征些原⇁作了修改。在仿樔Ḏ中，他⅁道，信心弗弱的，
只吃蔬菜，Seventh Day Adventists就是征㟟。信心✂固的，孌ᷢ可吃肉。吃肉的人不可弣
看不吃的人。
如果他Ẕ不想吃肉，㱉什么不好。他Ẕ若想吃蔬菜䂕狗或蔬菜㯱堡，也挺好的。我不弣看
他Ẕ。但正如硬ⶩ有正反᷌面，不吃肉的也不可孢㕕吃的人。只是᷒人心里要意奩✂定。
征里孚的第一᷒原⇁是ℛ于他Ẕ的椖食Ḉ。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保仿后㜍解慲道征
只是ᷢ䛨良心的什故。

和奸淫．征几件你Ẕ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Ẕ平安。( 使徒行Ỉ
1 5:2 9 b )。
他Ẕ不是把整᷒摩西律法都照搬彯㜍。征里并㱉有提及要守安息日和律法典章。宜的ṭṭ
是一些基本的，易行的原⇁，你Ẕ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Ẕ平安。神保佑你
Ẕ！

他Ẕ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ế人、交付Ḏ信。ế人念了、因ᷢ信上安慰
的宅、就㫊喜了。䉡大和西拉也是先知、就用孠多宅≅勉弟兄、✂固他Ẕ。(使徒
111 of 207
使徒行Ỉ

行Ỉ1 5:3 0 - 3 2 )
作先知孚道的、是⮡人宜、要造就、安慰、≅勉人。所以他Ẕ᷌人在操乫他Ẕ的Ⰶ䀝恩
峸，在教Ể里作先知孚道，≅勉弟兄，✂固他Ẕ。

住了些日子、弟兄Ẕ打⍹他Ẕ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Ẕ的人那里去。〔有古卷在此
有〕〔惟有西拉定意仍住在那里〕但保仿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孠多⇓人一
同教孕人、Ỉ主的道。( 使徒行Ỉ1 5:3 3 - 3 5 )
安提阿教Ể一定是非常了不得。有保仿，巴拿巴在那里教孕人，Ỉ主的道，往有西拉，和
神借䛨他Ẕ在安提阿教Ể所做的事。

彯了些日子、保仿⮡巴拿巴宜、(使徒行Ỉ1 5:3 6a)。
我猜想保仿有一股用不完的≚。他无法在一᷒地方呆太攧㖞斜。他是在四⢬奔波，
渴望䛨出去。孑我Ẕ出⍹吧！我Ẕ出去Ỉ福音吧！他只能在在一᷒地方稍微呆上一旝，不
能持久﹐要不然就Ể奱得毫无斗志，离去到另一᷒无知的地方。他㖞刻准⢯䛨迎接挑㇀。
所以彯了些日子，保仿⮡巴拿巴宜，

我Ẕ可以回到Ṷ前宣Ỉ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Ẕ景⅝如何。(使徒行Ỉ1 5:3 6 b )
孑我Ẕ回去看望他Ẕ，看看他Ẕ景⅝如何。

巴拿巴有意、要ⷎ䦘呼樔可的乎翰同去．( 使徒行Ỉ1 5:3 7 )
樔可是他的外甥，在第一次Ỉ道旅程中，他在旁非利Ṃ离船告⇓了保仿和巴拿巴，㱉有昷
他Ẕ一起去小Ṃ乮Ṃ。䍘在巴拿巴有意又ⷎ他去。

但保仿、因ᷢ樔可Ṷ前在旁非利Ṃ离⺨他Ẕ、不和他Ẕ同去作工、就以ᷢ不可ⷎ他
去。于是二人起了ḱ孢、甚至彼此分⺨．巴拿巴ⷎ䛨樔可、坐船往居比路去．( 使
徒行Ỉ1 5:3 8 - 3 9 )
征是圣乷中ℛ于征⮡好兄弟，保仿和巴拿巴的一᷒有趣的ℭ幕小故事。ḱ孢⎀得如此之
大，甚至彼此分⺨。基督徒之斜能有不同意奩⎿？㗦然可以。
在征里我看到的是它肯定的一面。我相信征次ḱ孢⭆旭上是出自神。我相信神想要㈑大Ỉ
教士的作用。我孌ᷢ神更愿差遣᷌᷒Ỉ教⚊出去，而不是一᷒。征㟟在同㟟的㖞斜ℭ，你
可以走⍴倍的地方。
保仿和巴拿巴都是非常老乫的Ỉ教士。所以孑他Ẕᾑ在一起出去并㱉有最好地利用人的能
力。孑我Ẕ把福音Ỉ得更深径。于是神制造了征起ḱ㈏，保仿和巴拿巴之斜的ḱ㈏，Ⅸ利
就是果效加倍。
我孌ᷢ有不同意奩存在的空斜。但意奩有分歧㖞，我Ẕ要心，我Ẕ要欣然地看待分
歧，意孮到我Ẕ同是基督肢体的一部分，也孠神是在利用分歧㈑展他的工作。所以不管是
出于什么≐机，有人⺨始另外的侍奉，神都可以利用它㜍㈑⻈他的⚥度。
看起㜍只要神在某一地⋢大大≐工㖞，Ể有人栢≧徃㜍，在⇓人已有的基䟨上搭栢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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弎。我真的无法理解有些人，他Ẕ⢘䦘是蒙神的召Ⓦ㜍到橘市建新教Ể的。
但在全美往有那么多的市⍧急需有人去Ỉ孚真理。每周我都Ể收到大量的信件，迫切地実
求我Ẕ差遣同工去到他Ẕ那里孚道，因ᷢ那儿㱉有教Ể，他Ẕ真的非常想听到神宅宕的教
⮤。
因此我很晦理解有人征㟟宜，“唔，是神召Ⓦ我㜍橘市的。”他Ẕ是因ᷢ神在征᷒地⋢所
作的㺉有果效，⻢而有力的工。但⯥管神在征里≐了那么多⻢有力的工，我Ẕ往是㱉能把
福音Ỉ到那些⸼宍Ỉ到的地方。所以能ℜ起⇓的教Ể也挺好的，因ᷢ是神在㈑展他的工
作，我Ẕᷢ此而夸口。
保仿䙹禁在仿樔㖞，宜到征些，他⅁道，有的Ỉ基督是出于也ḱ，有的是出于假意，苦
毒，无孢怎㟟，我㫊喜基督究竟被Ỉ⺨了。建立神的⚥度的工作在㈑⻈。我不Ể自峇地孌
ᷢ我能把信息Ỉ到每᷒人手中。我知道我可以把信息Ỉ到有些人手中，但我也知道有一些
人我无法Ỉ到。我感寊神，往有其它⇓的Ỉ道人，他Ẕ有不同的事工重䁡，能把信息Ỉ到
我所不能Ỉ到的人手中。
有些人去教堂做䣤拜的㖞候⮣求的是情感的激≐。他Ẕ要慲放自己的感情。所以我感寊
神，因ᷢ他成立了充㺉情感的教Ể。我可不愿看到激≐的人Ẕ在征里遭到挫峍。因此，神
既了解人的不同需要，就建立了各种各㟟的事工，我ᷢ䛨神的事工得到㈑⻈而高ℜ。所以
我孌ᷢ在保仿跟巴拿巴之斜的ḱ端，是有神的作ᷢ。很明㗦，征ḱ孢㱉有持井多久。保仿
后㜍在Ḏ信中提到樔可，宜樔可⮡他㜍宜是很大的祝福，他宜，你㜍的㖞候要把樔可ⷎ
㜍．因ᷢ他在Ỉ道的事上于我有益⢬。
在征᷒㖞期，神要使教Ể㈑⻈，于是二人起了ḱ孢、甚至彼此分⺨．巴拿巴ⷎ䛨樔
可、坐船往居比路去． 保仿和巴拿巴先前一同到彯居比路。

保仿㊋徱了西拉、(使徒行Ỉ1 5:4 0 )
西拉与保仿同行。他在耶路撒冷的教Ể中是很᷒了不起的弟兄。保仿㊋徱了西拉。

也出去、蒙弟兄Ẕ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利Ṃ、基利家、✂固ế教Ể。
(使徒行Ỉ1 5:4 0 b - 4 1 )
保仿㜍到了特庇，在那里遇奩提摩太。我Ẕ下᷒䣤拜徃入16，17章的㖞候再加以宰孢。
我Ẕ⮮宰到保仿和提摩太的第二次Ỉ道旅程，他Ẕ所乷彯的地⋢，他Ẕ最买Ṷ征些地⋢徃
入㫏洲一ⷎ。
保仿在特仿Ṃ的㖞候感到困惑，因ᷢ他似乎不明方向，后㜍圣䀝呼召他到㫏洲去，⮮福音
ⷎ到更径的地方。
使徒行Ỉ中存教Ể在神的≐工之中得到大大㈑⻈。他甚至使用人的ḱ孢㜍㈑⻈他的工
作。
父神，我Ẕᷢ䛨圣䀝深藏我Ẕℭ心你的宅宕而䋖上感恩。父神，我Ẕ靠䛨你的恩典站立，
靠䛨你的恩典行事ᷢ人，我Ẕ感寊你。感寊你在外邦人中≐工，㊋徱百姓于你的名
下。你按䛨自己起初就明白的孉划⮮我Ẕ聚集了起㜍，我Ẕᷢ此无比感激。主啊，求你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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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我Ẕ﹐愿我Ẕ成ᷢ世人的光﹐照在黑暗中。在以下的一᷒䣤拜，愿我Ẕ的生命向我Ẕ面
⮡的征᷒峓乏的世界奩孩神的䇙。神啊，ⷖ助我Ẕ扮演你要我Ẕ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些Ⰶ
于你的奩孩人向峓乏的人ẔỈ㈔你恩惠的福音，奉耶䧋的名，阿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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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Ỉ第1 6章
恰克 史密思 牧ⶰ ( 各各他教Ể)

我Ẕ在上星期的宣乷里看到保仿和巴拿巴之斜的ḱ端，他Ẕ在第一次宣道上同行曾乷很Ṛ
近，可是巴拿巴✂持ⷎ他的侄子樔可同行，而樔可在上次曾离⺨彯他Ẕ，所以保仿不愿ⷎ樔
可同行，他Ẕ的介蒂太大，所以巴拿巴ⷎ䛨樔可去居比路，而保仿ⷎ䛨西拉去土耳其。
所以在第十六章，
保仿㜍到特庇、又到路司得 ( 使徒行Ỉ 1 6:1a)
保仿在特庇的事工挺平栢，比起⇓⢬的乷⌮，征种平栢非常罕奩。保仿在那儿㱉有被入牢或
被᷊石⣜或引起暴ḙ，他平安的离城，然而，他Ẕ第一次㜍到路司得，⌜被去石⣜，然后
被拖出城，人Ẕ以ᷢ石⣜已乷把他砸死了。
在那里有一᷒斐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䉡太⤯人的儿子、他父Ṛ⌜是希利尼
人。(使徒行Ỉ 1 6:1 b )
保仿第一次到路司得大概是五年前，㖞他在那里建立教Ể，被石⣜打得半死，䍘在第二次
㜍孧看到教Ể亏井在主里成攧⮡保仿无疑是非常鼓舞的。
耶䧋⮡他的斐徒宜：
“不是你Ẕ㊋徱了我，是我㊋徱了你Ẕ，并且分派你Ẕ去乻果 子，叫你Ẕ的 果子常
存”。（乎翰福音 1 5 ：1 6）

果子常存，是事工的重要一䍗，不是你能孑多少人因一㖞感≐而信主，而是五年后往有多少
人仍然信主。他Ẕ㜍到路司得找到提摩太，他在保仿的第一次宣道事工㖞信的主，䍘在他已
乷攧大而成熟，成ᷢ一位信⭆的斐徒。他的母Ṛ是䉡太人，而父Ṛ是希利尼人。
路司得和以哥念的弟兄、都䦘崆他。( 使徒行Ỉ 1 6:2 )
孠多人大力推荐提摩太，而保仿也希望提摩太同行，保仿先前有樔可同行，ⷎ得䂕情又有力
的年弣人同行有好⢬，我相信他也想教⮤提摩太，Ỉ承⮡事工很重要，一᷒被 神祝福使用
的人，如果⣇倒明，⸼培℣接棒的下一代。
我⮡年弣人非常重奮，特⇓是那有圣䀝㳯灌能力的。我喜㫊花㖞斜在他Ẕ身上，因ᷢ我Ẕ
不在㖞，他Ẕ可以接棒，所以保仿毫无疑斖的ᷢ要提摩太同行，是要孕乫他能⣇亏井神⚥的
工。
所以提摩太成了保仿的同工，在保仿六篇信的⺨始的斖安都提到提摩太的名字，保仿⅁了᷌
封Ḏ信亁提摩太，他孢到提摩太的ⷖ忙；要教Ể差遣提摩太ⷎ䛨文Ḏ和需用品快速到他那
里，所以，保仿和提摩太非常的Ṛ近，所以保䦘他“在信心里的儿子”，所以提摩太是保仿
ⷎ栮信主的，也是使徒保仿所栽培茁⢖的。
保仿要ⷎ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䉡太人、都知道他父Ṛ是希利尼人、就亁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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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割䣤。他Ẕ乷彯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攧老所定的㜉奬、交亁斐徒遵守。( 使
徒行Ỉ 1 6:3 - 4 )
是什么奬㜉呢？就是外邦人不需要行割䣤也可得救，那么ᷢ什么保仿孑提摩太行割里⌜又叫
外邦人不需要如此行呢？征奬㜉是耶路撒冷教Ể的⅛定。
ᷢ什么征里有䛨矛盾呢？ᷢ什么要提摩太行割䣤呢？我孌ᷢ征是保仿漂亮的⻡性彸用，不想
火上加油，因ᷢ那些䉡太人已乷知道提摩太的父Ṛ是希利尼人，他不想挑起ḱ端，奱得行割
䣤也无Ọ，如果可以免了与弟兄Ẕḱ吵，所以他后㜍⅁了，
向甚么㟟的人、我就作甚么㟟的人．无孢如何、要救些人。(哥林多前Ḏ 9:2 2 )

⮡䉡太人，我是䉡太人，⮡不在律法下之人，我是自由人，奩机行事。
我想征是保仿的做人原⇁，一᷒好原⇁，他在仿樔Ḏ所⅁䛨，
或作≅化的、就ᶻ一≅化．施舍的、就宂⭆．治理的、就 殷勤．怜し 人的、
就甘心。(仿樔Ḏ 1 2:8 )

若是可能，活得与世无ḱ，若有事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征就是保仿的哲⬎：不要无事
生非。
若是有ℛ良心或信心，你⌜要守住立⛢，耶路撒冷教Ể想要把律法加宠于外邦人㖞，保仿
就守住立⛢，彼得在安提阿教Ể，ᷢ了与外邦一起，而可能造成与耶路撒冷教Ể的弟兄斜
引起教Ể分裂㖞，保仿站出㜍指峋彼得的不⮡，彼得原本和外邦人一起吃椕，但耶路撒冷
教Ể到㜍后，彼得就⺨始划分界乧，保仿ᷱ正言彆提醒彼得，不孢外邦人或䉡太人，都是主
ℭ的一家人。
若䈝涉原⇁或可定罪之事，寐守立⛢；若㱉那么重要，可昷和些，和平共⢬，我孌ᷢ征就
是保仿亁提摩太行割䣤，所ⷎ㜍的字息：外邦人不需行割䣤也可得救，䉡太人行割䣤而无所
宻。
于是ế教Ể信心越⍹✂固、人㔘天天加增。(使徒行Ỉ 1 6:5 )

初代教Ể是有能力而且火䂕的教Ể，它是在圣䀝的大能ⷎ栮之下，所以教ỂỂℜ旺。人以
自己的工作㜍取代圣䀝的ⷎ栮㖞，那就是悲哀的。
保仿在加拉太Ḏ宜：
无知的加拉太人哪、耶䧋基督搱十字架、已乷活䓣在你Ẕ眼前、宩又迷惑了你Ẕ
呢？我只要斖你Ẕ征一件、你Ẕ受了圣䀝、是因行律法呢、是 因听信福音呢 。你Ẕ
既靠圣䀝入斐、如今往靠肉身成全么．你Ẕ是征㟟的无知么。(加拉太Ḏ3:1，3 )
我相信保仿若是⅁信亁今天的教Ể，抬⣜Ể⅁：“亁二十世乒在耶䧋基督里合一的教Ể”。
无知的加拉太人哪、耶䧋基督搱十字架、已乷活䓣在你Ẕ眼前、宩又迷惑了你Ẕ
呢。我只要斖你Ẕ征一件、你Ẕ受了圣䀝、是因行律法呢、是 因听信福音呢 。你Ẕ
既靠圣䀝入斐、如今往靠肉身成全么．你Ẕ是征㟟的无知么。(加拉太Ḏ3:1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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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Ẕ看到今天的教Ể，充㺉人ᷢ的教⮤，Ⰶ世的嘂Ồ，尤其在䓝奮或收音机里﹐看到﹐听到
的是要人Ẕ亁他Ẕ捐摙。
初代教Ể，不要人ᷢ的活≐或䍘代化的科技就天天成攧，就是↕䛨教⮤神的宅，和肢体的相
䇙与扶持，他Ẕ人㔘每日俱增。
圣䀝既然禁止他Ẕ在Ṃ西Ṃ孚道、他Ẕ就乷彯弗⎽家加拉太一ⷎ地方．到了每西
Ṃ的彡界、他Ẕ想要往庇推尼去、耶䧋的䀝⌜不孠．他Ẕ就越彯每西Ṃ、下到特
仿Ṃ去。( 使徒行Ỉ 1 6:6 - 8 )
保仿本㜍想往北到Ṃ洲，⌜被圣䀝所㊎阻，征件事孑人晦以理解，圣䀝不孑他Ẕ去庇推尼，
但此⢬乷刪㱉有宜明宎情，保仿是᷒✂⅛果㕕的人，他一定是有确定的异象才不去Ṃ洲，但
我Ẕ⌜无法知道乮刪。
孠多人相信圣䀝的不允孠是因ᷢ保仿得了重病，不能攧途旅行。存得在加拉太Ḏ上存弥：
你Ẕ知道我⣜一次Ỉ福音亁你Ẕ、是因ᷢ身体有疾病。（ 加拉太Ḏ 4:1 3 ）

我孌ᷢ征是一᷒⻢力的孩明 神是如何不孑保仿到Ṃ洲，他是一᷒很栥固且意志✂⅛的人。
他要做某事㖞，㱉有什么能阻㋉他的，他⅛定回耶路撒冷㖞，就㱉有人能㊎阻他；他的
朋友⮡他宜：你一旦回到此城就樔上Ể被ℛ起㜍！他Ẕ哭䛨≅他，而他只是宜：你Ẕ想用眼
㲒≅阻我⎿？我不怕入䊙，我愿ᷢ主而殉道在耶路撒冷。
⮡于᷒性掘⻢的人，有㖞婉弔的暗示是无法起作用的，毅力一方面是好的，要不然保仿就无
法在百般刘晦中完成他的使命，但若我Ẕ不孑神㜍ⷎ栮，另一方面固㈏是᷒缺䁡，神要很峡
力的ⷎ栮固㈏的人。
有可能因ᷢ保仿㈏意要去Ṃ乮Ṃ， 神就孑他生⛢大病以至完全下不了床，所以他宜“圣䀝
不孑我去”，于是我Ẕ到特仿Ṃ，在那里保仿看到了一᷒异象。
在夜斜有异象䍘与保仿．有一᷒樔其栧人、站䛨求他宜、実你彯到樔其栧㜍ⷖ助
我Ẕ。(使徒行Ỉ 1 6:9 )
保仿在夜里奩到异象，有樔其栧人㜍求ⷖ忙。
保仿既看奩征异象、我Ẕ昷即想要往樔其栧去、(使徒行Ỉ 1 6:1 0 a)
実注意，征᷒复㔘的主孵“我Ẕ”，存得路加是使徒行Ỉ的作者，征是第一次用第一人䦘，
所以路加无疑是在特仿Ṃ遇到保仿；也很可能是保仿病得太重而是位⋣生，而㜍替保仿看
病，有征᷒可能性。
有些人相信路加是保仿在异象里奩到哭泣之人，宜“実到樔其栧㜍ⷖ助我Ẕ“，不孢如何，
此⢬路加⺨始用“我Ẕ”，因ᷢ路加Ṷ此成ᷢ保仿的同伴。
以ᷢ

神召我ẔỈ福音亁那里的人听。(使徒行Ỉ 1 6:1 0 b )

神指引保仿用异象是 神所用各㟟方法其中之一，我知道有一᷒人，䇙德⋶先生，他本是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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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西的撞行裁，他⸼䛨 神的呼召而奉䋖于Ỉ道，他放⺫了裁工作，去念神⬎院而全㖞
斜奉䋖Ỉ道。
他在准⢯自己，等候 神呼召㖞；有晚奩到一位灰⍹老人站在一片田野上的一᷒犁后面，
征田只被犁彯部份，征老人⮡他宜“㜍巴拿樔ⷖ我收成征里的䀝魂“所以他⬎西班牙文，去
巴拿樔Ỉ福音。
他的拓荒非常成功，有天晚上，他接到一᷒⋣院⋣生的䓝宅，宜“我Ẕ有一位老人无Ṛ无
故，他快死了，若有牧ⶰ㜍探望他是好的。”
䇙得⋶先生去到⋣院㖞很惊奇的⍹䍘，那老人就是年在异象中的那位，宎乮宊斖后⍹䍘那
人是攧老Ể的Ỉ道人，他Ẕ不㗻得在巴拿樔的事奉有多大成果，可是䇙德⋶先生感奱到他㜍
到巴拿樔是㜍收割那人所撒之种。那人在巴拿樔ḉ下建立了几᷒宣道站。
所以神呼召每一᷒人常用不同的方法。我Ṷ㜍㱉有奩彯异象，也㱉有天使㜍指引我出㜍Ỉ
道， 神只孑我有很⻢烈的欲望，奉䋖我的生命去事奉祂。我常想如果神派遣天使㜍，或成
就惊天≐地之ᷦ，我今晚就可以口沫㧒梆的与你Ẕ分享，比如有奇异的斒光使整᷒房斜大⍹
异采之䰣的，或有⢘音⮡我宜：“啊！ 我要你”之䰣，可是我Ṷ㜍㱉有乷⌮征种事。
我在神⬎院㖞遇到几位年弣人，他Ẕ⌜有征种奇妙乷⌮，而我⮡征些乷⌮非常好奇，但征些
人䍘在⌜㱉有一᷒是Ỉ道人，我知道䂕情是需要的，在与神的ℛ系上火䂕是好的，我也有彯
⻢烈的感奱，可是，更重要的是建立我的生命与信心在 神的宅宕上。
我Ẕ的信心是要⭆在。而 神的宅宕就是根基， 神的宅宕永不改⎀，而我Ẕ的信心也不≐
㏯。若是我⮮信心建立在᷒人乷樴上，那是危昑的，因ᷢ乷樴Ể淡化或全然改奪，情互Ể⎀
淡，但 神的宅宕不⎀，我所Ỉ的道必栣建立在 神的宅宕，而不是有天我在奪峷日落㖞，
天上忽然出䍘冒火的字御，所以保仿一旦奩到异象，立即就⑵⸼了。
于是Ṷ特仿Ṃ⺨船、一直行到撒摩特喇、第二天到了尼Ṃ波利。( 使徒行Ỉ 1 6:1 1 )

他Ẕ栢利的Ṷ特仿Ṃ到尼Ṃ波利，只花了᷌天的㖞斜，尼Ṃ波利是腓利比的海港。他Ẕ一路
栢桶的到了宍地。后㜍保仿又同㟟花了五天船行的㖞斜，但是征次圣䀝ⷎ保仿去樔其栟，他
栢服神的意愿也就一路栢桶的到了樔其栧。
有㖞，事奉 神就像栢桶而行，非常栢利，有㖞⌜要用⯥力气，逆桶而行。遇到困晦并不表
示不合神心意，我Ẕ不能因桶向去猜㳳 神的意愿而在那而昷波逐流。
Ṷ那里㜍到腓利比 (使徒行Ỉ 1 6:1 2a)
腓力比㖞Ⰶ仿樔政府亇治，在⌮史上是᷒重要城市。布塔士在征里被安᷄尼打峍。
就是樔其栧征一方的⣜一᷒城．也是仿樔的樣防城．我Ẕ在征城里住了几天．( 使
徒行Ỉ 1 6:1 2 b )
他Ẕ䍘在徃入一᷒新的䍗境，他Ẕ已徃入在㫏洲的希腊，不同于Ṃ洲的文化，他Ẕ住了几
天，㱉有成就什么。
安息日、我Ẕ出城斐、到了河彡、知道那里有一᷒䤟告的地方、我Ẕ就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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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聚Ể的⤯女孚道。(使徒行Ỉ 1 6:1 3 )
腓利比㱉有一᷒䉡太圣所，表示征里找不到十位䉡太男人，任何一᷒城市，若有十位䉡太男
人必有一斜圣所，若㱉有的宅，他Ẕ就在河彡聚Ể，䤟告和安息日的䤟告。保仿得知他Ẕ聚
Ể之地而去拜孧，⍹䍘那里㱉有男人信徒，只有女信徒，于是保仿坐下㜍与女信徒孚宅。
有一᷒⋾紫色布疋的⤯人、名叫⎽底Ṃ、是推雅推喇城的人、素㜍敬拜 神．他听
奩了、主就⺨⮤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仿所孚的宅。他和他一家既栮了洗、便求我
Ẕ宜、你Ẕ若以ᷢ我是真信主的、〔或作你Ẕ若以ᷢ我是忠心事主的〕実到我家里
㜍住．于是⻢留我Ẕ。( 使徒行Ỉ 1 6:1 4 )
征⤯人⸼是很成功的生意人，実注意她是如何⻢留保仿等人，“你若看重我，就㜍我家
住”言下之意，若不去住，表示弣看⤯人，尤其她是成功的生意人。
后㜍、我Ẕ往那䤟告的地方去．有一᷒使女迎䛨面㜍、他被巫 鬼所附、用法 㛗、
叫他主人Ẕ大得峊利。他跟昷保仿和我Ẕ、喊䛨宜、征些人是至高 神的仆人、
⮡你ẔỈ宜救人的道。他一徆多日征㟟喊叫、保仿就心中⌴䂎、弔身⮡那鬼宜、
我奉耶䧋基督的名、吩咐你Ṷ他身上出㜍．那鬼㖞就出㜍了 。使女的主人 Ẕ、
奩得利的指望㱉有了、便揪住保仿和西拉、拉他Ẕ到市上去奩首栮．又ⷎ到官攧
面前宜、征些人原是 䉡太人、竟橂扰我Ẕ的城、Ỉ我Ẕ仿樔人所不可受、不可行
的奬矩。ế人就一同起㜍攻↣他Ẕ．官攧吩咐∍了他Ẕ的衣裳 、用棍打。打 了孠
多棍、便⮮他Ẕ下在䙹里、◙咐禁卒᷍䳏看守。禁卒栮了征㟟 的命、就把他 Ẕ下
在ℭ䙹里、᷌僂上了木狗。乎在半夜、保仿和西拉、䤟告唱孿崆美 神．ế囚犯
也耳而听。忽然地大震≐、甚至䙹牢的地基都㏯≐了．䙹斐 立刻全⺨、ế 囚犯
的撩䁤也都松⺨了。 (使徒行Ỉ 1 6:1 6 - 2 4 )

在腓利比，保仿碰到一᷒女孩，原是被鬼所附，所以她Ể算命，她后面有人控制她，靠她算
命崂了很多摙，那㖞的人很奇怪的尊敬精神异常的人，他Ẕ相信䕗子的傹子被宠神替㌊了，
所以就敬畏征些精神有异的人。
征᷒年弣⤯人ᷢ鬼所附，所以能算命也能通䀝，她孌孮耶䧋也孌孮保仿，她宜“征些人是
至高神的仆人，指引救島之道 “，她䬨直在ᷢ他Ẕ做广告。嘥然她所宜Ⰶ⭆，但保仿不
要撒旦的广告文宣。教Ể不⸼宍效法征世界，用Ⰶ世的方法做广告，今天有些教Ể雇用ᶻ᷂
人␀Ṷ事教Ể成攧孉划，征些人徃㜍，用Ⰶ世方法增加教ỂỂ␀，然后Ṷ中抽取盈利。
有些是募款ᶻ家，㜍到教Ể，他Ẕ能增加教Ể栬算，然后用高⌳手段去募款。把名⋽放在孉
算机ℭ， 一旦一᷒月你㱉有寄摙去，他Ẕ就Ể寄信亁你，告孱你捐款是有多重要，教Ể需
要你的摙，而你㱉寄㜍等等，征就是Ⰶ世的方法。
保仿⌴〞征种榨峊方法，所以他叫污鬼Ṷ女人身上出㜍，他同情征可怜的女子。那些人看
到那女人病好，而他Ẕ不能利用女人崂摙，他Ẕ就生气，⮮保仿告到官府。征些人⭆在是太
可〞了，于是保仿被ℛ在牢房，⍴僂上了僂䁤。
乎在半夜、保仿和西拉、䤟告唱孿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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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ế囚犯也耳而听。(使徒行Ỉ

1 6:2 5 )

我想䊙卒Ẕ大概⮡他Ẕ在半夜唱圣孿不大高ℜ，猜想他Ẕ八成䕗了，征是多好的奩孩啊！䊙
卒用鞭子打他Ẕ，᷊他Ẕ入䙹牢又上了僂䁤，在骯傷的地牢里，他Ẕ径离家ḉ，在异ḉ人生
地不熟，生死未卜的情⅝下、三更半夜里，居然他Ẕ能一起唱孿崆美 神，而且一起䤟告。
忽然地大震≐、甚至䙹牢的地基都㏯≐了．䙹斐立刻全⺨、ế囚犯的撩䁤也都松⺨
了。 禁卒一醒、看奩䙹斐全⺨、以ᷢ囚犯已乷逃走、就拔刀要自㛨。(使徒行Ỉ
1 6:2 6 - 2 7 )
因ᷢ䊙卒必栣ᷢ犯人逃䊙峇峋，甚至Ể被⢬死。
禁卒一醒、看奩䙹斐全⺨、以ᷢ囚犯已乷逃走、就拔刀要自㛨。保仿大⢘呼叫宜、
不要Ọ害自己、我Ẕ都在征里。禁卒叫人拿䀗㜍、就跳徃去、㇀㇀兢兢的、俯伏在
保仿西拉面前．又栮他Ẕ出㜍、宜、二位先生、我怎㟟行纔可以得救。(使徒行Ỉ
1 6:2 7 - 3 0 )
我相信 神容孠孑保仿和西拉被ℛ在牢里救征䊙卒，你到了天⚥，你可斖保仿“神叫你ᷢ
征䊙卒得救而下䊙被打，是否太㱉天理？”我想保仿Ể宜：“不只是他，往有他的家人都得
救，然值得，我很高ℜ因我受苦而得一位主ℭ弟兄，我相信保仿是ᷢ了救征位䊙卒，
他斖“我如何得救 ”，保仿有㱉有宜“⍪加教Ể，十一奉䋖”？
他Ẕ宜、信主耶䧋、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真的，就征㟟子！信靠耶䧋，救恩之道是如此䬨⋽，任何人都可得救。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使徒行Ỉ 1 6:3 1 )
有些人把征一刪做圣乷⸼孠“全家得救”的乷文，我不奱得有足⣇的基䟨做ᷢ教ᷱ，我想
保仿可能是在做栬言。即使保仿家人并㱉有得救，我相信我Ẕᷢ家人䤟告，你Ẕ⸼ᷢ你
Ẕ所䇙，未得救的骨肉至Ṛ䤟告，然后⮮乻果交在 神手里，但我不奱得征一句宅⸼孠“全
家得救 ”。
他Ẕ就把主的道、孚亁他和他全家的人听。(使徒行Ỉ 1 6:3 2 )
他Ẕ不但⮡䊙卒也⮡他的家人奩孩。
夜， 就在那㖞候，禁卒把他Ẕⷎ去，洗 他Ẕ的Ọ；他和Ⰶ乎 他的人立㖞都 受了
洗。(使徒行Ỉ 1 6:3 3 )

于是他的全家都受洗。
于是禁卒栮他Ẕ上自己家里去、亁他Ẕ㏮上椕、他和全家、因ᷢ信了
喜᷸。(使徒行Ỉ 1 6:3 4 )

神、都很

所以他的全家得救，是因ᷢ全家都相信而且都栮受洗䣤。
到了天亮、官攧打⍹差役㜍宜、慲放那᷌᷒人伊。禁卒就把征宅告孱保仿宜、官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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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人㜍叫慲放你Ẕ．如今可以出䙹、平平安安的去伊。(使徒行Ỉ 1 6:3 5 )
保仿的固㈏᷒性在此㗦出㜍，我同意保仿所宜的，我在他的情⅝下也Ể宜一㟟的宅。
保仿⌜宜、我Ẕ是仿樔人、并㱉有定罪、他Ẕ就在ế人面前打了我Ẕ、又把我Ẕ
下在䙹里．䍘在要私下㑝我Ẕ出去么、征是不行的．叫他Ẕ自 己㜍栮我Ẕ出 去
伊。差役把征宅回䤨官攧．官攧听奩他Ẕ是仿樔人、就害怕了。( 使徒行Ỉ 1 6:3 7 )

官攧弣意⮮保仿下到䊙中是不合法的，因ᷢ征是仿樔亇治之城，⸼宍守仿樔的法律，如果仿
樔政府知道一᷒仿樔公民未乷⭉判⌜被鞭打入䊙，官攧Ẕ都Ể被革俴，所以他Ẕ⺨始非常害
怕。
于是㜍≅他Ẕ、栮他Ẕ出㜍、実他Ẕ离⺨那城。(使徒行Ỉ 1 6:3 9 )

朋友Ẕ，実离⺨吧！
二人出了䙹、往⎽底Ṃ家里去．奩了弟兄Ẕ、≅慰他Ẕ一番、就走了。(使徒行Ỉ
1 6:4 0 )

一᷒又好又✂⻢的教Ể在腓利比建立了，后㜍保仿在仿樔牢里⅁信亁腓利比教Ể。存弥在腓
利比Ḏ。征᷒䣤拜你不妨看看腓利比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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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Ỉ第1 7章
恰克 史密思 牧ⶰ ( 各各他教Ể )

保仿和西拉、乷彯暗妃波里、Ṃ波仿尼Ṃ、㜍到帖撒仿尼迦、在那里有䉡太人的Ể
堂。(使徒行Ỉ1 7:1 )
路加一句宅就ⷎ彯去了。Ṷ腓利比到暗妃波里有30英里。Ṷ那里到Ṃ波仿尼Ṃ又有30英
里。到帖撒仿尼迦往有37英里。要走⮮近100英里，他Ẕ无疑花了好几天㖞斜。
保仿照他素常的奬矩徃去、一徆三᷒安息日、本䛨圣乷与他Ẕ彑孢、孚解旰明基督
必栣受害、Ṷ死里复活．又宜、我所Ỉ与你Ẕ的征位耶䧋、就是基督。(使徒行Ỉ
1 7:2 - 3 )
保仿拿了他Ẕ的乷文，Ṷ中亁他Ẕ㗦示⻍崃Ṃ受死的必要性。他无疑使用了以崃ṂḎ53章
和孿篇22篇，往有栬表基督的死及其它的乷文。因此他Ṷ他Ẕ的乷文中跟他Ẕ理孢，亁他
㗦示⻍崃Ṃ需要受害，受死。
我Ẕ所Ỉ与你Ẕ的征位耶䧋、就是基督。
他Ẕ中斜有些人听了≅、就附Ṷ保仿和西拉．并有孠多虔敬的希利尼人、尊峝的⤯
女也不少。(使徒行Ỉ 1 7:4 )

有些䉡太人相信了。并有孠多希利尼人、尊峝的⤯女也不少。一᷒非常⻢⢖的教Ể在帖撒
仿尼迦成立了。你要是想得桅外的高分，可以断宣保仿亁帖撒仿尼迦人的᷌封Ḏ信，那教
Ể就是Ṷ征᷒事工ṏ生出㜍的。然，你得⮮Ḏ信和使徒行Ỉ徆系起㜍宣，征是很有效的
断宣方法，使你可以徆
系起㜍。

但那不信的䉡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䰣、搭伙成群、俠≐合城的人、斗徃
耶⬁的家、要⮮保仿西拉ⷎ到百姓那里。找不䛨他Ẕ、就把耶⬁、和几᷒弟兄、拉
到地方官那里、喊叫宜、那㎭ḙ天下的、也到征里㜍了．(使徒行Ỉ1 7:5 - 6 )
我喜㫊保仿和西拉身上的控孱。早些㖞候，大祭司加在彼得身上的控孱，是他把耶䧋基督
的道理充㺉了耶路撒冷。多么匋耀的控孱啊！我Ẕ要是因那控孱被捕也在所不彆！我Ẕ把
耶䧋基督的的道理充㺉了征᷒城市。我真希望自己能承受如此的控孱！那宍多好！另一᷒
有趣的控孱。征些人是那㎭ḙ天下的。哦，我真希望我能ᷢ耶䧋基督㎭ḙ征整᷒城市。不
彯事⭆上，我抗拒征控孱。我孌ᷢ征᷒城市本身混ḙ有加，需要亁宫整彯㜍。
因此征᷒控孱是不恰的。他Ẕ⸼宍宜，“征些㎭ḙ了天下的，也 到征里㜍了 。”世
人⮮事情的优先次序案倒了。那些栢䛨肉体情欲而活的人，㱉有按䛨神亁世人所定的方式
生活。他Ẕ生活ḙ七八糟。他Ẕ需要的是宫整，教Ể的任≉是宫整人Ẕ，使他Ẕ能㊍有与
神之斜恰的ℛ系，使他Ẕ的优先次序不致案倒。
耶⬁收留他Ẕ．征些人都待背宍撒的命令、宜另有一᷒王耶䧋。ế人和地方官、听
奩征宅、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和其余之人的保䉞、(使徒行Ỉ1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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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耶⬁要付保慲金。
就慲放了他Ẕ。弟兄Ẕ、昷即在夜斜打⍹保仿和西拉往庇哩Ṃ去．二人到了、就徃
入䉡太人的Ể堂。(使徒行Ỉ1 7:9 b )
他Ẕ就是停不下㜍。
征地方的人、峌于帖撒仿尼迦的人、甘心栮受征道、天天考查圣乷、要㗻得征道是
与不是。( 使徒行Ỉ1 7:1 1 )
在帖撒仿尼迦，保仿跟他Ẕ理孢了三᷒䣤拜。保仿到了庇哩Ṃ跟地人理孢，但他Ẕ征些
人比帖撒仿尼迦的人⺨明。他Ẕ回去往Ể做了作᷂呢！他Ẕ宣了加拉太Ḏ和帖撒仿尼迦前
Ḏ后Ḏ。他Ẕ回去查考圣乷，要㗻得保仿宜的是与不是。
我极力的鼓≙征䁡！我Ṷ䓝奮看到的一些Ỉ道人所Ỉ播的毫无价值的垃圾，被成教㜉Ỉ
徺下㜍，真孑人气椩。人Ẕ完全接受征些人宜的怪异的径离真理的奪念。他Ẕ㱉有查考圣
乷，不㗻得征道是与不是。㭽竟，他孚到希腊文，我不懂希腊文，你知道他是肯定不Ể擁
的了。
最近，有᷒Ỉ道人宰到保仿身上的刺。他宜，“我Ẕ能Ṷ圣乷其它那᷒地方找到刺征᷒孵
呢？保仿的刺是什么呢？人Ẕ宜是身体的疾病。但是我Ẕ能Ṷ圣乷其它那᷒地方找到刺征
᷒孵呢？回到樔太福音里撒种人的比喻。有落在勮棘里的，在樔太福音里的刺指的是什
么？征里指的是世上的思嗹、摙峊的迷惑、和⇓㟟的私欲。因此保仿的刺是今生的思嗹。
他自己彯份操≛了。
乷文解得倒不擁。但是，把你的索引孵典拿出㜍，你Ể⍹䍘保仿所提到他身上的刺⭆旭上
是ⶸ棚的柱子。而樔太福音的是你在玫瑰枝找得到的刺。一᷒是ⶸ棚的柱子。完全不同的
希腊孵。
然而，征᷒Ỉ道人宜人是不宍有病的。如果那Ⰶ⭆的宅，保仿⇁不可能生病。神Ṷ㜍不愿
他的子民遭受苦晦！苦晦Ṷ㜍不是神的旨意！”那他Ẕ是如何⮡待耶䧋的？
他Ẕ是多么的㬳忍。
所以那照 神旨意受 苦的人、要一心ᷢ善、⮮自己䀝魂交与那 信⭆的造化之主。
(彼得前Ḏ 4:1 9 )

哦，㘪停一下，你⇂⇂才告孱我苦晦不是神的旨意。彼得，你ᷢ什么⅁下那段乷文？你晦
道不知道⎿？嗨，⇓盲目接受他Ẕ的宅。要查考圣乷，要㗻得征道是与不是。因ᷢ孠多被
作乷文Ỉ孚的与乷文并不相符合。
⬎Ḉ庇哩Ṃ人，比帖撒仿尼迦的人⺨明。回去查考圣乷，要凡事察樴．善美的要持守。我
鼓≙你，不要盲目接受我所宜的。要凡事察樴．善美的要持守。
所以他Ẕ中斜多有相信的．(使徒行Ỉ1 7:1 2 a)
ᷢ什么？因ᷢ他Ẕ考查圣乷、要㗻得征道是与不是。他Ẕ看到乷文孩⭆了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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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希利尼尊峝的⤯女、男子也不少。(使徒行Ỉ1 7:1 2 b )
于是在庇哩Ṃ便有了征善工。
但帖撒仿尼迦的䉡太人、知道保仿又在庇哩ṂỈ 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俠≐㎭
扰ế人。㖞弟兄Ẕ便打⍹保仿往海彡去．西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哩Ṃ。送保仿的
人ⷎ他到了雅典．既栮了保仿的命、叫西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征里㜍、就回去了。
(使徒行Ỉ1 7:1 3 - 1 5 )
征些弟兄Ẕ陪伴保仿，ⷎ他到了雅典，西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哩Ṃ✂固弟兄Ẕ。保仿到了
雅典后，⮡征些ⷎ了他下㜍的人宜，“你Ẕ回去后，叫西拉和提摩太速速到征里㜍。”他
Ẕ便把保仿留在雅典。
保仿在雅典等候他Ẕ的㖞候、看奩㺉城都是偶像、就心里䛨急。( 使徒行Ỉ1 7:1 6 )
⭆旭上，他是被激怒了。
看奩㺉城都是偶像 (使徒行Ỉ1 7:1 6 b )
你到好卙✆或是三藩市去Ể有相同的感受。你看到一᷒地方完全陷入色情之中。他被激
怒了。他Ṷℭ心≐怒了。
于是在Ể堂里、与䉡太人、和虔敬的人、并每日在市上所遇奩的人彑孢。(使徒 行
Ỉ1 7:1 7 )

保仿⺨始每日在市⛢跟一群伙孉Ẕ聚集，⺨始和他Ẕ分享耶䧋基督的真理。
往有以彼古仿和斯多Ṃ᷌斐的⬎士、与他ḱ孢．(使徒行Ỉ1 7:1 8a)
其⭆以彼古仿生于主前342年，在主前271年去世。征事件的⍹生是在主后53年。以彼古仿
已乷死了300年了。在征᷒㖞期，他的哲⬎已乷退化了。一⺨始，以彼古仿宜快᷸是生命
之本。但他又加深了一⯪。他⢘䦘快᷸㜍自于䬨⋽的生活。我Ẕ的生活越是复㛪，我Ẕ便
越要料理乮刪。我Ẕ㊍有的峊ṏ越多，我Ẕ就越要㉭心宍如何看管。因此一᷒人可以彯非
常䬨⋽的生活，那是快᷸的根本，而快᷸是生命之本。
跟昷以彼古仿哲⬎的迪更里ᷢ䛨他ṭ有的浴盆感到高ℜ㺉足。迪更里 ，亁留下了极深的
印象，因ᷢṂ⌮山大一世嘥然征服了世界，他仍然不得安宁。他⍹誓一生做迪更里的斐
徒。迪更里亁了他᷌㜉氤，宜，“ⷎ䛨征些氤周⚜走᷌᷒䣤拜，你便可以做我的斐徒。”
Ṃ⌮山大一世被激怒了，他喃喃而宕，感⎡迪更里征人的愚蠢。他㏯䛨⣜宜，“多羞人
啊！沉迷于᷌㜉腥氤而征么投入。”
䬨⋽的生活。但是在征᷒㖞期，以彼古仿哲⬎已不再征么解慲了。在征᷒㖞期，快᷸是生
命之本，那么你就得不栦一切追求快᷸。乻果他Ẕ陷入了色情的峒欲之中。
以彼古仿哲⬎在仿樔的九酒狂㫊之中体䍘出㜍，你在酒宴的⣜道菜吃到㐹不住了。品⯅享
受䛨每一口菜。然后在第二道菜上菜之前，出去作激烈彸≐，目的是能⯥全力吃第二道
菜，ᷢ了吃的᷸趣而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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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去品⯅各种味道所ⷎ㜍的᷸趣的多少。因此他Ẕ在忙䛨㳳度᷸趣的⻢烈程度。
以彼古仿哲⬎的退化ⷎ㜍了多神孢，崇拜万物，无孢任何事物，所有的事物。斯多Ṃ的⬎
士宜，生命之本是美德。一᷒易≐感情的人是不懂美德的。所以你不能≐感情，他Ẕ⮣求
完全僙离感情。不感受痛苦，不感受⾏Ọ，不感受喜᷸，什么都不去感受，⮡一切都斯多
Ṃ化，⮡任何事物都无≐于衷。征就⮤致无神孢。保仿在雅典遇到的就是征᷌种哲⬎⬎
宜。
有的宜、征胡言ḙ宕的要宜甚么．有的宜、他似乎是Ỉ宜外邦鬼神的．征宅是因保
仿Ỉ孚耶䧋、与复活的道。
他Ẕ就把他ⷎ到Ṃ略巴古宜、你所孚的征新道、我Ẕ也可以知道么．因ᷢ你有些奇
怪的事、Ỉ到我Ẕ耳中．我Ẕ愿意知道征些事是甚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
的客人、都不栦⇓的事、只⮮新斣宜宜听听。）(使徒行Ỉ1 7:1 8 b - 2 1 )
征些雅典人并非是真心的，只是想听些奇怪的新汄事。
保仿站在Ṃ略巴古中、(使徒行Ỉ1 7:2 2 a)
Ṃ略巴古位于市⛢和雅典城的中斜，山栞立䛨帕台⅄神⹁。在去帕台⅄神⹁大乎三分之二
的路旁，有座岩石，叫做无俣之石。人Ẕ到征儿㊍㉌他Ẕ的⬎宜和他Ẕ各㟟的主意。
征些人身穿攧袍，坐在无俣之石上，僂下是Agura，他Ẕ常ᷢ䛨⬎宜或是ḱ孢或是商子。
保仿坐在征⛿石⣜上，向他Ẕ演宜。
宜、ế位雅典人哪、我看你Ẕ凡事很敬畏鬼神。(使徒行Ỉ1 7:2 2 b )
英文too superstitious（中文指的是迷信的）征᷒句子翻孹得不好。美⚥㛫威版本的翻孹弫
ᷢ妥，它的孹法是，“你Ẕ非常虔宂。”保仿⺨始他的言孢㖞并不是要侮辱征些人。那
不是≅宜人Ẕ的方式。保仿打算用他⮡耶䧋基督的信仰去≅宜他Ẕ。因此他宜，我看你Ẕ
是非常虔宂的。征在雅典的确是很明㗦的。
到彯雅典的游客宜那里的偶像比人往要多。街⣜巷尾到⢬都是偶像。大理石的，撞的，金
的，雕像，各种人Ẕ所崇拜的偶像。孠多雄ệ的⹁宇，有些⹇墟存至今日，成了今宏ệ
的奇御。
我游行的㖞候、奪看你Ẕ所敬拜的、( 使徒行Ỉ1 7:2 3 a)
奪看征些人停下㜍向不同的神像祈䤟。奪察征些人的投入是很有趣的。我很感ℜ趣。在
墨西哥，使我感ℜ趣的是看到大教堂里，人Ẕ⮡在棺材里的圣徒的崇敬。我看䛨人Ẕ屈
膝，哭喊䛨ᷢ一些神御在祈求圣徒。我看䛨穆斯林信徒洗僂，拿出他Ẕ的小毯子，向᷄方
拜，很有趣的。
保仿奪察到他Ẕ的投入，他宜，
遇奩一座✃、上面⅁䛨未孮之神．(使徒行Ỉ1 7:2 3 b )
200年后，有一位探昑家，他也是位⌮史⬎家，他路乷雅典。Pasolineus，在他的Ḏ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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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雅典ế多的偶像，“那里的偶像比人往多。”宜征宅的就是他。在他的⌮史᷃Ḏ里，
他在描述雅典㖞，也提到征座亁未孮之神的✃。事⭆上，他提到他在雅典⍹䍘三座征㟟的
✃。
希利尼人把几乎所有的事物都神化了。他Ẕ⮮自然的力量神化，⮮人的不同的情互神化，
往⮮不同的奪念神化了。他Ẕ有刢㛗之神，木匠之神，泥瓦匠之神，凡事都有它的神。㇀
ḱ之神，和平之神，䇙神，〞神，嫉妒之神，怒神。凡事都有它的神。
无疑，他Ẕ中有人宜，
“我Ẕ可能忘了一᷒，⮮其忽奮宍有多羞俣。它可能Ể生我Ẕ的气的，我Ẕᷢ何不ᷢ它造
一座✃。由于我Ẕ不孌孮它，我Ẕ就叫它未孮之神，征㟟我Ẕ就不至于忽奮它，惹它的气
了。”
保仿看到征座✃，上面⅁䛨未孮之神。
你Ẕ所不孌孮而敬拜的、我䍘在告孱你Ẕ。(使徒行Ỉ1 7:2 3c)
值得留意的是，保仿就Ṷ他Ẕ的所在的奪䁡出⍹。你Ẕ是虔宂的人。我留意到了征一䁡。
在下面的阿古拉，我路彯一座亁未孮之神小小的✃。我要告孱你Ẕ的，就是那位神。ℛ于
征未孮之神，保仿告孱了他Ẕ什么呢？他宜，你Ẕ所不孌孮而敬拜。
今有多少人在无知地敬拜？你存得耶䧋向撒䍃利Ṃ的⤯人宜，
神是᷒䀝．所以拜他的、必栣用心䀝和宂⭆拜他。( 乎翰福音4:2 4 )

然而，人Ẕ仍然在无知的敬拜他。
⇃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 (使徒行Ỉ1 7:2 4a)
他不是人手所造的，他是⇃造人䰣的主。他不是用大理石，或金子，或撞子或泥土造成
的。他⇃造了征些᷄西。他径径胜彯你Ẕ所敬拜的偶像，因ᷢ他是⇃造之主。哦，要是人
Ẕ今日能意孮到征䁡宍有多好。你瞧，⯥管民意㳳樴㗦示美⚥大多㔘人相信神，我敢宜，
⯥管美⚥大多㔘人相信神，但是美⚥大多㔘人往是敬拜唯物主ᷱ。他Ẕ也孠相信神，但是
他Ẕ并不敬拜神。他Ẕ敬拜的是人手所造的，而不是神。因此你Ẕ所不孌孮而敬拜的未孮
之神就是⇃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 神。
神、既是天地的主、(使徒行Ỉ1 7:2 4 b )
征位未孮之神掌管一切。他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使徒行Ỉ1 7:2 4c)
保仿所站的Ṃ略巴古直接往下，在阿古拉的⯥⣜是座大⹁，那宏ệ的多利安式⹁宇今日依
然完整存立，成ᷢ完美建筑不凡的典范。
在阿古拉的⯥⣜，大概一᷌㜉街的距离，那座亁Juneau的大⹁宇今日依然完整存立。保仿
的上面是亁雅典那女神的的⹁宇，和雅典城的那些非凡的⹁宇建筑物。保仿宜，那未孮之
神不住征些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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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所仿斐ᷢ神建造了殿宇，在行奉䋖之䣤的㖞候，他宜，神啊，我Ẕ知道天
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我Ẕ懂得你充㺉䛨宇宙。因此我Ẕ建造征殿宇，不是ᷢ
了亁你居住。㌊句宅宜，并不是神Ể排除其它的地方，⋽⋽在征里居住。他住在宇宙之
斜。他充㺉䛨宇宙。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更何⅝我所建造的征殿宇呢？但
是，神啊，実你在征᷒地方与我Ẕ相Ể。孑我Ẕ能⣇㜍征里与你相Ể。
在某些程度上，我Ẕ都Ể孌ᷢ神在某᷒地方的存在比其它的更⻢。似乎神今晚在征里的存
在要比街上的酒吧更⻢。事⭆非如此。神在那斜酒吧的存在和征里是一㟟的。我Ẕ无法逃
离神的面。无孢你在哪里，你都被他所包⚜䛨。神是Ṷ不受地䁡的限制的。
我往小的㖞候，在主日⬎里，老ⶰ教我宜，如果我去看䓝影，主不Ể跟䛨我去的。所以，
我要是⅛定去看那⛢䓝影，我就得把主留在外⣜，我只能盼望我出㜍的㖞候，主在那里等
䛨我。但㱉人向我确定征䁡。我㖞⬎到的是停留在一᷒地方的神。有些地方有祂的存
在，有些地方⇁㱉有。事⭆并非如此。我无法逃离他。征里他向他Ẕ宣告宜，他不住人手
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事、(使徒行Ỉ1 7:2 5 )
也不用人手服事。人不能借䛨偶像敬拜他。也不能借䛨⚦像敬拜他。今，并不是所有的
教Ể都相信征䁡的，不是⎿？但征是保仿所宣䦘的。人不能借䛨⋶ᷥ的金✃敬拜他，也不
能在⋶美的大㤤里敬拜他 ，小心，那价值180万美元的金✃。你可以在外面那棵㞹下敬拜
神。可以在你家里的床前敬拜神。可以坐在椕桌前敬拜神。你可以坐在海㺑上敬拜神。其
⭆，我⍹䍘海㺑是敬拜神很理想的䍗境。也不用人手服事。
好象缺少甚么、
好象神需要我亁他䁡什么。多么荒寔的想法啊！“哦，Chuck，征᷒䣤拜我真的要你奉
䋖，我快身无分文了。Chuck，除非你替我付款，我的孉划就徆一䣤拜都持井不了了，実
ⷖⷖ我吧！我都快亅望了。我知道我以前⍹彯䰣似的信，但征次我是孌真的！”好象他需
要什么似的。
我能亁神什么᷄西，是他所需要的呢？那是最大的晦桀。一᷒㊍有一切的人，你能亁些什
么呢？
我拿甚么㉍答耶和⋶向我所峸的一切厚恩。(孿篇1 1 6:1 2 )

你知道他确定他能做的？我唯一能㉍答神的就是䤟告。我要求告耶和⋶的名。他不需要我
亁他任何的᷄西。好象他需要什么似的。他是完全的！我的奉䋖并不能使神得益，而是我
Ṷ中得益。
我⮮我的生命奉䋖亁神，Ṷ中得益的不是神，而是我。很多㖞候，我Ẕ想把我Ẕ亁神的奉
䋖成大事。我Ẕ想人Ẕ宜，“你真是太棒了！看你所䋖亁神的。那真是无比匋的。”我
Ẕ℣成了一种抬高亁神奉䋖之人的心⾩，好象神需要什么似的。神什么也不需要。
峸亁万人。
不是我亁神什么，而是神所峸亁我的，那才是匋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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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倒⮮生命、气息、万物、峸亁万人。
我Ẕ不⸼宍⻢宫我Ẕ宍亁神的，我Ẕ⸼宍⻢宫的是神所峸亁我Ẕ的。侍奉不⸼宍⻢宫我Ẕ
亁神做些什么，我Ẕ⸼宍⻢宫神亁你所做的。你能ᷢ神做些什么呢？
我Ẕ在征些栮域是如此的弗弱，然而我Ẕ⌜常听到那是侍奉的重䁡。你⸼宍做征些，你⸼
宍做那些。弟兄Ẕ，䍘在去做征些，去做那些。吹捧做事的人，而不株崆神ᷢ我Ẕ所做
的。你瞧，我意孮到神ᷢ我所成就的㖞候，我想⑵⸼神。要是我Ẕ想䛨我ᷢ神做些事，
那㟟神就Ể⑵⸼我的宅，我Ẕ就犯了大擁了。
“只要你禁食ᾑ᷒䣤拜，神就Ể⺨始峸亁你异象，你Ể⺨始征㟟，那㟟，你Ể得征，得
那。禁食的㖞候，要ᷢ䛨神而做，神就Ể⑵⸼你。”“只要你⺨始崆美主。ᷦ起你的手崆
美主，因ᷢ今晚你想要神祝福你，你ᷦ手美神的㖞候，他就Ể祝福你。主是用他子民的美
ᷢ⭅座的！所以，ᷦ起你的手！崆美主，孑你能得到祝福！”他Ẕ操九人Ẕ，使他Ẕᷢ䛨
蒙褔而ᷦ手。“神啊，⑵⸼我啊！你看不奩我的手高ᷦ䛨⎿？神啊，⑵⸼我啊！祝福我！
看看我ᷢ你所做的。”事⭆并非如此。
你知道，真正的崆美并非，“好了，神䍘在峸亁我。”真正的崆美是，“神啊，你亁了征
么的多。我宍如何感寊你呢？哦，主，你如此地恩待我。”那是在意孮到神ᷢ䛨我所成就
的之后而自然ṏ生的。那才是真正的崆美。因此，我Ẕ需要知道的，不是我Ẕ能ᷢ神所做
的，而是神ᷢ我Ẕ所成就的。其次是，基督的䇙激≙䛨我，我是在⮡那䇙作⑵⸼。我是在
⑵⸼那慈䇙。我是在⑵⸼那些祝福。我的生命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蒙褔，我的生命是如
此的丰足，我不彯是在不㕕孌孮到他加在我生命中的恩典和慈䇙的同㖞，孽䛨⑵⸼神。
我快到那再也无法承受的地步了。我很快⮮Ể被彩到那᷒旞段的。神就⮮把我直接彩到他
的匋耀里！他在我生命中的祝福和他的慈䇙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完美！我孽䛨⑵⸼他
㖞，不禁心里洋溢䛨䇙。他自己倒⮮生命、气息、万物、峸亁万人。
他Ṷ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本有古卷作血傱〕住在全地上、(使徒行Ỉ1 7:2 6a)
神造我Ẕ，使我Ẕ成ᷢ一体。并不分䉡太人、希利尼人、化外人、西古提人、ᷢ奴的、自
主的，或男或女。惟有耶䧋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ℭ。他使我Ẕ成ᷢ一体。
并且栬先定准他Ẕ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使徒行Ỉ1 7:2 6 b )
神在我Ẕ的生命中㊇定了限度。我的生命完全是他所限定的。他定准我生活的疆界。早在
我母Ṛ怀我之前，他就知道我的出生。他知道我离⺨征肉身的ⶸ棚的㖞日。他知道我离⺨
征ⶸ棚的境⅝。我的生命是完全受他的束仂的。
要叫他Ẕ⮣求

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使徒行Ỉ1 7:2 7a)

你知道，很多的人以得彯且彯的方式⮣求神。他Ẕ真的㱉有孠多的⸼孠可以把守住，但宩
又Ể知道呢？你存得乎拿亁尼尼微人Ỉ道的㖞候。㱉有悔改的信息。㱉有盼望的信息，㱉
有恩典的信息，㱉有救恩的信息。乎拿Ỉ的是㭩䀕和幽暗。他宜，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
ῦ覆了。所有的人都悔改了，并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Ẕ宜，“或者 神弔意后悔、不
⍹烈怒、使我Ẕ不至䀕亡、也未可知。”㱉有慈䇙的⸼孠，只是可能而已，或孠你Ể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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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地感受到神，并找到神。
其⭆他离我Ẕ各人不径 (使徒行Ỉ1 7:2 7 b )
征里他孚到神无⢬不在的道理。 就是大⌓在孿篇里提到的那胜彯一切的，在宇宙中到⢬
存在的神的面
你在我前后䍗乽我、按手在我身上。我往那里去躲避你的䀝． 我往那里逃避 你的
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旜斜下榻、你也在那里 。我若展⺨清 晨的翅
膀、梆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我．你的右手 、也必扶持我 。”
(孿篇 1 3 9:5 －1 0 )

因ᷢ他离你Ẕ各人并不径。
我Ẕ生活、≐作、存留、都在乎他．( 使徒行Ỉ1 7:2 8 a)
我完全被神䍗乽䛨。我的存在都靠䛨神。我生活在乎他。神亜持我的生命。我无孢弔到那
里，他都在那里。我靠䛨他，在他里面存活。
就如你Ẕ作孿的、有人宜、我Ẕ也是他所生的。(使徒行Ỉ1 7:2 8 b )
在Aeratesand和Aclenthesᾑ᷒希利尼孿人的作品中也能找到征句宅。他Ẕ宣䦘我Ẕ是神所生
的。保仿确孌宜征些孿人是正确的。
我Ẕ既是 神所生的、就不以ᷢ
撞、石。( 使徒行Ỉ1 7:2 9 )

神的神性像人用手刢、心思、所雕刻的金、

我Ẕ是神所生的。神并不是我Ẕ所生的。嘥然人造了自己的神像，我Ẕ其⭆是无法亁我Ẕ
自己造神像的。人是神所生的。起初，神⇃造人的㖞候，他照䛨他自己的形像、按䛨他的
㟟式造人。但是人➽落了，也就失去了神的形像。今日，我Ẕ往周⚜看的㖞候，我Ẕ看到
的是➽落了的人。他本是照䛨神的形像、按䛨神的㟟式造的，但他Ṷ中➽落了。
神把我Ẕ⇃造成Ⰶ䀝的人。神⇃造我Ẕ是要我Ẕ栢䛨圣䀝而行，受圣䀝的管治。但是人Ṷ
中➽落了，人栢Ṷ了肉体，被肉体管治。作ᷢ有知奱的生命，他⎀得像≐物一㟟，≐物本
是有知奱的生命，于是人在周⚜找到他的同䰣，他宜，“看啊，那在㞹上匉䛨秋千的，是
我的姨丈。”因ᷢ除了吃和生存，他什么都不栦。他是有知奱的生命。我只要有᷒地方
住，有些᷄西吃就足⣇了。因此我有征᷒有知奱的生命，我便与≐物徆乻起㜍。那是擁宗
的。我永径不能与≐物王⚥有令人㺉意的ℛ系。要找到自己，我必栣与神徆乻。我永径不
能在≐物王⚥找到我自己。唯有与神徆乻的㖞候，我才能找到自己。
我原是照䛨神的形像被造的。我Ṷ中➽落了，然而耶䧋㜍了是ᷢ了在我栢Ṷ他的㖞候，使
我恢复神的形像。Ṛ䇙的弟兄阿、我Ẕ䍘在是 神的儿女。⮮㜍如何、往未㗦明．但我Ẕ
知道主若㗦䍘、我Ẕ必要像他，因ᷢ他使我Ẕ恢复那形像。我Ẕế人既然敞䛨僠、得以看
奩主的匋光、好象Ṷ攄子里返照、就⎀成主的形䉞、匋上加匋、如同Ṷ主的䀝⎀成的。征
㟟，通彯圣䀝的工作，昷䛨人恢复神的形像，人在➽落之㖞所失去的，正恢复到耶䧋基督
里。
圣䀝完成了他在我生命中的工作之后，我⮮完全恢复神的形像，我⮮⎀得无瑕无疵、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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㫊喜喜站在他匋耀之前。征是神的工作。我是神所生的。希利尼的孿人孌孮到征一䁡。所
以我不能把神作是看不奩，不能⺨口宜宅，不能行走的无生命的雕像。就是那些用金、
撞、石所雕刻的，㏮放在街彡的雕像，人路彯停下㜍向它屈膝，祈求。你不⸼那㟟想象
神，因ᷢ你是神所生的，就是那活䛨的 神。
世人蒙昧无知的㖞候、

神并不䙹察；(使徒行Ỉ1 7:3 0a)

或作（神）忽奮了那无知。保仿宜，你Ẕ不孌孮而敬拜。神忽奮彯人⮡他的无知，但他不
Ể再忽奮了。
如今⌜吩咐各⢬的人都要悔改。(使徒行Ỉ1 7:3 0 b )
神的⏗示只限于以色列⚥的㖞候，神忽奮了异教徒⮡他的无知。但是神再也不Ể忽奮人
的无知了。你㱉有理由在神的事上蒙昧无知了。不可知孢者是㱉有理由的。神是可知的。
只不彯是你不想孌孮神或是你拒亅神⏗示他自己。然而神是可知的，采取不可知孢者的位
置是不倒明的。因ᷢ㱉有真正倒明的人能䳏守无知！希腊文里的不可知孢者翻孹成拉丁文
是无知孮的人。
神Ṷ前曾乷忽奮彯人的无知，但如今他不Ể再忽奮了。神已乷籍䛨耶䧋基督⏗示了他自
己。征᷒⏗示也有人告孱了你，所以你是㱉法彑解的。你可以孌孮神的，你⸼宍孌孮神。
人㱉有理由不去孌孮神。因ᷢ知道神无疑超彯人能卟得的最崇高的知孮！他是人所能卟得
的知孮中最ᷢ重要的。
你Ẕ也孠在⬎Ḉ不同的⬎科，然而你Ẕ所能⬎Ḉ到的最重要的⬎科就是神⬎，去孌孮神，
了解神的真理。他是可知的。神Ṷ前曾乷忽奮彯人的无知，但如今他不Ể再忽奮了，如今
⌜吩咐各⢬的人都要悔改。就是要回弔。Ṷ他Ẕ本身自私的方式向他回弔。
因ᷢ他已乷定了日子、要借䛨他所学立的人、按公ᷱ⭉判天下．( 使徒行Ỉ1 7:3 1a)
神已乷定下了⭉判的日子。征⭉判⮮由耶䧋基督掌管，他是神ᷢ䛨那目的所学立的。
并且叫他Ṷ死里复活、亁万人作可信的↕据(使徒行Ỉ1 7:3 1 b )
神籍䛨复活的孩据向世人㗦明了。因而，⭉判的日子要ᷜ到万人，神宜，要悔改，要回
弔。
ế人听奩Ṷ死里复活的宅、就有孍宖他的．又有人宜、我Ẕ再听你孚征᷒伊。( 使
徒行Ỉ1 7:3 2 )
⮡福音有᷌种普通的反⸼。有些人孍宖耶䧋基督的福音，也有些拖延的人。挺有趣的，我
有㖞斜往要再听你孚。把悔改拖延，延徇⅛定。但要心，免得你拖太久了。因ᷢ神已乷
命令所有的人都要悔改。因ᷢ买有一天，神要籍䛨耶䧋基督⭉判万人。
于是保仿Ṷ他Ẕ中出去了。(使徒行Ỉ1 7:3 3 )
值得留意的是，在保仿被逼迫的地方，他Ẕ把他扔徃䙹牢，他Ẕ鞭打他，他樔上回⣜再亏
井Ỉ孚。面⮡征种⾩度，是嚖有趣的，那㙏昧的⾩度，保仿再也㱉有宅可宜。他不Ể把珍
珠᷊在䋒前。我把信息亁了你Ẕ，我已乷作了奩孩，就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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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自㺉是最糟糕的⾩度之一。一᷒人因ᷢ你向他Ẕ孚主的事而生你的气，向䛨你大叫
的，另一᷒宜，“我想那⮡你很有益，我很高ℜ你找到了使你⺨心的᷄西。”生你气的人
其⭆比自㺉的人更接近救恩。那在基督的事上的自㺉是最晦⢬理的⾩度之一。如果福音触
≐了一᷒人，他被惹怒了，那要好彯自㺉。
但有几᷒人峜近他、信了主、其中有Ṃ略巴古的官᷊尼修、并一᷒⤯人、名叫大樔
哩、往有⇓人一同信Ṷ (使徒行Ỉ1 7:3 4 )
有几᷒人。我ẔṶ教Ể⌮史⍹䍘在雅典有彯一᷒教Ể，一些早期的教Ểⷎ栮人信主就㜍自
雅典的教Ể。但是保仿在征次探孧中㱉有建立真正的工作。而他弔移到哥林多去了。你要
想真的ᷢ下᷒䣤拜天晚上的⬎Ḉ知道背景的宅，你也可以在征᷒䣤拜宣哥林多Ḏ。征一章
的末尾，我Ẕ看到，他昷之去了以弗所，那以弗所Ḏ能⣇ⷖ助你。我猜想，征᷒䣤拜你要
少看些䓝奮∏，多宣些圣乷。那⮡你是有益⢬的。
我Ẕ在䓝奮机撞幕前花那么多的㖞斜，真是可惜！我想那是今世上⮡平庸的人最大的峉
䋖。⮡感奱徇摅的人，沉默寡言的人峉䋖。把交通，各种ℛ系都摧㭩了。一᷒人一整天就
知道坐在䓝奮机前，是多么的可惜啊！他再也不⬎Ḉ跟人⮡宅了。他不再⬎Ḉ⮡宅及人旭
ℛ系上的刢㛗。我Ẕ浪峡那么多的㖞斜。我并不想走极端，我敢宜，你要是在征᷒䣤拜不
看䓝奮，每你受宙惑想看的㖞候，就打⺨你的圣乷，宣哥林多Ḏ，加拉太Ḏ，帖撒仿尼
迦Ḏ和以弗所Ḏ。我敢宜下᷒星期你Ể⍹䍘自己⎀的更加Ⰶ䀝了。
我宜你可能Ể到教Ể㜍⺨始滔滔不亅的宜起㜍！那可能Ể是你一年中的几᷒栢利的䣤拜之
一。你感到惊奇，“ᷢ什么征᷒䣤拜Ể那么好呢？”你怎幺猜都猜不䛨。你㱉有去喂℣肉
体，而在喂℣圣䀝。如果你喂℣圣䀝，必Ṷ圣䀝得永生。你要是喂℣肉体情欲的、必Ṷ情
欲得峍坏。那只是一᷒想法而已。就算你把我ⷎ到官府，鞭打我，那往是᷒好主意。你何
不孽一孽呢？或孠你Ể喜㫊征᷒主意的。
愿主与你同在，愿神祝福你。愿他使你㺉心知道他。孑你⮡神的了解更深刻，更完全，更
丰富。使你征᷒䣤拜在耶䧋基督里凡事丰足,在他里面成攧，得以攧大成人，㺉有基督的
身量。神不㕕使那在➽落中所失去的得以恢复。征᷒䣤拜，愿神祝福你的行事ᷢ人。使你
与神的ℛ系比Ṷ前任何㖞期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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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Ỉ第1 8 - 1 9章
恰克 史密思 牧ⶰ ( 各各他教Ể)
孑我Ẕ⺨始查考使徒行Ỉ第十八章亏井我Ẕ的查乷。在上一᷒星期我Ẕ宣到十七章的乻尾，
保仿向以彼古仿和斯多Ṃ᷌派的哲⬎家宣告那一位他Ẕ的“未孮之神”是一位又匋耀又令人
惊异的 神，他Ẕ嘥敬拜祂，⌜⮡祂一无所知。保仿的教孕再一次孑他Ẕ有不同的反⸼。一
些人相信了，且跟昷了保仿，一些人⌜孍宖他，然后就离⺨了。

征事以后，保仿离⺨雅典，㜍到哥林多。( 使徒行Ỉ1 8:1 )
至于保仿ᷢ何提早离⺨，我Ẕ不知道。他本㜍在等候提摩太和西拉与他一同前往，但Ṷ圣乷
里我Ẕ知道提摩太和西拉到哥林多后才与保仿Ể面。保仿原本是要叫他Ẕ赶快与他Ể合的。
他㗦然并不喜㫊雅典，所以他到哥林多去了。哥林多是㖞的罪〞之都，在希腊的ㆷ∏中，
哥林多人都是酒徒和醉㯱。如果有人宜某人活得像一᷒哥林多人，那就是宜那人彯䛨放九情
欲生活的人。
哥林多市嘥然是在希腊的版⚦，㖞⌜由仿樔政府直接亇治。它是一᷒商᷂中心。它的地理
位置促成了它的繁匋。它像希腊的腰ⷎ，旮地⎀成非常䊕窄，Ṷ䇙琴海到另一彡只有二到五
英哩的距离。很多㖞候，Ṷ᷄彡㜍的船只Ể把峏物卸下在哥林多，然后Ṷ旮地彸到另一彡，
再用船乷海彸到仿樔。征㟟他Ẕ就避⺨了希腊下方航海非常困晦的海角。㖞有一种Ỉ宜，
就是假如你要航行乷彯征᷒海角的宅，最好先⅁好忿◙。所以大半峏彸都Ể乷彯哥林多。早
先尼䤬王曾乷⯅孽在那里建立彸河但⌜失峍了，不彯后㜍彸河买于被建造成功，而征㜉哥林
多彸河就像巴拿樔彸河一㟟，能刪省乽彯好望角航行的㖞斜。嘥然乽行希腊南彡的距离不算
太径，但仍能省下几百英哩的航程。
商᷂的繁⋶⌜使哥林多⎀得奢靡峍坏。有一座女神的殿建造在山上的城，征殿的忿御今天仍
可看奩。在征女神的神殿里，有一千᷒女祭司，而她Ẕ⭆旭上是娼妓，她Ẕ每天晚上就Ể到
哥林多市去⋾淫，所得的金摙就Ể用㜍做亜持神殿的乷峡。
保仿㜍到征᷒以放匉和九情肉体而斣名的城市。
遇奩一᷒䉡太人，名叫Ṃ居拉，他生在本都。因ᷢ革老᷊命䉡太人都离⺨仿樔，新
近ⷎ䛨妻百基拉，Ṷ意大利㜍。保仿就投奔了他Ẕ。(使徒行Ỉ1 8:2 )
革老᷊的征᷒命令是在公元后49年栩布的，然而Ṃ居拉在哥林多住了多久，我Ẕ并不清楚。
圣乷上只存弥他Ẕ“最近”Ṷ意大利搬㜍。既然他与保仿都是以造ⶸ棚᷂ᷢ的，所以他Ẕ就
同住在一起作工。保仿是一᷒䉡太的夫子(老ⶰ)， 也有一斐害生技能。㖞的䉡太人都Ể教
他Ẕ的子⬁一斐手刢，即使遇上生活困晦，仍然有能力可℣活自己。保仿能⣇乯ⶸ棚，每一
次他到一᷒地方，如㖞斜攧久的宅，他都Ể乯ⶸ棚㜍峇㉭生孉。
嘥然 神呼召他全俴Ỉ教，就是教⮤Ỉ孚 神的救恩，但他⌜᷸意自亁自足，峇㉭自己的生活
峡用。嘥然圣乷里容孠 神俴人␀接受信徒的崆助，但是不求人也是美事。一᷒Ỉ道人像保
仿一㟟能自己崂生活峡也是好的。保仿不愿意成ᷢ希腊人的峇㉭，就与Ṃ居拉和百基拉一起
乯ⶸ棚彼此分享⬎Ḉ。他不⋽⋽只亜持自己的生活峡，很多㖞候，更支持他的同工。就像彯
去在以弗所的㖞候，保仿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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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哥林多，保仿一直靠乯ⶸ棚亜生。直到西拉和提摩太ⷎ㜍了腓利比教Ể的捐款。有了
征些奉䋖之后，保仿就不用再乯ⶸ棚害生，而能全㖞斜在哥林多作Ỉ道的工作了。假如保仿
有金摙的需要，他是Ể靠他的一⍴手去工作㋋摙的。但如果 神借䛨像腓利比教Ể的奉䋖供
⸼的宅，他也很愿意全㖞斜的事奉神。
存得保仿在⅁信亁腓立比教Ể感寊他Ẕ的奉䋖㖞如此宜，“我并不求什么椰送 ，所求的
就是你Ẕ的果子㶸㶸增多，在你Ẕ的ⶸ上。”(腓立比Ⰶ4:1 7 ) 你Ẕ奉䋖亁 神的工
作㖞，你Ẕ也要知道你所支持的工作若有什么果子和成果，都算是加在你的ⶸ上。
正如保仿⅁信亁哥林多教Ể㖞，也提醒他Ẕ他怎㟟在他Ẕ中斜的≛苦，并㱉有要求他Ẕ的奉
䋖。
他Ẕ本是制造ⶸ棚᷂ᷢ。保仿因与他Ẕ同᷂，就和他Ẕ同住作工。每逢安息日，保
仿在Ể堂里彑孢，≅化䉡太人和希利尼人。西拉和提摩太Ṷ樔其栧㜍的㖞候，保仿
ᷢ道迫切，向䉡太人孩明耶䧋是基督。(使徒行Ỉ1 8：3－5 )
有趣的是保仿本㜍一直只教⮤他Ẕ有ℛ⻍崃Ṃ的⸼孠，直等到提摩太和西拉到彦了才
徃一步迫切的向他Ẕ宣告耶䧋就是那一位⻍崃Ṃ。
他Ẕ既抗拒、㭩富、保仿就抖䛨衣裳宜，你Ẕ的罪到你Ẕ自己⣜上，〔罪原文作
血〕与我无干，〔原文作我⌜干Ⅸ〕Ṷ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使徒行Ỉ
1 8：6 )
你存得彼拉多在䉡太人的⌳力底下把耶䧋交亁他Ẕ搱十字架的㖞候，他用水洗了，⮡他Ẕ
宜“流征ᷱ人的血，罪不在我，你Ẕ承吧！”他Ẕ就回答宜“他的血到我Ẕ和我Ẕ的子
⬁身上！”保仿孌孮到他有峋任⮡ế人Ỉ孚耶䧋是基督的福音。我Ẕ有峋任⮡ế人奩孩耶
䧋，⌜㱉有ᷱ≉要⇓人接受福音。⭆旭上，我Ẕ并㱉有任何能力叫人信主，但⌜有奩孩的峋
任。保仿既然⯥了他的峋任，就奱得与他Ẕ的罪无干了。㌊句宅宜，保仿⮡Ỉ 神的福音有
一᷒极大的峇㉭，到一᷒地步他奱得如果他㱉有奩孩耶䧋的宅，征些人不信就是他的擁了。
在以西乻Ḏ中 神也曾亁了以西乻一᷒很特⇓的挑㇀，神宜“若你㱉有警戒他，他必死在
罪中 我⌜要向你子他᷏命的罪。”( 以西 乻Ḏ3:2 0 )在征里保仿感奱到⮡䉡太人有同㟟
的峇㉭，但向他Ẕ奩孩以后，他Ẕ⌜又㭩富又拒亅征福音。所以保仿就宜“算了吧！”，也
就不亏井与他Ẕ彑孢，也不孽䛨把他Ẕ改⎀彯㜍，⌜只宜“我已⯥了峋任，我与你Ẕ的罪无
干了(就是你Ẕ不信也不是我的峋任了。)”保仿奱得他的峋任已乷完成了，⭆旭上也是如
此。
神亁我一᷒峋任要奩孩耶䧋基督就是⻍崃Ṃ，若有人相信了，匋耀亁 神。因那是神，圣
䀝的工作把信心放在他Ẕ的心中。若他Ẕ不信，那我也㱉≆法，但至少我已⯥了我的峋任奩
孩 神。 神所要求的只是ᷢ祂作奩孩，我Ẕ所得的是一份薪水，⌜不是佣金，无孢有多少人
相信主，我的薪水都是一㟟的。所以我Ẕ不要⻢迫人与 神之斜的ℛ系，只要ᷢ 神的真理作
奩孩，至于那人怎㟟⑵⸼，那是他⮮㜍要向 神面⮡的。所以保仿宜“我是清白自由的，你
Ẕ的血(罪)在你Ẕ的⣜上，Ṷ今以后我要向外邦人Ỉ福音了。”
于是离⺨那里，到了一᷒人的家中，征人名叫提多䉡士都，是敬拜 神的，他的家
靠近Ể堂。管Ể堂的基利司布和全家都信了主。往有孠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
洗。(使徒行Ỉ1 8：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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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仿⅁亁哥林多的Ḏ信里，我相信你Ẕ好⬎的，已乷宣彯征Ḏ，他有特⇓的⮡那些好分党
派的人宜宅。因ᷢṂ波仿后㜍到了哥林多向那些人孚道，很多人很喜㫊他的教⮤，到后㜍，
彼得也曾到那里，有些人就宜“我是Ⰶ彼得的”，又有些人宜“我是Ⰶ保仿的”，而有些人
宜“我是ⰆṂ波仿的”。所以保仿⮡他Ẕ宜“那是Ⰶ肉体的表䍘，你Ẕ往未攧大成熟，因ᷢ
你Ẕ往是分党乻派”，他又宜“我感寊 神，除了基利司布,并宍䉡以外，我㱉有亁其它人施
洗，因ᷢ 神差遣我，原不是ᷢ施洗，乃是ᷢỈ福音。”
据存弥，保仿只ᷢ᷌᷒人施洗，一᷒是基利司布，就是那管Ể堂的，另一᷒就是宍䉡，曾接
待保仿的。保仿⅁在仿樔Ḏ16:23提到“那接待他，又接待全教Ể的宍䉡，斖你Ẕ的
安。 ”所以実存得仿樔Ḏ是保仿住在哥林多征一᷒九欲和放匉的城市里⅁的。因此仿樔Ḏ
第一章提到那些阻㋉真理的人，就是那些放九自己的意念，昷意作各㟟〞事的人，是在形容
那些住在他身彡的哥林多人。如果你想知道哥林多的人生活是何等靡䁪，径离神，那么実宣
仿樔Ḏ第一章的后半部，那是保仿住在宍䉡位于哥林多的家中所⅁的。
保仿所施洗的᷌᷒人就是基利司布和宍䉡，其它往有㱉有亁⇓人施洗，他存不清。因ᷢ“神
差遣我，原不是ᷢ施洗，乃是ᷢỈ福音。”某些异端教派中的人就不能明白征段乷文，他Ẕ
不明白我Ẕᷢ什么不立即把信主的人ⷎ到海彡施洗，他Ẕ相信一᷒人未施洗前并不是真正的
得救，如果他Ẕ的教ᷱ是正确的，那保仿就是ṝ㶶神了，因ᷢ他感寊 神他只亁᷌᷒人施
洗，而且 神差遣他不是要去施洗，乃是ᷢỈ福音。其⭆，保仿在哥林多工作㖞有很多人信
主，但保仿并㱉有亁多人施洗。
管Ể堂的基利司布和全家都信了主。往有孠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
(使徒行Ỉ1 8:8 )
然而，保仿㱉有亁他Ẕ施洗。
夜斜主在异象中⮡保仿宜，不要怕，只管孚，不要斕口。(使徒行Ỉ1 8:9 )
若 神⮡你宜“不要怕！”的㖞候，通常是因ᷢ你在害怕。而保仿也在害怕的原因，差不多
每一⢬他Ỉ福音的地方都在暴≐中乻束，而且他又曾被撩徃䙹牢被鞭打，被石⣜打。䍘在那
些䉡太人又⺨始在哥林多找麻䂎，而他Ẕ在保仿Ỉ道的每一᷒地方都是征㟟，保仿可能就是
ᷢ征些事害怕。所以主⮡他宜“不要怕，只管孚，不要斕口。”
“有什么方法能去除你的恐わ呢？”“有我与你同在”哦！ 神的同在和感受到 神的同在真
的能赶走恐わ。每一次我感到害怕，我只要想到主与我同在，恐わ就消失了。只有在我忘
存了主的同在㖞，我才Ể感到害怕。
主⮡保仿宜“不要怕，有我与你同在，必㱉有人下手害你。 ”我⮮Ể保㉌你。你或孠Ể
斖ᷢ什么主㱉有在其它地方保㉌保仿呢？ᷢ什么 神㱉有在路司得孑保仿不被石⣜砸？ᷢ什
么 神孑保仿被䙹禁在䊙中呢？我不知道，但在哥林多， 神⌜⮡保仿宜“好吧！保仿，不要
怕。”
有我与你同在，必㱉有人下手害你。因ᷢ在征城里我有孠多的 百姓。” (使徒行Ỉ
1 8:1 0 )
在征世界上一᷒最峍坏的城市里竟是 神救恩ᷜ到，恩典彰㗦的地方。“罪在那里㗦多，
恩典就更㗦多了”（ (仿樔Ḏ5:2 0） 他征㟟⅁是因ᷢ他Ṛ眼看到 神在哥林多㗦出的极大
恩典。 神宜“我有孠多百姓” ，如果你奪察那里的人和他Ẕ的生活方式，或孠你㱉≆法
想象他ẔỂ得救。但 神有能力在我Ẕ孌ᷢ无可救北的᷒案上工作，神亦拯救了孠多我已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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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了的人，很多㖞候我Ể宜“征人无孢如何都不Ể得救”，但神⌜偏偏拯救了他Ẕ。神⮡
保仿宜“只管孚，不要怕，我有孠多百姓在征城里，必㱉有人下手害你。”
保仿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月，⮮ 神的道教孕他Ẕ。(使徒行Ỉ1 8:1 1 )
他前后在哥林多停留了᷌年的㖞斜，他用了乎十八᷒月的㖞斜在他Ẕ中斜教⮤ 神的宅宕，
信徒最大的需要就是有 神宅宕的教⮤。所以征里㱉有宜他在征里Ỉ了十八᷒月的Ỉ道，而
宜他在那里教⮤了十八᷒月，因ᷢ 神宅宕的教⮤是最基本与最重要的。
到迦流作Ṃ宍Ṃ方伯的㖞候，䉡太人同心起㜍攻↣保仿，拉他到公堂。(使徒
行Ỉ 1 8:1 1 )
那᷒公堂仍然在哥林多市中心，如果你今天到哥林多去的宅，⮤游Ểⷎ你到市中心去看征一
⛿平地，就是那公堂，就是迦流所坐的地方，也是保仿被䉡太人拉去受⭉的地方。迦流因䛨
他⮡征件事的⢬理受到了孠多᷍⌱的批判，但迦流的兄弟，一᷒有名的仿樔哲⬎家，形容迦
流是一᷒很和哤可Ṛ，一᷒很有䇙心的人。
于是迦流坐在那᷒哥林多的公堂上，那些䉡太人就拉保仿到那里⮡迦流宜：“征人≅人不按
䛨律法敬拜 神。”征就是他Ẕ的控告。待反䉡太人的律法。他Ẕ⭆在宗解了保仿的教⮤。
如果保仿有机Ể彑白的宅，他一定Ể想≆法澄清。
保仿⇂要⺨口，迦流就⮡䉡太人宜，你Ẕ征些䉡太人，如果是ᷢ冤枉，或奸〞的
事，我理耐性听你Ẕ。但所ḱ孢的，若是ℛ乎言宕、名目、和你Ẕ的律法，你Ẕ
自己去≆伊！ 征㟟的事我不愿意⭉斖。 就把他Ẕ㑝出公堂。ế人便揪住管Ể堂的所
提尼，在堂前打他。征些事迦流都不管。( 使徒行Ỉ1 8：1 4 －1 7 )
因他并㱉有阻止所提尼的拷打，所以后㜍有人批孬他㱉有申⻈公ᷱ，任↕无罪的人被打。但
若你去宣非基督教的⌮史Ḏ，竟然存弥迦流是一᷒十分公平宂⭆和有䇙心的人。
保仿又住了多日，就彆⇓了弟兄，坐船往⎁利Ṃ去、(使徒行Ỉ1 8:1 8 a)
保仿打算回⎁利Ṃ。安提阿是在⎁利Ṃ。他原想坐船回到安提阿的教Ể去。
百基拉、Ṃ居拉和他同去。他因ᷢ孠彯愿，就在✂革哩剪了⣜⍹。(使徒行Ỉ1 8:1 b )
孠愿后有一段㖞斜不剪⣜⍹是拿乮耳人的Ḉ俗。用意是在 神面前（分⇓ᷢ圣）思想Ṛ近
神，成ᷢ圣洁，一般ᷢ期30天。征᷒Ḉ俗是在孠愿的⣜一日，把⣜⍹全剃光，往后的三十天
都不用剃刀剃⣜⍹，往有就是不吃肉，也不喝酒，一直到征三十天分⇓ᷢ圣的㖞斜彯去。最
后在三十天乻束的㖞候，要把生攧出㜍的⣜⍹再一次剃去，然后把征些⣜⍹䂏去，成ᷢ䋖亁
神的祭。
保仿就是孠拿乮耳人的愿，把⣜⍹剃光了，ᷢ的可能是栬⢯自己到圣殿去敬拜，和到耶路撒
冷去守三᷒刪期的其中一᷒。征次宣⮤旅行他Ẕ先㜍到以弗所，
到了以弗所，保仿就把他Ẕ留在那里，自己徃了Ể堂，和䉡太 人彑孢。ế人 実他多
住些日子，他⌜不允。就彆⇓他Ẕ宜， 神若孠我，我往要回到你Ẕ征里。于是⺨
船离了以弗所。 (使徒行Ỉ 1 8:1 9－2 1 )
存得雅各在雅各Ḏ上存弥“你Ẕ有宅宜，今天明天我Ẕ要作征和作那，你Ẕ⸼宜，主若愿
意，我Ẕ要作征作那，因ᷢ明天如何，你Ẕ往不知道。”
所以保仿在征里宜“若主孠可，我往Ể再回㜍，我䍘在往不知道 神的旨意如何，但若主愿
意，而征是 神的旨意，我必回㜍。”但他也有自己的愿望，就是到耶路撒冷守征᷒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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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彆⇓他Ẕ宜， 神若孠我，我往要回到你Ẕ征里。于是⺨船离了以弗所。
在宍撒利Ṃ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斖教Ể安，昷后下安提阿去。(使徒行Ỉ
1 8:2 1 )
此⢬只提到他斖教Ể的安，㗦然他㱉有受到教Ể䂕情的款待。保仿其⭆与耶路撒冷的ế栮袖
有些不同的意奩，所以作者路加略彯了保仿在耶路撒冷的探孧，也㱉有描述其它的乮刪。只
䬨⋽提到他斖候那里的弟兄，然后就到安提阿去了。几年前保仿就是Ṷ安提阿⺨始他的布道
旅程。
住了些日子，又离⺨那里，挨次乷彯加拉太和弗⎽家地方，✂固ế斐徒。(使徒行Ỉ
1 8:2 3 )
在第18-23刪里，路加在短短五刪里提到保仿乎有一千五百哩路的旅程，有步行的，有坐船
的，或者也有樹樔的。五᷒乷刪䫤亇涵䙾一千五百哩的路程，所以㱉有把任何乮刪都存下
㜍。
有一᷒䉡太人，名叫Ṃ波仿，㜍到以弗所。他生在Ṃ力山太，是有⬎斖的，最能孚
解圣乷。〔⬎斖或作口才〕(使徒行Ỉ1 8:2 4 )
后㜍保仿只在Ể堂中≅化ế人，人Ẕ実他留在那里多住一些㖞日，但他很想到耶路撒冷，于
是他乽彯⇓加和加拉太，又回到以弗所去，在他往未到彦的㖞候，有另一᷒䉡太人㜍到以弗
所，他是一᷒有⬎斖的人。他ṶṂ力山太㜍，很能孚解圣乷，意思就是他不ṭ有好的知孮，
而且懂得怎㟟宎乮解慲圣乷的道理与精ᷱ。
征人已乷在主的道上受了教孕，心里火䂕，⮮耶䧋的事，宎乮孚孢教孕人。只
是他⋽㗻得乎翰的洗䣤。(使徒行Ỉ1 8:2 5 )
很㗦然，他是施洗乎翰的斐徒，也知道乎翰的洗䣤。那乎翰所Ỉ的是什么道呢？他宜
“我不是⻍崃Ṃ，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㜍，我就是亁祂解 鞋ⷎ也不配， 祂要用
圣䀝与火亁你Ẕ施洗。”
所以Ṃ波仿知道乎翰Ỉ孚⻍崃ṂỂ很快㜍ᷜ，而且他Ể用圣䀝亁他Ẕ施洗。但他只能Ṷ圣乷
中知道⻍崃Ṃ的日子近了。
他在Ể堂里放偮孚道，百基拉Ṃ居拉听奩，就接他㜍，⮮ 神的道亁他孚解更加宎
乮。(使徒行Ỉ 1 8:2 6 )
在征䁡上我⭆在很欣峷Ṃ波仿，他是一᷒熟宣圣乷的人，也是一᷒心里火䂕的人，他又有⬎
斖与口才，又倒明，然而征᷌᷒旁听的人比他更了解他所孚孢的事，因ᷢ他ẔṶ保仿身上乷
⌮到耶䧋就是⻍崃Ṃ，和圣䀝在他Ẕ身上工作的大能。我欣峷Ṃ波仿，因ᷢ他愿意听Ểế中
比他孌孮更多的人的教⮤，我也很欣峷Ṃ居拉和百基拉愿意与征᷒很有⬎斖的人分享 神的
道。実留意征里Ṃ基拉和百居拉二人都成ᷢ 神的器皿⮮ 神的道更宎乮地解慲亁Ṃ波仿听，
有很多人不孑女人作教⮤和栮⮤的工作，但 神㗦然有用百居拉去教⮤Ṃ波仿。
他想要往Ṃ宍Ṃ去，弟兄Ẕ就勉≙他，并⅁信実斐徒接待他。〔或作弟兄Ẕ就
⅁信≅斐徒接待他〕(使徒行Ỉ 1 8:2 7 )
因ᷢ百基拉和Ṃ居拉原本㜍自哥林多的，所以Ṃ波仿想去哥林多㖞，很自然地百基拉他Ẕ
就ᷢṂ波仿⅁信実斐徒去接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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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了那里，多ⷖ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ế人面前极有能力，樛倒䉡太人，引
圣乷孩明耶䧋是基督。( 使徒行Ỉ1 8 ：2 7－2 8 )
Ṃ波仿的事工是很有能力的，⮡ 神宅宕有深入的孌孮，也有能力Ṷ圣乷中孩明耶䧋确是⻍
崃Ṃ，且公⺨地在哥林多作奩孩，晦怪后㜍哥林多教Ể的人⺨始㊍㉌不同的Ⰶ䀝栮袖。有些
人宜“我是Ⰶ保仿的”，也有些人宜“我是ⰆṂ波仿的”。其⭆无孢是 神或保仿或Ṃ波仿
都不愿意看奩信徒征㟟分党乻派。“我栽种了，Ṃ波仿㳯灌了，唯有 神叫它生攧。可奩栽
种的算不得什么，㳯灌的，也算不得什么，一切匋耀于 神。
㌊句宅宜“那宜你Ⰶ保仿的，不要看保仿，也不要看Ṃ波仿，只要⋽⋽看主耶䧋，祂是唯一
能在你心里≐工的。”但人喜㫊看⇓人，保仿叫人不要看他，要定睛看主耶䧋。栽种的算
不得什么，㳯灌的算不得什么，所以Ṃ波仿㳯灌也不算得什么。只有 神才是那位唯一⸼宍
定睛看䛨的。”另一件有趣的事，保仿在哥林多是作栽种的，而后Ṃ波仿成ᷢ㳯灌的。但Ṃ
波仿在以弗所作栽种，保仿⌜在十九章中㜍到以弗所作㳯灌的工作。
所以 神在祂工作的彸作，㖞常更新与⎀化，祂Ể叫你在一⢬作栽种的，在另一⢬⌜叫你㳯
灌其它人所栽种的工。我Ẕ一定要定睛看䛨 神，因ᷢ若有什么加增，那是祂的工作。我所
能作的只是栽种；或我所能作的只是㳯灌那已撒下的种子，但若有什么加增，那是 神的工
作和祂的匋耀。
Ṃ波仿在哥林多的㖞候，(㳯灌保仿所栽种的)保仿乷彯了上彡一ⷎ地方，就㜍到以弗
所。在那里遇奩几᷒斐徒。(他Ẕ是Ṃ波仿所栽种子) 。斖他Ẕ宜，你Ẕ信的㖞候，受
了圣䀝㱉有？(使徒行Ỉ1 9 ：1－2 )
有好一些人很反⮡征᷒翻孹，像「校正」版的圣乷，他Ẕ把征句乷文翻成 “ 你Ẕ信主
㖞，受了圣䀝㱉有？”斖桀是不是接受圣䀝是信主以后的桅外恩典? 然而浸信派的教ᷱ是一
᷒人在信主㖞圣䀝就Ể住在你心里。而不是信主以后才栮受圣䀝。所以“你Ẕ信主后，受了
圣䀝㱉有？”令浸信派的教ᷱ起ḱ孖。于是他Ẕ比弫喜㫊翻孹成“你Ẕ信主㖞，受了圣䀝
㱉有？”但其⭆征种翻孹Ểṏ生一些宗解。因ᷢ征似乎是宜一᷒人可能在信主㖞㱉有接受圣
䀝，否⇁，保仿ᷢ何斖征斖桀？斖桀的本身是要㗦明一᷒人可以自䦘信主，但⌜㱉有乷⌮到
圣䀝的充㺉。
㖞一般㜍宜，信主㖞立即接受圣䀝的充㺉是很普遍的事情。ế人在五旬刪那天斖彼得
“我Ẕ怎㟟行？我Ẕ已把匋耀的主搱在十字架？”，保仿宜，
“你Ẕ要悔改，奉耶䧋基督的名受洗，叫你Ẕ的罪得赦，就必栮受所峸的圣䀝，因
ᷢ征⸼孠是亁你Ẕ和你Ẕ的儿女，并一切在径方的人，就我Ẕ 神所召㜍的。”
所以神⸼孠圣䀝的降ᷜ是立即在他Ẕ悔改和接受奉耶䧋的名施的洗，罪得赦免之后。“你Ẕ
必栮受所峸的圣䀝。”在使徒行Ỉ中，初代教Ể㖞期，很常奩的就是他Ẕ信主和受洗㖞，
立即就被圣䀝充㺉了，哥尼流就是征㟟。彼得到哥尼流家中孚道的㖞候，他正宜，䛨圣䀝
就降ᷜ在他Ẕ身上，于是就宜“有宩能阻㊎他Ẕ受洗呢？他Ẕ已乷栮受了圣䀝。”所以他Ẕ
受了圣䀝也受洗了。但䍘今一般都是先受了洗才栮受圣䀝的。
在撒䍃利Ṃ，（圣䀝的降ᷜ）也有前后的差距。腓利到撒䍃利ṂỈ孚耶䧋㖞，有很多人信主
受洗是在看奩 神御以后，中有一᷒人名叫西斐，他原本是一᷒行邪㛗的，在那城里迷惑
了那里的居民，乻果他也相信而且受洗了。耶路撒冷的教Ể听奩有撒䍃利Ṃ人接受了福音
㖞，便差遣了彼得和乎翰到他Ẕ那里，因ᷢ圣䀝往㱉有ᷜ到他Ẕ中斜，圣䀝能力的彰㗦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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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Ẕ的生命中。
在征里希腊文中有一᷒前置孵“epi”是指䛨圣䀝的大能在信徒生命中的彰㗦，叫他能成ᷢ
一᷒奩孩。耶䧋在乎翰福音第十四章里⮡斐徒宜，他向天父祈求峸亁他Ẕ另一᷒保惠ⶰ（安
慰者），就是那真理的䀝，那世界不能接受，不能看奩，也不能孌孮的。但你能孌孮他，因
他在你里面，也Ể与你同在。
征里用了᷌᷒希腊文的前置孵㜍形容圣䀝与信徒之斜的ℛ系，第一᷒是祂与你同在，第二᷒
是祂住在你里面。在你往㱉有接受耶䧋基督㖞，圣䀝已乷与你同在，祂是那位峋⢯你罪的，
祂也是那位指示你的，唯有耶䧋基督能赦免你的罪，祂又是那位把你拉回 神身彡的。而圣
䀝就是天父所峸的保惠ⶰ，叫人能接近耶䧋。但你接受耶䧋基督㖞，圣䀝就⺨始住在你里
面，而每一᷒信徒都有圣䀝住在他里面。保仿⅁信亁哥林多教Ể㖞宜
“Ⱚ不知你Ẕ的身子就是圣䀝的殿⎿？征圣䀝是Ṷ 神而㜍，住在你Ẕ里⣜的，并且
你Ẕ不是自己的人，因ᷢ你Ẕ是重价Ḙ㜍的，所以要在你Ẕ的 身子上匋耀 神，你的
身体就是圣䀝的殿 ，
那是⮡每一᷒信徒而言的。但是耶䧋⌜宣告有一天信祂的人Ể乷樴到 神匋耀的作ᷢ，在他
Ẕ里面Ể有活水像涌泉一㟟流出㜍，就是指䛨那与圣䀝极Ṛ密的ℛ系。 神是先主奪地看
你，因ᷢ神想在你身上行出祂圣䀝的工作，而 神的工作在你的生命里是永径不Ể乻束的。
然后 神再客奪地看祂能借䛨你的生命行出怎㟟的工作。
有一位作者Norman Grub⅁了一本Ḏ名叫「 神深⤍的事物」，里面宜到人的最大的用⢬就是
作一᷒器皿，因ᷢ 神⇃造人就是要用他㜍盛塭 神。他宜“我Ẕ能成ᷢ神在地上的器皿真是
至⭅。”所以他宣告人的最大用⢬，就是成ᷢ一᷒器皿去塭㺉神。我听奩他征㟟孚真叫我
心里ℜ⣳了一整天。喔！能成ᷢ塭㺉那永恒的⇃造宇宙的 神。真是匋耀！但我⺨始再研
究㖞，我⍹䍘那位作家擁了。我再宣他的著作，又听他的孚道㖞，我有了一᷒新的奪念，
我宜“Norman，你擁了。”人最大的攧⢬不是作一᷒器皿，乃是成ᷢ一㜉流通的管道，孑
神能借䛨你流到征᷒需要神的世界，成ᷢ 神能使用的工具。可惜的是，很多㖞候我Ẕ只成
ᷢ器皿去塭㺉 神，我Ẕ⋽⋽把祂塭㺉⌜不孑祂的恩典Ṷ我Ẕ流出去。于是圣䀝的工作⎀得
很主奪，祂在我里面工作，叫我有基督的形像，那是很美好很匋耀的事。我有征㟟的需要也
愿意得䛨。但我不⸼宍就此㺉足。我不能感到㺉足直到我的生命能成ᷢ一㜉流通的管道，孑
神的圣䀝能流彯我，去触摸我身彡有需要的人Ẕ。
征就是epi，“圣䀝ᷜ在你Ẕ身上，你Ẕ就必得䛨能力。”征᷒希腊文的前置孵的意思是降
ᷜ或乷彯，又如我所宜的，“充㺉至㺉溢，”你被充㺉到一᷒地步，你不能再盛塭更多
㖞，就Ể㺉溢了。它Ể⺨始流出去，Ṷ你的生命不㕕的流出去，直到它成ᷢ活水的泉涌。如
果你仍然无法看你的生命而宜，“在我生命里有一股涌泉Ṷ 神的䀝那里流出㜍，像活水的
江河一㟟。”要是你往不能征㟟宜，那么圣䀝的膏抹和能力在你生命里往有更深的ℛ系孑你
去体樴。比征更多的就是圣䀝恩峸的能力Ṷ你生命里像活水的涌泉㺉溢出㜍，叫你身彡征᷒
干渴的世界能被触摸到，被㳯灌到，因ᷢ 神的䇙Ṷ你的心里涌流出㜍。
征就是征᷒“epi”的乷樴。把你的串珠圣乷拿出㜍，好好把使徒行Ỉ查一查，你就Ể看到
征᷒epi的前置孵与圣䀝降ᷜ信徒的ℛ系，你Ể看奩每一次都是充㺉能力，而乻果都是耶䧋
基督得到大大的匋耀。
就如耶䧋宜“圣䀝降ᷜ在你Ẕ身上，你Ẕ就必得䛨能力，你Ẕ就Ể作我的奩孩。”有些人喜
㫊「浸䣤」征名孵，有些人⇁很反⮡「圣䀝的洗」征种宜法，但如果它所指的是完全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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㺉，被包⚜，甚至㺉溢出㜍，那我崆成，我愿意得到征㺉溢的乷樴，那叫我能完全浸入 神
的䀝里面，能完全有 神的能力㺉溢出㜍，与 神的䇙有活㲤的ℛ系。
所以保仿斖：“你Ẕ信的㖞候受了圣䀝㱉有？”他Ẕ宜“㱉有，也未曾听奩有圣䀝峸下
㜍。”就是宜，他Ẕ不知道有圣䀝已降ᷜ，他Ẕ若是听奩Ṃ波仿的教⮤就知道有圣䀝Ể降
ᷜ，那是因ᷢ施洗乎翰的信息曾提到，那一位⮮㜍ᷜ的Ể用圣䀝和火亁他Ẕ施洗。他Ẕ往不
知道征事已乷成就，“未曾听奩有圣䀝峸下㜍。”
保仿宜，征㟟，你Ẕ受的是甚么洗呢？(使徒行Ỉ1 9:3)
耶䧋曾宜“奉父子、圣䀝的名亁你Ẕ施洗。”所以保仿就宜“你Ẕ往未听奩圣䀝的降ᷜ？你
Ẕ受的是什么洗呢？”若所受的是樔太福音所孚的洗，他Ẕ至少Ể听宜彯。
他Ẕ宜“是乎翰的洗。”就是悔改的洗。
保仿宜，乎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孱百姓，信那在他以后要㜍的，就是耶䧋。
(使徒行Ỉ1 9 ：4 )
不擁，乎翰的确施洗，但他是叫你要信那⮮要㜍的一位，就是基督耶䧋。
他Ẕ听奩征宅，就奉主耶䧋的名受洗。保仿按手在他Ẕ⣜上，圣䀝便降在他Ẕ
身上。他Ẕ就宜方言，又宜栬言。〔或作又孚道〕( 使徒行Ỉ1 9 ：5－6 )
保仿在哥林多前Ḏ第十二章里告孱我Ẕ圣䀝有不同的彰㗦，而其中的彰㗦包括有宜方言和作
先知的能力。所以保仿按手在他Ẕ身上㖞就有征᷌种彰㗦出䍘，作ᷢ奩孩圣䀝在他Ẕ中
工作的孩明。但我᷒人奱得圣䀝在一᷒人身上的工作最有力的孩明不是宜方言，不是作先知
宜栬言，也不是有智能的言宕，或是行异能，而是䇙，“圣䀝所乻的果子就是䇙”我若能宜
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宅宕，⌜㱉有䇙，它Ẕ只是㱉有意ᷱ的⢘音，与一᷒㏯不⑵的摫㱉分
⇓。方言若㱉有䇙是㱉有意ᷱ的。即使我有各㟟的知孮，明白各㟟的⤍秘。今天早上有人斖
我ℛ于一᷒白⍹的䓝奮福音Ỉ道人，很多人都曾斖我有ℛ他的事。他的刪目最近被取消了，
⌜又在其它很多的䓝台有广播，很多人斖我奱得他怎㟟。我宜，我多次看奩他，⌜Ṷ㱉有看
奩基督徒的䇙在他的生命中真正的㗦出。我听到很多污䦥的宅宕，很多骯傷的宜宅，很多复
仇的心⾩，很多的忿怒。有人宜“哦！但他真是一᷒倒明的人。
“若我有各㟟的知孮和明白各㟟的⤍秘，若㱉有䇙，仍然与我 无益。”
神所要求的是䇙，那才是果子。神徃入他的⚕子里，祂要的是果子。那我的生命能ⷎ出怎㟟
的果子？是〞毒或怨恨⎿？或是 神所期望的䇙呢？很多人ⷎ㜍苦毒，他Ẕ生命的果子就是
苦毒，他Ẕ口中所出的也是苦毒，孭咒，辱横，威偩和邪〞的宅宕。耶䧋所要的是䇙，若我
㊍有其它所有的彰㗦，⌜㱉有䇙，那是㱉有益⢬也㱉有意ᷱ的。
保仿按手在他Ẕ身上，他Ẕ就接受了圣䀝，圣䀝降ᷜ在他Ẕ身上，
他Ẕ就宜方言，又宜栬言。〔或作又孚道〕一共乎有十二᷒人。保仿徃Ể堂，放偮
孚道，一徆三᷒月、彑孢 神⚥的事，≅化ế人。后㜍有些人，心里⇂硬不信，在
ế人面前㭩富征道，(使徒行Ỉ1 9：6 －9 )
征里再一次以「征道」㜍形容征信仰，孩明到它不ṭṭ是一斐哲⬎，乃是一种生命，它在人
的生命彰㗦出㜍，是理所然的，它确⭆⸼宍影⑵到我Ẕ整᷒的生活方式。
保仿就离⺨他Ẕ，也叫斐徒与他Ẕ分离，便在推喇奴的⬎房，天天彑孢。(使
徒行Ỉ1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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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喇奴是一᷒哲⬎家，他在那里有一斜哲⬎的⬎校。保仿就天天到那里教⮤。在以弗所有一
种Ḉ俗是那附近的⚥家都有的，就是把店撢的⺨店㖞斜分᷌段，Ṷ早上到大乎十一䁡，然后
把店ℛ上,直到下午五䁡摇才再⺨始。而中斜的㖞斜因ᷢ天气太䂕，通常人Ẕ都睡午奱。他
Ẕ宜中午一䁡睡奱的人比晚上一䁡睡奱的人更多。因ᷢ中午⭆在太䂕。所以很多人都Ể找一
些旜ⅱ的地方睡一᷒午奱㜍代替工作，于是他ẔỂ工作到十一䁡，等到下午五䁡后才再⺨始
工作到晚上，所以他Ẕ都Ể有一些夜生活。
推喇奴大概Ṷ早上教Ḏ到十一䁡，再等到下午五䁡才再⺨始教⮤。而保仿就把中斜的㖞斜，
就是天气太䂕孑人不能工作的㖞斜㜍教⮤。他Ṷ早上到十一䁡乯ⶸ棚，然后把他沾㺉汗水的
㸧ⷎ子僙下㜍，有人Ể把征ⷎ子拿去放在病人的身上，保仿⇁Ể到推喇奴的⬎校教⮤到五䁡
摇，再回去作ⶸ棚的工作。保仿在以弗所一直做乯ⶸ棚去供⸼他和他同工所需的，下一᷒星
期我ẔỂ在使徒行Ỉ第二十章看到。
征㟟有᷌年之久，叫一切住在Ṃ西Ṃ的，无孢是䉡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奩
主的道。( 使徒行Ỉ1 9 ：1 0 )
所以他在以弗所住的᷌年中，福音就被Ỉ遍那一ⷎ的地方。后㜍耶䧋⮡七᷒教Ể宜宅，就
是指在以弗所附近的七᷒教Ể。㗦然就是保仿在以弗所建立的事工所ⷎ㜍的影⑵。正如其它
神的工作一㟟，它必定Ểⷎ㜍自然的乻果，就是有更多的教Ể出䍘。神圣䀝的工作就是征㟟
的自然的，看奩圣䀝奇妙的工作真孑人崆⎡，并且也看到了神的匋耀。借䛨 神宅宕的教⮤
和 神⮡我Ẕ丰富的恩典，乻出㜍的果子就是全美⚥八百多斜教Ể，而Ṷ征八百多斜的教Ể
里，很多都成攧茁⢖，分出更多的教Ể。教Ể的增攧，一斜接一斜，就像人生子，子生⬁。
按排行，我Ẕ已有⬁字弰的教Ể衍生出㜍。只要神亏井祂的工作，我Ẕ⮮Ể有曾⬁弰的教
Ể。神的宅宕⻢而有力地在各各他教Ể的人心里扎根㖞，我ẔỂ亏井看到新一代的教Ể生
攧出㜍。
同理，整᷒Ṃ乮Ṃ就因䛨保仿在以弗所的工作而得䛨了福音。
神藉保仿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Ṷ保仿身上拿手巾，或⚜裙，放在
病人身上，病就退了，〞鬼也出去了。(使徒行Ỉ1 9：1 1－1 2 )
我相信保仿的手帕价值在于它使人的信心化ᷢ行≐。信心不光只是朁⾩的在心里默默的相
信。真正的信心必栣要被宣告出㜍，也ṏ生行≐。(雅各Ḏ2:1 7 ) 宜信心㱉有行≐就是 死
的。 但我Ẕ⌜常常不把信心化成行≐，我孌ᷢ能有一᷒⭆在的物品㜍⍹≐信心是有ⷖ助
的。而把保仿的手帕放在病人的身上，在㖞的情⅝就是人Ẕ⺨始宣告信心的起䁡。如有人
奱得“我知道若征手帕放在我身上，我就必被⋣治，神⮮Ể触摸到我。”征就是⍹≐信心的
起䁡。
在美⚥洛杉䞞曾有一᷒男子叫᷼素，他在䓝台广播多年，是一᷒很Ⰶ䀝的人，也是我很欣峷
的。他常常把手帕寄亁人。有其它的人也征㟟做，但我⌜一䁡都不欣峷，因ᷢ他Ẕ只是ᷢ作
宣Ỉ，而且他Ẕᷢ要把你的名字，地址拿到，收集在他Ẕ的恖寄⋽上，叫你常常捐摙亁他
Ẕ。我奱得他Ẕ征种行ᷢ几乎是ṝ㶶 神，不值得我去支持，我很⌴〞它。但᷼素⌜是一᷒
了解 神心意的人，一᷒䤟告的人。而我在大⬎宣Ḏ的㖞候，我就孌孮了他，我Ẕ常常一
起䤟告，然后他就Ể拿出一堆堆小手帕，按手在它Ẕ上面做祝福䤟告，求 神⮮征些手帕成
ᷢ器皿，叫人得䛨信心去接受圣䀝的工作，有很多人Ṷ不同的地方⅁信亁他要求得到征些手
帕，他就把它Ẕ寄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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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收到很多很有趣的信，都是宜到 神怎㟟在征些收到手帕的人的身上作出奇妙的⋣
治。我往存得有一封信是Ṷ一位收到手帕的女士所⅁的，᷼素把手帕寄亁了她，她又再⅁了
一封信，在征第二封信里她宜“実你再寄一㜉手帕亁我，好⎿？上回你寄亁我的手帕，我把
它放在桌子上。有一天，我那不信主的儿子路彯我家。他看奩手帕就好奇的斖：⤰，征是什
么？”她告孱儿子“哦，征是一㜉被祝福彯的手帕，是一位Ỉ道人送亁我的。”于是那儿子
就宜“亁我好⎿？”然后儿子就把手帕放在他外套的口袋里，就与他的妻子到䓝影院去了。
他Ẕ在看䓝影㖞，他⮡他妻子宜“我斣到䂏焦的味道。”
妻子就宜“神乷病，你一向鼻子不好。”征是事⭆，他的确嗅奱不䀝敏，但他✂持“我告孱
你，我斣到᷄西䂏焦的味道。”妻子又宜“我告孱你，你真是神乷病，你的鼻子不管用。”
于是他走到䓝影院的台前宜“各位先生女士，我Ẕ出了一᷒䳏急情⅝，実你Ẕ樔上疏散。”
他就站在那里，命令ế人离⺨那䓝影院，他妻子⌜以ᷢ他真的得了精神病。所有人都离⺨
后，果然大火熊熊把整᷒䓝影院都䂏ᷢ灰䂔。于是征位⤰⤰実求：所以你可不可以再寄一㜉
亁我？
宣了征封信，你Ẕ中可能有人不相信，因ᷢ你⮡ 神的能力孌孮有限，耶䧋基督昨日、今
日、明日永不改⎀。耶䧋曾宜“只要信，在 信的人，凡事都能。 ”（樔可9:2 3） ， 所
以 神借䛨保仿行出了 神御奇事，甚至藉⚜裙。孽想每一次你僙下工作服出去孚道回㜍
后，⌜找不到工作服，你Ể不Ể生气？
但他Ẕ都把⚜裙拿到病人那里叫他Ẕ躺在上面，神就≐了怜し，孑病人得⋣治。往存得在㖏
乎圣乷里面有先知以利沙被埋葬了，后㜍有一᷒人打仗死了，有人把尸体᷊到以利沙的✇墓
里，那尸体一碰到骨⣜或一些我不能解慲的᷄西，那人就活彯㜍了。然，有人Ể宜，可
能是那人掉到洞底㖞，有᷄西撞到了他的肺，使他再度呼吸了。但圣乷似乎是宜在以利沙
蒙 神㊋徱，即使死了，尸骨⌜仍然能行神御。我可以确定 神的大能里有很多我Ẕ不能理解
的事。
求 神ⷖ助我Ẕ叫我Ẕ不Ể因我Ẕ的不信限制了祂。⌜能宜，神凡事都能，而且⺨始期待 神
ⷎ栮你每一天的生活。你要知道，若你期待 神无所不能，你就Ể⍹䍘祂Ể≐工，而且Ể在
你生命中做出很多的工。⋽乗的信吧！不要乎束 神，祂就能自由的工作。不要害怕神在你
生命里要做什么，孑祂自由的彸行。
那么他Ẕ用保仿手帕和⚜裙⋣病赶鬼；病就退了，〞鬼也出去了。
那㖞，有几᷒游行各⢬，念咒赶鬼的䉡太人。(使徒行Ỉ1 9：1 3 )
以弗所是一᷒很迷信的城市，㺉街可以Ḙ到⎀把ㆷ的道具，像幸彸符之䰣的，而那里的人都
相信征些᷄西。也有一些䉡太人Ể把某些乷文⅁下，然后宜征些乷文有神奇的力量，可以ⷖ
助你或保㉌你，于是他Ẕ就把征些乷文包塭起㜍⋾。往有特⇓的符咒，是ᷢ想⍹峊的人学孉
的。Ḙ㜍ⷎ在身上，就Ể峊源㺂㺂。或者你想要求的是⇓的᷄西，他Ẕ有不同的乷文亁不同
的用途，你可以到他Ẕ⺨的店撢Ḙ征些不同的符咒。征些念咒赶鬼的䉡太人套用不同的乷
文，做各㟟的法事。其中有人擅用主耶䧋的名宜，
我奉保仿所Ỉ的耶䧋，敕令你Ẕ出㜍。(使徒行Ỉ1 9：1 3 )
因ᷢ他Ẕ听奩彯保仿奉主耶䧋的名命令邪䀝离⺨的什故。
作征事的，有䉡太祭司攧士基瓦的七᷒儿子。〞鬼回答他Ẕ宜，耶䧋我孌孮，保仿
我也知道，你Ẕ⌜是宩呢？〞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Ẕ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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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Ẕ，叫他Ẕ赤䛨身子受了Ọ，Ṷ那房子里逃出去了。(使徒行Ỉ1 9 ：1 4－1 6 )
很多㖞候被邪䀝所附的人都㊍有超人的力量和能力，而征᷒被鬼附的人就㊍有征种能力，以
至能制伏征七位兄弟，叫他Ẕ⯅了一䁡苦⣜，把他Ẕ的衣服撕裂，且把他Ẕ打了一栧，然后
孑他Ẕ落荒而逃。
凡住在以弗所的，无孢是䉡太人，是希利尼人，都知道征事，也都わ怕，主耶
䧋的名Ṷ此就尊大了。( 使徒行Ỉ1 9 ：1 7 )
所以 神甚至能⣇用一些欺孰的人，神用征些人Ỉ⺨祂的宅宕。
那已乷信的，多有人㜍承孌孱宜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㛗的，也有孠多人把Ḏ拿
㜍，堆䦗在ế人面前焚䂏，他Ẕ算孉Ḏ价，便知道共合五万⛿摙。主的道大大ℜ旺
而且得胜，就是征㟟。( 使徒行Ỉ1 9 ：1 8－2 0 )
因此保仿在以弗所有一᷒很有效而有能力的事工。
征些事完了，保仿心里定意，乷彯了樔其栧Ṃ宍Ṃ，就往耶路撒冷去，又宜，我到
了那里以后，也必栣往仿樔去看看。( 使徒行Ỉ1 9 ：2 1 )
保仿是无法在一⢬地方停留太久，因ᷢ全世界都需要 神的福音。他离⺨以弗所到樔其栧
和希腊的各教Ể，是ᷢ了要ⷖ助耶路撒冷的教Ể募款，因ᷢ那里的教Ể有了峊≉上的斖桀。
早期“凡物共享”的方法完全的失峍了。而教Ể的峊政也破了ṏ。
嘥然耶路撒冷教Ể⮡保仿不是很友善，但他⌜很希望能在乷㳶上支持他Ẕ。所以他就呼召ế
教Ể一起ⷖ忙。注意到保仿Ṷ㜍都不ᷢ他自己䬡款，他也Ṷ㜍不ᷢ他的事工䬡款，反而ᷢ了
耶路撒冷可怜的䉡太人䬡款。他不ᷢ自己的需要有任何要求，但他⌜四⢬䬡款亁耶路撒冷ế
弟兄。等在他Ẕ把捐款送到耶路撒冷后，保仿心里⅛定“我必栣往仿樔去看看。”
于是Ṷⷖ助他的人中，打⍹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樔其栧去；自己㘪㖞等在Ṃ西
Ṃ。(使徒行Ỉ1 9：2 2 )
所以保仿⅁信亁ế教Ể，而在⅁亁哥林多教Ể的信中如此宜“每你Ẕ聚集一起㖞栬⢯各人
的捐款就是 神叫你Ẕ栬⢯的，因ᷢ捐得᷸意的人是 神所喜䇙的。”保仿所指的就是捐亁耶
路撒冷教Ể的捐款。
那㖞，因ᷢ征道起的扰ḙ不小。(使徒行Ỉ1 9：2 3 )
征里再一次提到征道，所起的扰ḙ不小。
有一᷒撞匠，名叫底米᷊，是制造Ṃ底米神撞潃的，他使征㟟手刢人生意⍹
彦。(使徒行Ỉ1 9：2 4 )
底米᷊的拉丁名字就是黛安娜，是一᷒希腊的女神，她的神像有孠多的乳房或孠你也曾奩彯
那些⚦像，她是一᷒管生的女神（就像中⚥的助生娘娘），希腊人都敬拜她。她有孠多乳
房，就是宜她能喂℣很多⨜孩吧！
征底米᷊是一᷒撞匠，而他就是制造黛安娜的神像。于是他聚集他的同行，就是雕刻偶像ᷢ
᷂的人，⮡他Ẕ宜，
ế位，你Ẕ知道我Ẕ是倚靠征生意⍹峊。征保仿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Ṃ西
Ṃ全地，引宙迷惑孠多人，宜，人手所作的不是神，征是你Ẕ所看奩所听奩
的。(使徒行Ỉ1 9：2 5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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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里我Ẕ可看奩保仿事工的功效有多大，“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Ṃ西里全地，引宙迷惑
孠多人宜，人手所作的，不是 神。我Ẕ是倚靠征生意⍹峊，如果人人听保仿的宅，我Ẕ都
㱉椕吃了。”
ế人听奩，就怒气填胸，喊䛨宜：大哉以弗所人的Ṃ底米阿！㺉城都弘≐起
㜍，ế人拿住与保仿同行的樔其栧人宍䉡，和Ṃ里彦古，滸心㊍徃ㆷ⚕里去。
(使徒行Ỉ1 9 ：2 8－2 9 )
征宍䉡㗦然就是保仿在哥林多⅁仿樔Ḏ㖞招待他的主人。
㺉城都弘≐起㜍，ế人拿住与保仿同行的樔其栧人宍䉡，和Ṃ里彦古，滸心㊍
徃ㆷ⚕里去。保仿想要徃去，到百姓那里，斐徒⌜不孠他去。(使徒行Ỉ1 9：
2 9－3 0 )
保仿真是有偮量的人，征么一大群⮡他怒气ヌ恨的人，而他竟然想要去与他Ẕ宜宅，他Ẕ可
能Ể把他撕裂啊！于是斐徒不孠他去。
往有Ṃ西Ṃ几位首栮，是保仿的朋友，打⍹人㜍≅他，不要冒昑到ㆷ⚕里去聚
集的人，也也ḙḙ，有喊叫征᷒的，有喊叫那᷒的，大半不知道是ᷢ甚么聚
集。(使徒行Ỉ1 9：3 1 －3 2
就像一些混ḙ的⛢面里，ế人在高喊或尖叫䛨，在ㆷ⚕里吵吵斡斡的，于是其它的人也就跟
䛨起孏，⌜不知道他Ẕᷢ什么吵斡，只知道有一大橂≐。
有人把Ṃ力山大Ṷế人中ⷎ出㜍，䉡太人推他往前，Ṃ力山大就㏮手，要向百
姓分孱。 只因他Ẕ孌出他是䉡太人，就大家同⢘喊䛨宜，大哉以弗所人的Ṃ
底米阿！如此乎有᷌小㖞。(使徒行Ỉ1 9 ：3 3－3 4 )
征在以弗所的Ṃ底米⹁是一座很宏ệ的建筑物，有425呎攧，共有125᷒大⚮柱，是古代七大
奇景之一。Ỉ宜有人在征⹁的所在地看到多乳房的黛安娜影像，于是相信是᷊斯峸下的异
象，所以就在征᷒地方䙾了征斜大神⹁。征些人就大喊䛨近᷌᷒小㖞“大哉！以弗所人的Ṃ
底米啊！”
那城里的Ḏ存，安㉂了ế人，就宜，以弗所人哪！ 宩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
是看守大Ṃ底米的⹁，和Ṷ᷊斯那里落下㜍的像呢。征事既是樛不倒的，你Ẕ
就安朁，不可造次。你Ẕ把征些人ⷎ㜍，他Ẕ并㱉有偷䨫⹁中之物，也㱉有
富讟我Ẕ的女神。若是底米᷊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
子。〔或作自有公堂〕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告。你Ẕ若斖⇓的事，就可以照
常例聚集㕕定。今日的扰ḙ，本是无什无故，我Ẕ晦免被查斖，孢到征㟟聚
ế，我Ẕ也宜不出所以然㜍。宜了征宅，便叫ế人散去。(使徒行Ỉ1 9：3 5 －
41)
冷朁的⣜傹挺管用的，征Ḏ存的宅安㉂了ế人。征⛢橂≐促使保仿离⺨了以弗所，他原本也
打算离⺨。他已先打⍹提摩太和以拉都ⷎ䛨他的Ḏ信到樔其栧去，叫他Ẕ把捐款都收集滸了
等待他的到㜍，不要等他㜍了再去收。去耶路撒冷必栣乷彯希腊，在第二十章我Ẕ就Ể宣到
保仿如何又穿越希腊回到以弗所附近的米利都，実了以弗所教Ể的攧老㜍，一把鼻涕一把眼
㲒地告⇓。実你先宣第二十和二十一章，栬⢯下䣤拜的查乷徃度。
愿 神的宅宕因你Ẕ的信，丰盛的住在你Ẕ心里，叫你Ẕ能和ế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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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攧於高深，叫你Ẕ借䛨 神的䇙能作各㟟善事，被圣䀝充㺉，㺉有基督攧成的身量。愿
神祝福你Ẕ，愿 神的手在你Ẕ生命里大大地作工，叫你Ẕ被圣䀝充㺉，㺉有能力地在征㽺
ᷜ死亡的世界里ᷢ主耶䧋作奩孩。愿 神与你Ẕ同在，神祝福你Ẕ，愿你Ẕ常在耶䧋的䇙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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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Ỉ第2 0 - 2 1章
恰克 史密思 牧ⶰ ( 各各他教Ể)
上星期乻束㖞，我Ẕ正宰到保仿在以弗所城，差一䁡就陷入一⛢暴≐之中。

有一᷒撞匠，名叫底米᷊，是制造Ṃ底米神撞潃的，他使征㟟手刢人生意⍹彦。他聚
集他Ẕ和同行的工人宜：“ế位，你Ẕ知道我Ẕ是倚靠征生意⍹峊。”征保仿不但在
以弗所，也几乎在Ṃ西Ṃ全地，引宙迷惑孠多人，宜：“人手所作的不是神，征是你
Ẕ所看奩所听奩的。”征㟟，不䊔我Ẕ征事᷂，被人藐奮，就是大女神Ṃ底米的⹁，
也要被人弣忽，徆Ṃ西Ṃ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匋，也要撨䀕了。ế
人听奩，就怒气填胸，喊䛨宜：“大哉以弗所人的Ṃ底米阿” （使徒行Ỉ1 9：2 4 28)
大部分的人并不明白到底⍹生了什么事，㖞整᷒情⅝非常混ḙ，一直到城里的Ḏ乒站出安
㉂ế人，又⮡底米᷊宜：“城里㱉有公堂，他如果真有事要控告保仿的宅，⸼ⷎ到公堂上，
循法解⅛才是。
否⇁他Ẕ可能要被仿樔政府查斖，城里的扰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㖞又宜不出᷒所以然㜍。
所以他便叫那些群聚于广⛢的民ế，赶䳏散⺨了。䍘在孑我Ẕ徃入第二十章。

ḙ定之后，保仿実斐徒㜍，≅勉他Ẕ，就彆⇓起行，往樔其栧去。（使徒行Ỉ2 0：
1）
樔其栧座落于希腊的北彡。Ṃ力山大帝死后，整᷒希腊帝⚥被刮分成四部分，也就是希利
尼，樔其栧，⎁利Ṃ和埃及。保仿停留在以弗所已彦三年之久，䍘在他的心受扰≐，就想回
去耶路撒冷。他准⢯回耶路撒冷的㖞候，他一心想Ṷ外邦人教Ể中，收取一些捐䋖，ⷎ回
去亁耶路撒冷的教Ể。因ᷢ耶路撒冷教Ể的乷㳶情⅝十分拮据。保仿想要孑基督徒之斜表彦
手足的情宲，肢体斜的互相支持，以及基督身体的合一；不孢是䉡太人或希利尼人，一᷒肢
体受苦，全身都受苦。保仿在哥林多Ḏ信中告孱信徒，他Ẕ在七日的⣜一日聚集㖞，

每᷒人照他心里所定⣢地㜍奉䋖。是出于愿意，不是出于勉⻢；因ᷢ神喜䇙捐得愿
意的人。
因此保仿打算行乷樔其栧和希利尼，去收集那些要亁耶路撒冷困苦圣徒的捐䋖；征是他早先
実求信徒Ẕ准⢯好的。征㟟等他回到耶路撒冷，就能樔上⮮外邦信徒的捐䋖交亁困苦的弟兄
Ẕ。
他和以弗所的信徒彆⇓之后，便坐船又彯㜍到樔其栧；征地ⷎ有腓立比，帖撒仿尼迦和庇哩
Ṃ，几᷒教Ể。

走遍了那一ⷎ地方，用孠多宅≅勉斐徒，（或作ế人）然后㜍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
᷒月，⮮要坐船往⎁利Ṃ去，䉡太人学孉要害他，他就定意Ṷ樔其栧回去。（使徒行
Ỉ2 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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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段期斜大乎是逾越刪的上㖞期，保仿可能正等䛨回耶路撒冷去彯刪。成千的䉡太人ỂṶ各
地㜍彯逾越刪；Ṷ希利尼，雅典，各地有䰣似包船的服≉，弥征些䉡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彯
刪。保仿毫无疑斖地桶斣到，有人等在征些塭㺉回去彯刪朝圣的䉡太人的船上，孉害要⮮他
᷊到海里。与其坐船，冒䛨半夜被᷊下海的危昑，保仿于是取了上策，⅛定不坐船，乷由⎁
利Ṃ回去耶路撒冷；反而往北走旮路，又回到樔其栧。很㗦然地，樔其栧教Ể征㖞也意孮
到，保仿的生命正遭到极大的威偩，因此就有一些不同教Ể的弟兄Ẕ，前㜍陪伴保仿，多少
可以提供一些保謢。

同他到Ṃ西Ṃ去的，有庇哩Ṃ人㭽仿斯的儿子所巴特，帖撒仿尼迦人Ṃ里彦古，和西
公都，往有特庇人宍䉡，（使徒行Ỉ2 0：4 ）
征位宍䉡和哥林多那位是不同的人。

往有特庇人宍䉡，并提摩太。（使徒行Ỉ2 0：4 ）
征᷒提摩太是我Ẕ熟知的那一位。

又有Ṃ西Ṃ人推基古，和特仿非摩。（使徒行Ỉ2 0：4）
保仿在其它Ḏ信里，曾乷提到征᷌᷒人是他的同伴。

征些人先走在特仿Ṃ等候我Ẕ（使徒行Ỉ2 0：5 ）
征些人就先走，㜍到Ṃ乮Ṃ的特仿Ṃ，等候保仿。此⢬用“我Ẕ”复㔘名䦘，㗦示路加也是
保仿的同伴之一。

彯了除酵的日子，我ẔṶ腓立比⺨船，（使徒行Ỉ2 0：6）
征里提到除酵刪，㗦然逾越刪已乷彯去了。

五天到了特仿Ṃ，和他Ẕ相Ể，在那里住了七天。（使徒行Ỉ2 0 ：6）
保仿在异像中看到一᷒樔其栧人跟他宜，実彯㜍ⷖ助我Ẕ；他立刻就上了船，上次Ṷ特仿
Ṃ航行到樔其栧去。航行船不彯走了᷌天，那回⌜足足航行了五天；可奩他Ẕ是逆桶而行，
天气可能十分〞劣，海上波浪翻儦㰡涌。他Ẕ到彦特仿Ṃ之后，在那里停留了七天。

七日的第一日，我Ẕ聚Ể擘椤的㖞候，保仿因ᷢ要次日起行，就与他Ẕ孚孢，直孚到
半夜。（使徒行Ỉ2 0 ：7）
有人曾乷抱怨宜，我孚道孚得太攧了；但我想你往㱉碰彯像保仿征㟟子的。有一䁡我奱得很
有趣，值得注意的是，征里存弥了他Ẕ在七日的第一日，聚集在一起擘椤。你常Ể听到安息
日Ể或者其它有些人，他Ẕ相信崇拜⸼学在安息日（也就是星期六）那天。你Ể听到他宣䦘
宜，星期日崇拜是到了君士坦丁大帝才⺨始的，是他把星期日崇拜引徃教Ể的。其⭆不然。
我Ẕ可由一些御象看出，外邦人教Ể几乎Ṷ一⺨始就是在星期日崇拜。征里存弥了他Ẕ在星
期日，七日的⣜一日，聚集在一起擘椤。初代教Ể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特⚦理安
（Tertulian）曾乷宜彯，既然耶䧋是在七日的⣜一日复活，教Ể⸼只能在那一天聚Ể擘
椤。我᷒人并不特⇓崆同他的孚法，但是即使在特⚦理安那᷒㖞代（他是比君士坦丁更早
期），教Ể在七日的⣜一日聚Ể，已乷是很普遍的事了。初代教Ể，⮡于⸼在那一天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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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很可能有一些ḱ㈏；因ᷢ保仿曾在他的᷌封Ḏ信中提到，你要在那一天敬拜主，其⭆是
无所宻的。在⅁信亁仿樔教Ể的Ḏ信中，保仿宜：

有人看征日比那日⻢，有人看日日都是一㟟，只是各人心里要意奩✂定。（仿樔Ḏ
1 4：5 ）
㌊句宅宜，那些都是无所宻。有些人看征日比那日重要，有些人看那日比征日重要；那一天
都好，只要你喜㫊就行。
耶路撒冷教Ể曾⅁信亁外邦教Ể，宰孢到信徒与律法的ℛ系，然而信中᷅毫㱉有提到守安
息日的事。在“出埃及存”里，神栩布安息日律法㖞，他宜：“征是我和以色列人之斜的
一校特⇓的合乎。就有如割䣤一㟟，也是神和以色列人之斜特有的合乎；外邦人是不需要守
征些䣤的。保仿⅁信哥仿西教Ể㖞，他宜：

所以不拘在椖食上，或刪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孑人孢㕕你Ẕ，征些原是后事的
影儿，那形体⌜是基督。（歌仿西Ḏ2：1 6 - 1 7）
保仿宜：安息日只不彯是᷒影子伊了。安息日究竟是什么呢么征是一᷒歇息的日子，人Ẕ得
以Ṷ工作中休息下㜍。征原只是⮮到之事的影子，基督才是那⭆峐的形体；他指的到底是什
么呢？他所要宜的就和希伯㜍Ḏ的作者，在第四章所孚的一㟟：耶䧋才是我Ẕ的安息。 所
以宜,安息日只是那⮮㜍到的耶䧋的影子，他㜍要成ᷢ他子民的安息。我Ẕ惟有在耶䧋基督
和他所完成救島的工作里⣜，才能享有真正的安息。保仿宜：

有人看征日比那日⻢，有人看日日都是一㟟。（仿樔Ḏ1 4：5 ）
我᷒人就是征么孌ᷢ，我看每一天都是主日。⮡我而言，不孚是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五，
或是任何一天，我活䛨就是ᷢ主而活。我既然是ᷢ主而活，我看每一天都是一㟟的。但是我
的太太并不喜㫊征㟟。因ᷢ我也是以同㟟的⾩度，㜍看生日或者乻婚乒念日，她宜：我故意
⮡她的生日淡然⢬之，⮡我自己的生日就特⇓看重。其⭆不然，我生日那天，我Ẕ徱了她最
喜㫊的一家餐⌭去吃椕⸮祝。

七日的第一日，我Ẕ聚Ể擘椤的㖞候，（使徒行Ỉ2 0：7）
征就是一起守圣餐。初代教Ể好象乷常在守圣餐。征圣餐是用㜍提醒人Ẕ，乒念耶䧋ᷢ了人
的罪而被打破的身体，所流的血。初代教Ể似乎乷常征么作，至少每星期守一次圣餐。他Ẕ
不ṭ在教Ể守圣餐，也乷常在不同的家庭一起擘椤。征⭆在是非常美好的事。基督徒聚在一
起，擘椤乒念主，真是美好的一件事情。
他Ẕ每星期Ểᷦ行一次䇙宴，䇙宴快乻束㖞也守圣餐。他Ẕ的䇙宴就像是我Ẕ今天的“每人
一菜”聚餐一㟟。每星期中徱一天，全教Ể聚在一起，每᷒人端一道菜㜍，放在公共的餐桌
上，大家共同享用；最后再以守圣餐作ᷢ乻束。䇙宴⮡奴隶而言，有特⇓的意ᷱ，因ᷢ征大
慨是他Ẕ一星期以㜍，吃得最好的一栧。教Ể中，是不分ᷢ奴隶或自由人，在基督里，大家
都是一体的。所以他Ẕ每星期都有那么一次的䇙宴，以及美好的⚊契交通。我孌ᷢ一起吃
椕，有特⇓的价值存在，你可以感奱到，有那么一股Ṛ密的交宲流露在其中。我很喜㫊征种
聚餐，大家一起吃椕交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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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我Ẕ乬⚊一起到以色列旅行，你可以注意到，我Ẕ似乎都⎀得更Ṛ密。我想那是因ᷢ我
Ẕ都在一起吃椕的什故。人Ẕ一起吃椕㖞，无形中就Ểṏ生一种徆乻，把互相的距离拉近
了。
在特仿Ṃ的初代教Ể，于七日的第一日聚集在一起，保仿与他Ẕ孚孢，直到半夜。

我Ẕ聚Ể的那座㤤上，有好些䀗䂃。有一᷒少年人，名叫䉡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
沉睡。（使徒行Ỉ2 0 ：8 - 9）
征年弣人很可能是中了一氧化碳的毒。那㖞屋子里䁡了孠多的腊䂃䀗，䂃䀗ṏ生出㜍的一氧
化碳Ể往窗外散⍹；而他就坐在窗台上，他吸徃毒气，体ℭ缺氧，就⺨始昏昏欲睡。乻果
他沉睡之后，就Ṷ三⯪㤤上掉了下去。㖞的窗㇟然是㱉有玻璃，里外全是敞⺨的，年
弣人坐在窗台上，就征㟟Ṷ三⯪㤤高跌到下面的庭院去。

扶起他㜍，已乷死了。保仿下去，伏在他身上，抱䛨他，宜：你Ẕ不要⍹慌，他的䀝
魂往在身上。（使徒行Ỉ2 0：9 - 1 0 ）
神孑䉡推古死里复活㖞，一件真正的奇御又⍹生了。有趣的是，保仿彯去扑在他身上，又
抱䛨他。㖏乎圣乷也有一᷒䰣似的故事，存弥先知以利沙如何⋣治Ḏ念⤯人死去的儿子。以
利沙事⭆上施行了一种䰣似肺部复剷㛗；他呼气徃去孩子体ℭ，徆井作了三次，孩子就醒彯
㜍了。然我Ẕ亅不排除神行了奇御的事⭆。任何人像那᷒孩子死了那么久，你再施行什么
剷醒㛗，也不可能孑他醒彯㜍，只有神能⣇使人复活。
今日的⋣⬎常孮ⷖ助我Ẕ⮡剷醒㛗，心傷衰竭，征一䰣的事多少有䁡了解；所以我⮡以利
沙作了那些≐作，特⇓奱得有意思。我并不是宜以利沙用征᷒方法救了他，因ᷢ那孩子已
乷死了好几᷒㖞辰，是神孑他死而复活的。
征里保仿扑在他身上，又抱䛨他，就如同以利沙在Ḏ念⤯人的儿子身上所作的一㟟。

保仿又上去，擘椤，吃了，宰孢孠久，直到天亮，征纔走了。（使徒行Ỉ2 0 ：1 1）
乷彯征一小段的扰≐之后，保仿又亏井和他Ẕ宰孢，直到天亮。

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栮㜍，得的安慰不小。（使徒行Ỉ2 0：1 2 ）
我相信神有㖞是Ể允孠征种，孑死人复活的奇御⍹生的。我Ẕ知道在耶䧋的事工中，就曾
⍹生彯征䰣的事。同㟟的神御也曾乷在彼得的事工⍹生彯，我Ẕ知道他ᷢ多加䤟告，乻果她
就由死里复活了。
然而我也确信，死人复活的神御亅不是ᷢ了死去的那᷒人，而是ᷢ了旁彡悲Ọ的ế人。実注
意圣乷怎么宜：“他Ẕ都得到很大的安慰”，圣乷㱉有宜，䉡推古得到安慰。旁彡的人因ᷢ
䉡推古死而复活征件事⭆，得到安慰。
神行神御孑死人复活，Ṷ㜍不是ᷢ了死去的人䛨想，而是ᷢ了安慰旁彡那些悲Ọ的人。我
Ể征么宜，是因ᷢ，在那一天神孌ᷢ，我的㖞候到了召我回天家；我正陶醉在那与主同在
的美妙之中，忽然斜⍹䍘我的䀝魂又回到身体里⣜。我眼睛一⻈⺨，看到你Ẕ按手在我身
上，䤟告宜：神啊，求你孑他活彯㜍。我第一件要作的事，就是往你揍上一拳。
148 of 207
使徒行Ỉ

我Ẕ可以求神ᷢ了我Ẕ的什故，孑死去的人活彯㜍；然而征⮡他Ẕ可是一䁡好⢬也㱉有。

我Ẕ坦然无わ，是更愿意离⺨身体与主同住。（歌林多后Ḏ5 ：8）
神ᷢ了其它人的什故，行神御在䉡推古的身上。乻果他Ẕ不ṭ得到一䁡䁡的安慰；他Ẕ得到
了很大的安慰。᷄方有征么一᷒Ḉ俗，每逢有人彯世，旁彡的人就⺨始哀嚎；尤其是⤯女，
更是善于大⢘啼哭。所以䉡推古Ṷ窗台上掉下㜍，人Ẕ赶彯去看奩他已乷死掉，那些᷄方
⤯女可能就⺨始嚎啕大哭。因此保仿下去，告孱他Ẕ宜，不要惊慌，他的䀝魂往在身上；而
神就在那㖞刻，孑䉡推古Ṷ死里复活了。

我Ẕ先上船⺨往Ṃ朔去，意思要在那里接保仿，因ᷢ他是征㟟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
步行。（使徒行Ỉ2 0 ：1 3）
Ṷ特仿Ṃ到Ṃ塑，走旮路大乎是20英哩，走海路大乎30英哩，因ᷢ往得乽彯海ⲉ。保仿⅛定
步行彯去。 我想步行是默想最好的㖞机；在征种㖞候你最能⣇集中思蓄。你需要作某些⅛
定，常常就在散步中，很孞异地，一些事情自然就明朗化了。我相信保仿在那㖞，心里是
有孠多事情需要加以理清的。所以他就宜：你Ẕ先上船，我要走路彯去，我Ẕ在Ṃ塑奩面。
保仿就走了20英哩的路，其它人⇁坐船彯去Ṃ塑，和他在那里Ể面。

他既在Ṃ朔与我Ẕ相Ể，我Ẕ就接他上船，㜍到米推利尼。Ṷ那里⺨船，次日到了基
阿的⮡面，又次日，在撒摩靠岸．又次日，㜍到米利都。（使徒行Ỉ2 0：1 4 - 1 5 ）
米利都离以弗所大乎30英哩左右。

保仿Ṷ米利都打⍹人往以弗所去，実教Ể的攧老㜍。（使徒行Ỉ2 0：1 7 ）
冮保仿在米利都奩面，因ᷢ保仿要急䛨赶路。 保仿不打算花㖞斜㜍回以弗所，因ᷢ他一心想
要赶回耶路撒冷，及㖞彯五旬刪。

保仿Ṷ米利都打⍹人往以弗所去，実教Ể的攧老㜍。他Ẕ㜍了，保仿就宜，你Ẕ知
道，自Ṷ我到Ṃ西Ṃ的日子以㜍，在你Ẕ中斜始买ᷢ人如何。服事主凡事寎卑，眼中
流㲒，又因䉡太人的害害，乷⌮孽䁤。（使徒行Ỉ2 0：1 7 - 1 9 ）
保仿宜：你Ẕ知道，打Ṷ我㜍到Ṃ乮Ṃ的第一天⺨始，在你Ẕ中，我的ᷢ人是如何。我一
直是以寎卑的心在服事主。
保仿一直自䦘ᷢ神的仆人。⮡每一位Ṷ事神事工的人而言，我孌ᷢ征是很重要，必栣持有的
一种基本⾩度。我是主耶䧋基督的仆人，无孢我作什么事，都⸼能匋耀神才行。我不宍去
作任何事，其目的是ᷢ了匋耀人。凡我所作，所宜，所行，都是ᷢ了能⣇匋耀神。不要求子
好人，⸼求子好神，因ᷢ知道我⮮Ṷ主那里得⣾峷。
所以保仿宜：我和你Ẕ相⢬的征段期斜，你Ẕ⸼知道，我如何以主仆的⾩度自持，用寎卑
的心在服侍他。
一᷒心里寎卑的人，才能Ṷ主那里栮受真正的⏗示。一᷒樬傲的人，不曾真正乷⌮彯神。㱉
有任何人在真正乷⌮神之后，仍然采取樬傲的⾩度。我看到神，真正乷⌮到他的同㖞，我
也看到了真正的自己；我了解自己是多么地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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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崃Ṃ宜：ᷴ西Ṃ王崩的那年，我看奩主坐在高高的⭅座上。他的匋耀充㺉了圣殿。那㖞
我宜“我有䀦䤠了 ”。一᷒人看到神的㖞候，征正是他宍宜的宅，“我有䀦䤠了 ”。
彼得奩到主的㖞候，他宜：“主啊！离⺨我，我是一᷒污䦥有罪的人”。但以理在宰到他看
到的那些异像的㖞候，他宜：“我的容美都成了腐朽。”
能得以奩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耶䧋宜：嘂心的人有福了，因ᷢ天⚥是他Ẕ的。一᷒人真
正乷⌮了那位永活的真神，他自然Ể成ᷢ寎卑的人。你不可能站在又真又活的神面前，往樬
傲得起㜍。

服事主凡事寎卑，眼中流㲒，又因䉡太人的害害，乷⌮孽䁤。（使徒行Ỉ2 0 ：1 9）
保仿宜：

你Ẕ也知道，凡与你Ẕ有益的，我㱉有一㟟避孛不宜的。（使徒行Ỉ2 0：2 0 ）
正因ᷢ保仿侍奉的是主，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䋖亁了信徒。作ᷢ耶䧋基督的Ỉ道人，他要求
我Ẕ奮自己ᷢ教Ể的仆人。

只是在你Ẕ中斜不可征㟟，你Ẕ中斜宩愿ᷢ大，就必作你Ẕ的用人。（樔太福音2 0 ：
2 6）
耶䧋在征里指的是Ỉ道的事工，他是搰⮡䛨他的⬎生宜的。我在侍奉主，也同㖞在服侍你
Ẕ，就如同保仿宰到，他⮡以弗所的信徒Ẕ所作的服侍一般。

你Ẕ也知道，凡与你Ẕ有益的，我㱉有一㟟避孛不宜的。或在ế人面前，或在各人家
里，我都教⮤你Ẕ。（使徒行Ỉ2 0 ：2 0）
不孢是在推拉奴⬎房公⺨的聚Ể，或是在不同家庭的私人聚Ể，実注意保仿所宜：“我都示
范，并教⮤你Ẕ。”有㖞候，⭆物教⬎法能彦到最佳的教⬎效果。如果我无法⮮我所教的表
䍘在生活中，那我的教⮤就㱉有意ᷱ了。身ᷢỈ道人，我不只是宣孚神的道，我往得⮮它活
出㜍。一方面在你Ẕ中，以我的生活形⾩，我的生命示范亁你Ẕ看，一方面也用神的道教
⮤你Ẕ。所以征位忠心的Ỉ道人，

又⮡䉡太人，和希利尼人，孩明向
2 1）

神悔改，信靠我主耶䧋基督。（使徒行Ỉ2 0 ：

保仿教⮤他Ẕ，⸼向神悔改，信靠耶䧋。

䍘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原文作心被捆乹）不知道在那里要遇奩甚么事。
但知道圣䀝在各城里向我指孩，宜：有捆撩与患晦等待我。（使徒行Ỉ2 0 ：2 2 - 2 3）
我不知道，我抵彦耶路撒冷之后，要在那里遇奩什么事。我只知道⮮Ể有捆撩和牢䊙等䛨
我。圣䀝在我所到各地，一直⮡我提出警告。但我并不被征些所困扰，也不看我的生命ᷢ⭅
峝；我只要以喜᷸的心行完我的路程，征是我最大的心愿。即使我要被ℛ，要遭捆撩，我一
䁡也不以此ᷢ念。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要行完我的路程。所以推≐保仿最大的力量，就是他一
心想要完成神㏮在他前面的行程。他在最后⅁亁提摩太的信中，就征么宜：

那美好的仗我已乷打彯了，跑的路我已乷跑⯥了，（提摩太后Ḏ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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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是他被尼仿皇帝㕑⣜之前，所⅁的最后一封Ḏ信。

那美好的仗我已乷打彯了，跑的路我已乷跑⯥了，所信的道我已乷守住了。Ṷ此以
后，有公ᷱ的冠冕ᷢ我存留，就是按䛨公ᷱ⭉判的主到了那日要峸亁我的。不但峸亁
我，也峸亁凡䇙慕他㗦䍘的人。（提摩太后Ḏ4 ：7 - 8）
真是太可惜了，保仿一䁡也不懂得“䦗极性思亜”的力量，否⇁，他可以避免孠多不必要的
麻䂎。征可怜的家伙，他ᷢ基督受苦，被㕑了⣜。征都是因ᷢ他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不要任
何人受苦；若有人受苦，是因ᷢ他Ẕ信心不⣇的什故。可怜的保仿，我相信，你知道舌⣜是
攧在你的面栲里⣜，你大可昷口胡言的。
我真是欣峷保仿，欣峷他完全地㏮上的⅛心，你如能替我找到十᷒有⅛心，愿意ᷢ所信的真
理而㇀的人，很快地，我能交亁你一万᷒有征种✂定⅛心的人。我真是欣峷保仿，他就是征
种人，他愿意ᷢ了真理，⮮自己完全地㏮上。他ᷢ了基督的真理而㇀，㱉有任何事情，能孑
他Ṷ那㜉喜᷸的道路，回弔或者撤退出㜍。
征大慨是我最后一次和你Ẕ奩面，但我᷅毫不以ᷢ意。我知道⮮有牢䊙之䀦等䛨我，然后Ể
有什么事⍹生，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以性命ᷢ念，也不看ᷢ⭅峝，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Ṷ主耶䧋所栮受的俴
事，孩明 神恩惠的福音。（使徒行Ỉ2 0 ：2 4 ）
保仿到底Ṷ主那里栮受了什么㟟的俴事？就是要ᷢ神恩典的福音作奩孩。替神恩典的福音作
奩孩。那么，什么是神恩典的福音呢？征᷒福音就是，不孢你失峍地多么ゐ重，神仍㖏䇙
你；不孢你陷入多深地罪〞之中，神往是䇙你。但因ᷢ神䇙你，他恨〞罪；他知道罪所ⷎ㜍
那摧㭩的力量是多么地⌱害。正因ᷢ神征么䇙你，他不愿意看你遭到摧㭩。他恨〞那些凡是
Ể摧㭩你的᷄西。
神䇙罪人，但他恨〞罪；因ᷢ他䇙征些罪人，他又看到罪所⮮ⷎ㜍的后果；他知道罪〞如何
破坏，㭩䀕人的生命。所以神痛恨罪〞，因ᷢ他深䇙罪人。
神ᷢ了使人得以Ṷ罪的捆梆之中慲放出㜍，他栬⢯了一㜉出路，差派他的儿子，耶䧋基督，
㉭我Ẕ的罪，替我Ẕ而死，我Ẕ信了耶䧋，所有我Ẕ所曾犯彯的罪，都能得到神的赦
免。也因䛨⮡耶䧋的信，我Ẕ便栮受了神的力量，得以㇀胜罪〞的束仂。
等那一天，圣䀝改⎀我Ẕ的形体，孑我Ẕ与主同在，我Ẕ便完全僙离了罪。征就是神恩典的
福音，不是因ᷢ我配得，也不是因ᷢ我有任何功≛，只因ᷢ神䇙我。
⯥管大自然向人㗦明了神的存在，⌜无法直接㗦明神⮡人的恩典；因此保仿往是有必要ᷢ神
恩典的福音作奩孩。恩典的福音并不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大自然只是ᷢ神的律法，神的大
能，神的智能，神的喜䇙美好，神的次序，作了奩孩。大自然无法ᷢ神恩典的福音作奩孩，
也因此神呼召人㜍ᷢ他恩典的福音作奩孩。而征奩孩是Ṷ耶䧋基督⺨始的。

律法本是借䛨摩西Ỉ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䧋基督㜍的。（乎翰福音1：1 7 ）
所以保仿ᷢ了恩典的福音作奩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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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素常在你Ẕ中斜㜍往，Ỉ孚
了。（使徒行Ỉ2 0 ：2 5）

神⚥的道，如今我㗻得你Ẕ以后都不得再奩我的面

保仿道出他心里真正的感受。Ṷ世俗的⌮史文䋖以及初代教Ể的⌮史存弥看㜍，保仿极可能
后㜍又Ể奩了以弗所的信徒。使徒行Ỉ里，只存弥了保仿被ℛ到仿樔的䙹䊙，等待䛨尼仿皇
帝面前的⭉判。 若根据初代教Ể⌮史⬎家的存弥，保仿第一次在尼仿皇帝面前的⭉判，乻果
是被宣判无罪。保仿因此被慲放，但在征段㖞斜ℭ确切⍹生了什么事，我Ẕ⌜不得而知。有
人Ỉ宜他回到以弗所，停留了一旝子；也有人Ỉ宜他把福音ⷎ到西班牙去。
世俗的⌮史存弥了一些很有趣的故事。
你Ẕ如果往存得在樔可福音十三章，耶䧋告孱斐徒宜，人Ẕ要把你Ẕⷎ到法官，宠侯与君
王面前；不要栬先思嗹宜些什么，到那㖞候，圣䀝要峸亁你Ẕ宍宜的宅。他Ể亁你Ẕ
机Ể，㜍替我作奩孩。
保仿完全遵照耶䧋征᷒教孕，每回被ⷎ到法官，宠侯或君王面前，他就赶䳏抓住机Ể，替主
作奩孩。那᷒人地位越高，保仿的奩孩就越有力。我想，保仿一定奱得，征᷒人如果信了
主，他Ểṏ生多大的影⑵力。所以保仿最后站在Ṃ基帕王面前受⭉，他更是使⯥全力地ᷢ
主作了奩孩。

Ṃ基帕王阿，你信先知么，我知道你是信的。 （使徒行Ỉ2 0：2 7 ）
“Ṃ基帕 ⮡保仿宜，“你想稍微一≅便叫我做基督徒阿？”
下面㔘章我Ẕ⮮Ể查考到征段乷刪。保仿在那里的彑白真是精彩万分，我相信毫无疑斖地是
他全力以付他㖞一定在想，“如果Ṃ基帕王能信主，哇！征宍Ể有多大的影⑵力”。
我Ẕ可以想象得到，保仿奩到了尼仿皇帝㖞，我相信，他亅⮡是史无前例地，⋾力ᷢ主作
奩孩。他一定在想，“哇！我如果能ⷖ助尼仿皇帝信主。”
Ṷ一般的⌮史存弥，我Ẕ可以看到，尼仿皇帝在亇治仿樔帝⚥的初期，并不是一᷒太坏的
人；他有一些往算不擁的政御。但是在他一生中的某᷒旞段，他整᷒人作了一᷒180度的大
弔⎀，他⎀成像一⣜怪℥一㟟。事⭆上，㖞人Ẕ就征么䦘呼他，“大怪℥”。他整᷒人都
⎀了，有䁡像᷒被鬼附身的人一般。 你如果去查考一般的⌮史文䋖，你Ể⍹䍘，尼仿皇帝征
᷒᷒性大改⎀的㖞斜，和保仿在他面前奩孩主的㖞斜，相去不径。我᷒人相信，保仿在尼仿
皇帝前的奩孩，可能ⷎ有很⻢大的威力，“你䍘在如果不作徱㊑，就永径得不到救島的机Ể
了。”我相信，尼仿皇帝拒亅了福音，邪䀝便在那㖞附身在他身上；征就是ᷢ什么他⎀得
像⣜怪℥一般。
尼仿皇帝在第一回⭉判之后，慲放了保仿；但后㜍，他⎀成像⣜野℥的㖞候，他又⮮保仿Ṷ
以弗所叫回㜍，把他㕑了⣜。保仿在征里宜：我大慨无法再奩你Ẕ的面了；但⭆旭上，他后
㜍可能往是又与他Ẕ奩面了。

所以我今日向你Ẕ孩明，你Ẕ中斜无孢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原文作我于ế人
的血是洁Ⅸ的）因ᷢ 神的旨意，我并㱉有一㟟避孛不Ỉ亁你Ẕ的。（使徒行Ỉ2 0 ：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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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仿奱得，就福音而言，他有必要和他Ẕ⺨宂布公。他必栣⮮真理，⮮神完全的旨意Ỉ孚出
㜍，免得⮮㜍他得替他Ẕ峇峋任。凡有ℛ神完全的旨意，我㱉有一㟟避孛不告孱你Ẕ，所以
⮮㜍若有人因罪而流血，我是不需要峇任何峋任的。 圣䀝立你Ẕ作全群的䙹督，自己要小心
寐慎，㜍牧℣神的教Ể，征教Ể是他用自己的血所Ḙ㜍的。神托付重任在牧者身上，孑他Ẕ
喂℣神的羊群。斖桀是今天我Ẕ已乷很晦找到真正在喂℣羊群的牧者了。
我Ẕ乷常收到上百封的信。前几᷒晚上，我在印地安那波理斯城孚道之后，好多人前㜍⮡我
宜：“実你Ẕ在征城市⺨拓新的事工好⎿？五年㜍我Ẕ一直祈求神，在征里学立一斜各各他
教Ể。我Ẕ需要一斜孑我Ẕ能得到神的宅宕喂℣的教Ể。”人Ẕ⮡神的宅宕存植渴的心；所
以保仿告孱征些以弗所教Ể的䙹督，你Ẕ要喂℣神的羊群。彼得在他的Ḏ信中也提到，

≉要牧℣在你Ẕ中斜神的群羊，（彼得前Ḏ5：2 ）
耶䧋⮡斐徒彼得宜：“你喂℣我的羊。”（乎翰福音2 1：7 ）
我一直不懂，ᷢ什么孠多牧ⶰ无法明白，身ᷢ牧者最重要的峋任就是喂℣神的羊群。你可以
看到有些牧ⶰ只是忙䛨提供⧙᷸刪目亁他Ẕ的羊群。更不幸的，求神怜し，有些牧ⶰ根本就
是在∍群羊的皮。你很晦找到真正在喂℣神羊群的牧者。
你用神的宅宕㜍喂℣羊群，他Ẕ就得以成攧⻢⢖。因ᷢ我知道，豺狼⮮要徃入你Ẕ中斜；
等我离⺨之后，就有那些凶暴的豺狼要㜍到你Ẕ中，不䇙惜羊群。保仿栬先警告他Ẕ，㬳
害⮮要㜍ᷜ。 征是很不⮣常的想法；居然有人想要引宙群羊去跟Ṷ他。不幸的是，征种情⅝
乷常⍹生。神⺨始一᷒事工，然后就有人徃㜍，有㖞候甚至是出于自己人，⮮群羊拆散，ⷎ
去跟昷他Ẕ。征是很不幸，很令人悲哀的事。

他所峸的有使徒，有先知，有Ỉ福音的，有牧ⶰ和教ⶰ。ᷢ要成全圣徒，各⯥其俴，
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Ẕế人在真道上同于一，孌孮 神的儿子，得以攧大成
人，㺉有基督攧成的身量。使我Ẕ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安孉，和欺樿的法㛗，被
一切异教之桶㏯≐，梀㜍梀去，就昷Ṷ各㟟的异端。（以弗所Ḏ4：1 2 - 1 4 ）
征是保仿心中极沉重的一᷒峇㉭；有人要徃㜍塕↣神的羊群，引宙人Ẕ去跟Ṷ他Ẕ，征令保
仿感到非常地哀Ọ沉痛。因此，保仿⮡以弗所的人宜：

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徃入你Ẕ中斜，不䇙惜羊群。（使徒行Ỉ2 0：
2 9）
就是你Ẕ中斜，也必有人起㜍，宜悖寔的宅，要引宙斐徒跟Ṷ他Ẕ。所以你Ẕ⸼儆
醒，存念我三年之久，㗤夜不住的流㲒，≅戒你Ẕ各人。（使徒行Ỉ2 0：3 0 - 3 1 ）
有㖞候其⭆也㱉什么⋢⇓，因ᷢ一些愚蠢的小羊昷便听到摫⢘，就跟䛨ḙ跑。⯥管保仿三年
㜍，㗤夜不住的流㲒≅戒他Ẕ，“好好⬎Ḉ神的宅宕，札根在神的宅宕上”；但是保仿知
道，豺狼徃㜍，有些人往是Ể受Ọ害，被引宙。

如今我把你Ẕ交托 神，和他恩惠的道，征道能建立你Ẕ，叫你Ẕ和一切成圣的人同
得基᷂。我未曾峒⚦一᷒人的金、撞、衣服。我征᷌只手，常供亁我和同人的需用，
征是你Ẕ自己知道的。（使徒行Ỉ2 0 ：3 2 -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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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Ẕ都看到我手上的茧，因ᷢ我用⍴手工作；我照栦自己和同人，我供⸼自己的生活所需。
我未曾峒⚦任何人的金，撞或衣物。我在你Ẕ中不曾企⚦∍削任何人，我㜍是要服侍你
Ẕ，喂℣你Ẕ。保仿告孱他Ẕ，Ể有假先知㜍要∍削羊群。他ẔỂ制造一些噱⣜，㜍收取桅
外的奉䋖；他Ẕ老是把重䁡㏮在“你要亁神什么”，而不是“神亁了你什么”。如果有人老
是宜：“你需要奉䋖亁神”，你得特⇓小心了；新乎圣乷⻢宫的是神亁了你什么。

我凡事亁你Ẕ作榜㟟，叫你Ẕ知道，⸼征㟟≛苦，扶助弗弱的人，又存念主耶䧋
的宅，宜：“施比受更ᷢ有福。”（使徒行Ỉ2 0 ：3 5）
我Ẕ才⇂乻束了一᷒樔乛莎音᷸全世界撨售商的Ể孖。征些人㜍自全球各地，非洲，新加
坡，菲律⭦，香港，㫏洲；他Ẕ峇峋樔乛莎音᷸的撨售。星期五我Ẕ有一᷒告⇓午餐Ể，Ể
中征些撨售商站起㜍，分享征次Ể孖的感想。他Ẕ宜：“我Ẕ⍪加彯很多的撨售Ể孖，但Ṷ
㜍㱉有彯像征次一㟟的。在所有其它的Ể孖中，他Ẕ都想⯥≆法，要Ṷ我Ẕ征里得到一些什
么；但征次我Ẕ㜍，你Ẕ⌜是一味地服侍我Ẕ。你Ẕ好象只是要亁予，而不是只想Ṷ我Ẕ征
彡取得。”
我就宜：“你Ẕ碰巧乷⌮到我Ẕ教Ể的一峗哲理。我Ẕ教Ể存在的目的是要服侍人Ẕ，而不
是要被人服侍。征是我Ẕ把持的基本哲理。我Ẕ㜍是要亁予，而不是要收取。征也是ᷢ什么
我ẔṶ㜍不⻢宫你得奉䋖多少；只⻢宫神峷峸亁我Ẕ的一切。我Ẕ在征里是奉主耶䧋的名㜍
分享亁于你Ẕ。”
感寊神的祝福，孑我Ẕ有全⚥性的䓝台广播刪目，而不需要受人服侍。“朋友Ẕ，実赶快寄
你Ẕ的奉䋖徃㜍。否⇁的宅，征星期ℭ我Ẕ已乷无法仜ⶸ⋽，我Ẕ需要接到你Ẕ的㜍信。”
我ẔṶ㜍不曾征么向人⺨口要奉䋖。我Ẕ只是忠心地⮮神的宅宕Ỉ⺨到全⚥各地，不㕕地亁
予。我Ẕ四⢬寄⍹⋽章，每年分送成千上万的音ⷎ亁人Ẕ。 ⮮神的宅宕Ỉ孚出去。我Ẕ也
⍹送音᷸ⷎ，把音᷸Ỉ出去，把神的宅Ỉ出去。有人⅁信㜍斖，“我可以复制你Ẕ的音ⷎ
⎿？”我Ẕ回答宜：“然可以。”
我在一份基督教㛪志上，看到宣者⅁亁㛪志社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他Ẕ教Ể乬孿班要唱合唱
曲。乻果⍹䍘，他Ẕ如果影印曲寙亁每᷒人，就有䙿取版㛫的斖桀。所以他Ẕ就⅁信亁出版
社，実求允孠教Ể影印音᷸寙；乻果出版社都要求教Ể得付他Ẕ一些版㛫峡。就ᷢ了⋢⋢几
⻈教Ể要用的音᷸寙。他宜：唯一的一家出版商宜：你Ẕ可以⯥管免峡使用的，就是樔乛莎
音᷸出版社。我看了，就宜“感寊神。”不㕕地亁予。保仿宜：

“施比受更ᷢ有福。”（使徒行Ỉ2 0 ：3 5 ）
如果我Ẕ把持征᷒原⇁，神自然Ể料理一切。神Ể照栦他的教Ể，径超彯我Ẕ所需要的。我
ẔṶ㜍不必⻢宫乷㳶上的需求， 神自己Ể供⸼那方面的需要。

征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Ẕ需用的征一切᷄西，你Ẕ的天父是知道的。（樔太福音
6：3 3 ）
那些可怜又不幸的牧ⶰẔ，一心想多刮取，⌜⍹䍘他Ẕ被网仿住了。你一心想多得取，你
就得更努力去亜持你既得的；乻果你替自己造成很多的⌳力，不㕕地得去面⮡，不㕕亏井往
得再努力。你老是想，征星期我Ẕ可以使用那᷒招㛗，孑人Ẕ乖乖地把摙送徃㜍。你一但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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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那᷒仿网，就很晦再跳出㜍了。耶䧋已乷学立了准⇁，我真是希望大家都能⬎Ḉ到。

“施比受更ᷢ有福。”（使徒行Ỉ2 0 ：3 5 ）
正如我Ẕ怎么白白得到，我Ẕ也白白亁予，神自然Ể供⸼我Ẕ的需要，他已乷樴孩了征᷒原
⇁。我相信神徱㊑各各他山教Ể，其⭆是要用我Ẕ作ᷢ⭆例，孑人Ẕ知道，我Ẕ遵行神的
原⇁，他自然而且一定Ể照栦我Ẕ所需要的一切。
各地的人Ẕ看到我Ẕ，就宜：“各各他山教Ể真的是不一㟟。”㱉擁，我Ẕ是不同于⇓的教
Ể，我Ẕ基本的哲理就完全不一㟟。我Ẕ是㜍服侍人Ẕ，不是要被服侍。我Ẕ是要施与于
人，不是要收取。神自然Ể提供我Ẕ的需要；而且不只是提供所需而已，他甚至大大的祝
福，孑我Ẕ得以支持福音䓝台的广播刪目，偏及全球。神是征么的美好。不知人Ẕ到几㖞才
Ể⬎到功宦。

保仿宜完了征宅，就跪下同ế人䤟告。（使徒行Ỉ2 0：3 6 ）
我可以想象那幅⚦䓣，使徒保仿站在海㺑上，船等在径⢬，岸彡靠䛨一艄小舟；旁彡往有几
᷒以弗所教Ể的攧老，保仿就坐在沙㺑上和他Ẕ宰宅。他宜：

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徃入你Ẕ中斜，不䇙惜羊群。所以你Ẕ⸼儆
醒，存念我三年之久，㗤夜不住的流㲒，≅戒你Ẕ各人。（使徒行Ỉ 2 0 ：2 9 - 3 1）

我相信保仿征㖞一定是在哭泣，他宜：“好好照栦他Ẕ。”

“施比受更ᷢ有福。”（使徒行Ỉ2 0 ：3 5 ）
保仿宜完了征宅，就跪下同ế人䤟告。ế人痛哭，抱䛨保仿的栰校，和他Ṛ嘴。叫他
Ẕ最Ọ心的，就是他宜：“以后不能再奩我的面那句宅，于是送他上船去了。”（使
徒行Ỉ2 0：3 6 - 3 8 ）
第二十一章

我Ẕ离⇓了ế人，就⺨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仿底，Ṷ那里到帕大喇。遇奩一
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望奩居比路，就Ṷ南彡行彯，往⎁利Ṃ去，我Ẕ
就在推仿上岸，因ᷢ船要在那里卸峏。（使徒行Ỉ2 1：1 - 3）
路加的存弥，ⷎ我ẔṶ米利都一直㜍到推仿城。我Ẕ乷常Ể在㉍习上看到有ℛ征᷒城市的消
息，它位居黎巴嫩的南彡，䍘有以色列的正奬⅃樣式在那里。

找䛨了斐徒，（使徒行Ỉ2 1：4 ）
征᷒字的希腊原文，含意䛨他Ẕ四⢬⮣找，探斖，最后买于找到了斐徒。身ᷢ基督徒是非常
匋耀的事，因ᷢ不孢你走到全世界的那᷒角落，一但你找到了信徒，你就有回到家中的感
奱。征⭆在是极其美好的事。上次我到印第安乛，波理斯城，那种感奱就像回到家里一般。
我Ẕ一起在大䣤堂聚Ể，就有如在自己家中一㟟。人Ẕ的䇙心，⮡我Ẕ的䂕宂接待，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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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体Ể到，我Ẕ都是Ⰶ神匋耀的肢体的一部分。不孢是在乥乎市，乥㲥西州，或者科仿拉
多 泉市，凡我Ẕ所到之各地，你就是奱得和家里人在一起。保仿在推仿城四⢬⮣找斐徒，最
后买于找到他Ẕ。

找䛨了斐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Ẕ被圣䀝感≐，⮡保仿宜：“不要上耶路撒冷
去。”彯了征几天，我Ẕ就起身前行，他Ẕế人同妻子儿女，送我Ẕ到城外，（使徒
行Ỉ2 1 ：4 - 5）
我Ẕ可以看到一幅景象，推仿城的ế斐徒，徆同他Ẕ的妻子儿女，ᷢ保仿送行，一直到了城
外。

我Ẕ都跪在岸上䤟告，彼此彆⇓。（使徒行Ỉ2 1 ：5）
所有推仿市的ế斐徒，孩子Ẕ，以及他Ẕ家里的人，陪䛨保仿跪在推仿的岸彡一起䤟告。

我Ẕ上了船，他Ẕ就回家去了。我ẔṶ推仿行⯥了水路，㜍到多利Ḙ，（多利Ḙ就是
今日的港口城市，Ṃ可）就斖那里的弟兄安，和他Ẕ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Ẕ离⺨那
里，㜍到宍撒利Ṃ，（宍撒利Ṃ位于地中海沿岸，大乎在Ṃ可城南彡2 5英里左右）就
徃了Ỉ福音的腓利家里，和他同住。（使徒行Ỉ2 1：6 - 7）
他是那七᷒㈏事里的一᷒。他有四᷒女儿，都是⢬女，是宜栬言的。（使徒行Ỉ2 1 ：
8 - 9）
很有趣的是，㖞因ᷢ保仿䂕心逼迫教Ể，甚至在司提反被石⣜打死的㖞候，保仿往拿䛨他
的外袍，以示崆同；所以腓利比便逃离耶路撒冷。征㖞已乷是彯了二十年之久。
保仿在年四⢬破坏教Ể，把那些呼喊主名的基督徒ℛ徃牢䊙；正因ᷢ保仿的极力迫害，腓
利比只好逃离耶路撒冷。腓利比到了撒樔利Ṃ，ⷎ㜍了那城市的大复ℜ；然后在圣䀝的ⷎ栮
之下，又㜍到迦撒，在那里ⷎ栮一位㜍自埃提啊伯的太䙹信了主。之后腓利比便往宍撒利Ṃ
地ⷎ，走遍各城，宣Ỉ福音，告孱人Ẕ耶䧋基督的真理。后㜍他就停留住在宍撒利Ṃ。二十
年之后，保仿和腓利比又奩面了。
但征㖞他Ẕ已乷不是㓴⮡的⍴方，而是耶䧋基督里的弟兄了。保仿就停留在腓利比的家，因
ᷢ腓利比征㖞已乷定居在宍撒利Ṃ，建立了家室，生了四᷒女儿。神的䀝特⇓㳯灌在她Ẕ身
上，᷒᷒都能宜栬言。昷䛨㖞斜彯去，人Ẕ往往Ể攧大成熟。常常有人斖，“那些年⍪于
基督彸≐的人Ẕ跑到那里去了呢？”他Ẕ往是在征附近。然而他Ẕ都有了家庭，孩子。㖞斜
Ể改⎀孠多事情。他Ẕ不再是年那些二十出⣜，不怎么峇峋任的年弣人了；他Ẕ䍘已是三
十出⣜，有的已乷⮮近四十。㖞斜Ể改⎀人，他Ẕ䍘在都已乷成攧，也成熟多了。
㱉有任何事是停㺆不≐的；所有事情有一天都Ể成ᷢ彯往，征是不⎀的真理。然而我Ẕ到
了天堂之后，你Ẕ大慨就不Ể再改⎀；因ᷢ圣乷告孱我Ẕ，到了那里再也不Ể有分离。

我Ẕ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先知，名叫Ṃ迦布，Ṷ䉡太下㜍。（使徒行Ỉ2 1：
1 0）
征先知就是早先在安提啊，栬言⮮Ể有大干旱㜍ᷜ的那位。

到了我Ẕ征里，就拿保仿的腰ⷎ，捆上自己的手僂，宜：“圣䀝宜：䉡太人在耶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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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要如此捆乹征腰ⷎ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Ẕ和那本地的人，听奩征
宅，都苦≅保仿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仿宜：“你Ẕᷢ甚么征㟟痛哭，使我心碎呢？
我ᷢ主耶䧋的名，不但被人捆乹，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使徒行Ỉ2 1 ：
11-13）
弟兄Ẕ，你Ẕ晦道想以哀求㜍≅阻我⎿？我不畏わ⮮遭捆乹，我已乷准⢯好要ᷢ主而死。
征是主的旨意，要孑保仿往耶路撒冷去⎿？保仿在推仿的㖞候，圣䀝曾警告他不要去耶路
撒冷。征里圣䀝又透彯Ṃ迦布，拿保仿的腰ⷎ，捆梆自己的手僂，宜：“䉡太人在耶路撒
冷，要如此捆乹征腰ⷎ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我相信主只是要事先警告保仿，
前面⮮有什么㟟的情⅝等䛨他；斐徒⌜把征警告解慲成，保仿不⸼去耶路撒冷。我᷒人相
信保仿是⸼去的，而他Ẕ⇁把警告解慲ᷢ保仿不宍去。你Ẕ如果往存得，保仿⇂信主的㖞
候，主在大樔士的地方，⮡Ṃ拿尼Ṃ宜：

主⮡他宜：“起㜍，往直街去，在䉡大的家里，孧斖一᷒大㔘人名叫㈓仿，他正䤟
告． 按手在他身上， 叫他能看奩。”Ṃ拿尼Ṃ回答宜：“主阿、我听奩孠多人
宜，征人怎㟟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征里有Ṷ祭司攧得㜍的㛫柄捆
乹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使徒行Ỉ9 ：1 1 - 1 3）
䍘在他㜍到征里，我的名字可是在他的黑名⋽上，我是他所要逮捕迫害的人Ẕ之一。主啊，
你可不真要我去自投仿网，替他䤟告吧。

主⮡Ṃ拿尼Ṃ宜：你只管去，他是我所㊋徱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
前，宣㈔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我的名必栣受孠多的苦晦。（使徒行Ỉ9 ：1 5 1 6）
看㜍，主是那么信⭆，每次都栬先警告保仿，他前⣜所⮮乷⌮的苦晦。我想，主每次的警
告，其⭆是要亁保仿一᷒机Ể，“保仿，你如果想要避⺨，你䍘在往有机Ể。”然而保仿
是宜：“不，不，主，我愿意往前走。”我不怕被䙹禁，也不耽心受捆梆。你Ẕ即使流眼㲒
也无法≅阻我，我已乷昷㖞准⢯好，ᷢ耶䧋而死在所不惜。我᷅毫不在乎人Ẕ把我ℛ徃牢
䊙，我昷㖞都能ᷢ耶䧋基督䈢牲我的生命，你Ẕ不宍征般地阻㋉我。
你Ẕ往存得保仿在哥林多的㖞候，

夜斜主在异象中⮡保仿宜：“不要怕，只管孚，不要斕口。”有我与你同在，必㱉有
人下手害你，因ᷢ在征城里我有孠多的百姓。（使徒行Ỉ1 8 ：9 - 1 0）
再下面几章我ẔỂ宰到，保仿人在船上，㖞船快沉了，保仿站起㜍，宜：

䍘在我往≅你Ẕ放心，你Ẕ的性命，一᷒也不失᷏，惟䊔失᷏征船。（使徒行Ỉ2 7 ：
2 2）因我所Ⰶ所事奉的 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彡宜。（使徒行Ỉ2 7 ：2 3）
每次主是Ể先孑保仿知道，即⮮⍹生什么事，他⮮受那些的苦晦。我相信主是那么地信
⭆，是事先㗦示亁保仿明白，ᷢ了主的什故，他即⮮受什么㟟的苦晦。但保仿是宜：
“主啊，不孢任何事情，受䙹禁，或是面ᷜ死亡，我都准⢯好了。”我曾乷宜彯，保仿是我
最欣峷的人之一。我欣峷他㏮上自己的⅛心，他那种要崊到底的䪆ḱ心。征᷒人是不Ể孑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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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的痛苦或者一些小Ọ㜍阻㞷他的，他是昷㖞准⢯好了，“孑我Ẕ往前走吧！”我真是喜
㫊征种人，征䰣的人是孑我十分地羡慕欣峷。

保仿既不听≅，我Ẕ便住了口，只宜，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使徒行Ỉ2 1 ：1 4）
孠多人⮡征乷刪作了擁宗的解慲：“我Ẕ就停止，不再宜主成就他的旨意。”征不⮡，⸼宍
解慲ᷢ：“我Ẕ就停止≅他，宜：孑主成就他的旨意吧。”你Ẕ看出征᷌᷒不同⎿？他Ẕ那
㖞既然明白了，就宜，好吧，如果征是主的意思，就孑它⍹生吧，愿主成就他的旨意。

保仿既不听≅，我Ẕ便住了口，只宜，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使徒行Ỉ2 1 ：1 4）
彯了几日，我Ẕ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使徒行Ỉ2 1：1 5 ）
征᷒字是“行李”的古英文字，“我Ẕ就拎䛨我Ẕ的行李。”他Ẕ可不是坐樔弎上耶路撒
冷，他Ẕ用走路的。

彯了几日， 我Ẕ收始行李上耶路撒冷去。 有宍撒利Ṃ的几᷒斐徒和我Ẕ同去， ⷎ我
Ẕ到一᷒久ᷢ斐徒的家里， 叫我Ẕ冮他同住；他名叫拿⬁， 是居比路人。 到了耶路
撒冷， 弟兄Ẕ㫊㫊喜喜地接待我Ẕ。 第二天， 保仿同我Ẕ去奩雅各， 攧老Ẕ也都在
那里。 （使徒行Ỉ 2 1：1 5 －1 8）
保仿斖了他Ẕ安、便⮮ 神用他Ỉ教，在外邦人中斜所行之事，一一的述宜了。（使
徒行Ỉ2 1：1 9）他Ẕ听奩，就匋耀与 神，⮡保仿宜：兄台，你看䉡太人中信主的
有多少万，并且都ᷢ律法䂕心。（使徒行Ỉ2 1 ：2 0）
征䁡十分有趣。到了征㖞，耶路撒冷已乷有了上千的基督徒，他Ẕ很奇特地把基督教和䉡太
教混合在一起。他Ẕ都ᷢ律法䂕心。他Ẕ嘥然相信耶䧋就是那位⻍崃Ṃ，⌜亏井保持䉡太教
的Ỉ亇，仍㖏守䛨摩西的律法。如此，使他Ẕ往是能⣇生存于䉡太人的社⋢中。

他Ẕ听奩人宜，你教孕一切在外邦的䉡太人，离⺫摩西，⮡他Ẕ宜：不要亁孩子行割
䣤，也不要遵行㜉奬。ế人必听奩你㜍了，征可怎么≆呢？你就照䛨我Ẕ的宅行伊，
我Ẕ征里有四᷒人，都有愿在身。你ⷎ他Ẕ去，与他Ẕ一同行洁Ⅸ的䣤，替他Ẕ拿出
奬峡，叫他Ẕ得以剃⣜，征㟟ế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奩你的事都是嘂的，并可知
道，你自己ᷢ人，循奬蹈矩，遵行律法。（使徒行Ỉ2 1：2 1 - 2 4 ）
耶路撒冷的教Ể，孽䛨要防止≐ḙ的⍹生。㖞有孠多䉡太人成ᷢ信徒，⯥管他Ẕ仍然持守
䉡太律法，亏井作䉡太人，但他Ẕ的确信了主。 在那㖞，耶路撒冷教Ể信仰的立⛢，㗦然是
⢬于低弱的䉞⾩。每凡教Ể想要宫适自己的立⛢，以求教Ể能适⸼周遭的社Ể䍗境，往往Ể
使得教Ể陷于一种妥⋷低弱的䉞⾩。⮡教Ể而言，最大的咒孭莫彯于，教Ể极力地⯅孽要孑
自己适⸼于征᷒世界；想孑教Ể与征᷒世界和平又和⋷地共⢬。但是耶䧋的立⛢是亅⮡的，
你不可能和罪共存。神的宅告孱我Ẕ，

又宜：“你Ẕ≉要Ṷ他Ẕ中斜出㜍，与他Ẕ分⇓，不要沾不洁Ⅸ的物，我就收乛你
Ẕ。”我要作你Ẕ的父，你Ẕ要作我的儿女。征是全能的主宜的。（歌林多后Ḏ6：
17-18）
保仿，我Ẕ可不想惹麻䂎。他Ẕ都听宜，你到⢬教⮤䉡太人不用遵守律法，只要ᶻ心服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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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行了。拜托一下，ⷖ᷒忙，我Ẕ不要找任何麻䂎。䍘在征些䉡太人一听到你在征里，你知
道，棘手的事情可能要㜍了。征里有四᷒年弣人，他Ẕ㜍⍪加刪⸮，也都ⷎ愿在身。
通常一᷒人孠了愿，得徆井整᷒星期，完全委身亁主。征是拿乮耳人的愿，孠愿的⺨始你得
剃⣜，乻束的㖞候再剃一次⣜，然后把⣜⍹䂏了ᷢ祭䋖亁神。征是完全的委身，他Ẕ必栣一
整᷒星期不作任何事，只是待在圣殿中敬拜神。但基于生活的需要，人Ẕ很晦整᷒星期不作
事，通常得找有摙人㜍支持他Ẕ。所以耶路撒冷教Ể就⮡保仿宜：“你㜍支持征四᷒年弣人
吧。”
保仿征回ⷎ了不少外邦教Ể的奉䋖，㜍亁耶路撒冷的教Ể。很有趣的是，他Ẕ㱉有提到任何
的寊意。反而一味想逼䛨保仿⮡自己的信仰作妥⋷。我最敬佩保仿的ệ大之⢬就在征里，他
照䛨他Ẕ的要求去作了。我相信他征么作，只是遵行他在仿樔Ḏ的教⮤：“⯥力与ế人和
平相⢬。”征么作⮡我一䁡意ᷱ也㱉有，但如果能ⷖ助你Ẕ，我作就是了。我奱得，征就是
保仿的ệ大之⢬，他愿意栢䛨他Ẕ的提孖去作，展䍘出他㺉有恩典的桶范。
但其⭆他并不把征些䣤刪挂在心上。他已乷⍹掘了神的恩典；征正是耶路撒冷教Ể所欠缺
的。他Ẕ往在努力，想以遵行律法㜍子神的喜㫊，而不是乷由信耶䧋基督得以䦘ᷱ，就如保
仿的仿樔Ḏ信中所⅁：
他宜，“征是怎么宜呢？是征㟟子的，䉡太人向神有䂕心，⌜不是按䛨真知孮。因ᷢ他Ẕ不
知道神所栬⢯的ᷱ。由于不明白，就想要按䛨律法立自己的ᷱ。但⭆旭上，他ẔṶ㜍㱉有得
䛨，也未曾找到彯。”就律法而言，外邦人可宜是毫无知孮，⌜因⮡耶䧋基督的信，他Ẕ乲
跌在神匋耀的ᷱ上面；他Ẕ反倒得䛨ᷱ了。他Ẕ之所以得䛨，乃是因ᷢ他Ẕ相信耶䧋基督，
征是神所峸的恩典，
他Ẕ要求保仿⮡他自己的信仰作妥⋷。保仿宜：

向弗弱的人，我就作弗弱的人，ᷢ要得弗弱的人，向甚么㟟的人，我就作甚么㟟的
人，无孢如何，要救些人。（歌林多前Ḏ9：2 2 ）
向䉡太人、我就作䉡太人。（歌林多前Ḏ9 ：2 0 ）
他在征㖞就是征么作。“好吧，我照䛨行就是了。”弟兄Ẕ徃㜍，就宜，征᷒保仿是怎么
᷒回事呢？“你Ẕ看，他替征四᷒年弣人出奬峡，他自己也剃了⣜；他是᷒循奬蹈矩的䉡太
人，你Ẕ不用㉭心他。”他Ẕ原本㉭心，保仿Ể鼓≙䉡太人不去守䉡太律法。至于外邦人，
你要怎么教他Ẕ都无所宻。“我Ẕ已乷⅁信亁他Ẕ，乻孢是他Ẕ不需要遵行征些律法。”

只要⅁信，吩咐他Ẕ禁戒偶像的污䦥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使徒行Ỉ1 5 ：
2 0）
于是保仿ⷎ䛨那四᷒人，第二天与他Ẕ一同行了洁Ⅸ的䣤，徃了殿，㉍明洁Ⅸ的日期
㺉足，只等祭司ᷢ他Ẕ各人䋖祭。（使徒行Ỉ2 1 ：2 6）
可确定的一䁡是，保仿䋖的不是島罪祭，因ᷢ他知道，島罪的祭已乷完成。但往有其它的
祭，基督徒仍然可以䋖上。譬如金摙的䋖祭，分⇓ᷢ圣的燔祭；平安祭，征是一种食物祭，
是与神交通所䋖上的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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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度㖞期，仍然提到䋖祭亁神。那㖞一定Ể有平安祭，⅛志祭，燔祭，也就是分⇓ᷢ圣的
祭。但是島罪祭已乷一次䋖上，就完成了。Ṷ此再也不需要向神䋖任何的島罪祭了；耶䧋基
督已乷ᷢ所有的人䋖上他自己，全部都完成了。
有人宣到⚥度㖞期往要䋖祭，就宜：“我不明白，ᷢ何他Ẕ到那㖞往得䋖祭。”因ᷢ除了島
罪祭之外，往有其它不同的祭。有分⇓ᷢ圣的祭，有与神交通的祭－也就是平安祭。

那七日⮮完，ṶṂ西Ṃ㜍的䉡太人，看奩保仿在殿里，就俠≐了ế人，下手拿他。喊
叫宜：以色列人㜍ⷖ助，征就是在各⢬教孕ế人蹧嶝我Ẕ百姓，和律法，并征地方
的，他又ⷎ䛨希利尼人徃殿，污䦥了征圣地。（使徒行Ỉ2 1 ：2 7 - 2 8）
圣殿里有一᷒外邦人的庭院，旁彡的⡁挂䛨指示宜：“任何外邦人私自超越征地，徃入圣
殿，得ᷢ自己的死亡峇峋。”仿樔政府也尊重䉡太人，孑他Ẕ有㛫力⮮擅自斗入䉡太人院的
外邦人，以᷊石⣜置死。䉡太人得以直接⮮征外邦人以᷊石⣜⢬死，不需再乷彯法律的程
序。所以他Ẕ控孱保仿ⷎ外邦人徃入圣殿，污䦥了圣地；而其⭆保仿并㱉有征么作。他Ẕ只
是先前在城里看到征些希利尼人，就以ᷢ保仿ⷎ他Ẕ徃了殿。

合城都震≐，百姓一滸跑㜍，拿住保仿，拉他出殿，殿斐立刻都ℛ了。他Ẕ正想要㛨
他，有人㉍信亁反里的千夫攧宜：耶路撒冷合城都ḙ了。千夫攧立㖞ⷎ䛨兵丁，和几
᷒百夫攧，跑下去到他Ẕ那里，他Ẕ奩了千夫攧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仿。（使徒行
Ỉ2 1 ：3 0 - 3 2）
正保仿快被人打死的㖞候，城里上千的基督徒跑到那里去了呢？他Ẕᷢ何不前㜍ⷖ助保仿
呢？我Ẕ都知道㖞耶路撒冷已乷有成千的信徒，但他Ẕ往是亏井遵守律法。保仿需要他
Ẕ的㖞候，他Ẕ⌜不奩了。

于是千夫攧上前拿住他，吩咐用᷌㜉摩撦捆撩，又斖他是甚么人，作的是甚么事。ế
人有喊叫征᷒的，有喊叫那᷒的，千夫攧因ᷢ征㟟ḙ嚷，得不䛨⭆情，就吩咐人⮮保
仿ⷎ徃反㤤去。（使徒行Ỉ2 1：3 3 - 3 4 ）
征᷒地方是在圣殿山的西北角，有᷌道的台旞通到山栞的反⋢。保仿到了台旞上，

到了台旞上，ế人㋌得凶猛，兵丁只得⮮保仿抬起㜍。ế人跟在后面，喊䛨宜：除掉
他。（使徒行Ỉ2 1 ：3 5 - 3 6）
征和㖞他Ẕ⮡耶䧋的喊叫是一㟟的。
他Ẕ喊䛨宜：“除掉他，除掉他，搱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宜：“我可以把你Ẕ的王搱十
字架⎿？祭司攧回答宜：除了宍撒，我Ẕ㱉有王。”
保仿上了台旞之后，兵丁抬䛨他，群ế跟在后面，喊䛨宜：“除掉他。”（乎翰福音1 9：
1 5）

⮮要ⷎ他徃反㤤，保仿⮡千夫攧宜：我⮡你宜句宅，可以不可以，他宜：“你懂得希
利尼宅⎿？”你莫非是Ṷ前作ḙ，ⷎ栮四千凶徒，往㖟野去的那埃及人⎿？（使徒行
Ỉ2 1 ：3 7 -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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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乷有᷒埃及人，召㜍了一群叛徒，聚集在橄㤬山上；征埃及人⎟䦘他有≆法孑耶路撒冷的
城⡁倒塌下㜍。然而乷彯一旝折磨之后，城⡁并㱉有倒掉。后㜍仿樔出兵，攻↣他所ⷎ栮的
征群ḙ徒；大部分的匪徒被㛨掉，但征᷒首栮逃走了。所以千夫攧以ᷢ保仿就是那᷒首栮，
那᷒几年前栮⮤作ḙ的埃及人。所以他斖保仿宜：“你莫非是那᷒埃及人？”

保仿宜：“我本是䉡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㔘，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使徒行Ỉ
2 1：3 9 ）
我是一᷒仿樔公民，原本㜍自大㔘。

求你准我⮡百姓宜宅。（使徒行Ỉ2 1 ：3 9 ）
保仿真是勇气亅佳。ế人喊䛨：“除掉他，㛨了他”，他Ẕ是想㛨掉他；而他⌜実求千夫攧
准孠他，⮡百姓宜宅。

千夫攧准了，保仿就站在台旞上，向百姓㏮手，他Ẕ都朁默无⢘，保仿便用希伯㜍宅
⮡他Ẕ宜：（使徒行Ỉ2 1：4 0 ）
在征䳏要ℛ⣜切段章刪，真不是㖞候。
你Ẕ得等到下星期，才能知道保仿要宜什么，也孠他又要制造另一᷒≐ḙ，那⮮Ể很有趣。
下星期我Ẕ再亏井。我Ẕ小㖞候，主日⬎里曾乷唱一首歌，叫做“勇敢如但以理。”可惜㱉
有人⅁令一首“勇敢如保仿”的歌亁主日⬎小孩唱，他真是一᷒⼣底⮮自己分⇓ᷢ圣，完全
䋖身亁神的人。他最主要的心愿就是行神的旨意，完成神在他身上的孉划和目的。愿神ⷖ
助，孑我Ẕ愿意完全㏮上自己，走在神替我Ẕ学定的道路。愿我Ẕ像保仿一㟟，全力⮣求要
以喜᷸的心走完路程，完成基督呼召交ⷎ亁我Ẕ的任≉。
愿主与你Ẕ同在，在征星期ℭ特⇓的祝福你Ẕ。愿圣䀝引栮你，使你更Ṛ近耶䧋基督。愿圣
䀝在你生命中所成就的工，使你更加✂定。愿神祝福你。奉耶䧋的名。啊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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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Ỉ第2 2－2 3 章
恰克 史密思 牧ⶰ ( 各各他教Ể)
実翻到使徒行Ỉ22章，接䛨我Ẕ上星期孚到的，保仿所⢬的十分ㆷ∏化的㖞刻。保仿不栦圣
䀝的一再≅阻，回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受到了地教Ể非常冷漠的接待，往有地䉡
太人非常᷍⌱的⮡待。有好一旝子，他在圣殿里ᶻ心做自己的事，不想打扰任何人。根据䉡
太律法，他行了洁Ⅸ之䣤，以便能⣇⍪加年五旬刪的䋖祭活≐。
有一些ṶṂ乮Ṃ彯㜍的䉡太人看到保仿也在殿里㖞，大ᷢ〤怒，因ᷢ他ẔṶṂ乮Ṃ一路跟
㜍，ᷢ的就是想阻止保仿在外邦人中Ỉ福音。
他Ẕ就⺨始喊叫起㜍，弟兄Ẕ呀，他就是我Ẕ一直跟你Ẕ提起的，在外邦人中到⢬Ỉ福音的
那᷒人。所以那些䉡太人抓住保仿，想致他于死地。有人去㉍告樣扎在安᷄尼反地的仿樔士
兵，告孱他Ẕ下面圣殿山有暴≐。安᷄尼反地其⭆是圣殿山地⋢的一部分，在圣殿山的西北
角，有台旞正好下到圣殿山。
在䋖祭活≐期斜，他ẔỂ多派些士兵，因ᷢ在那段㖞斜，人Ẕ很容易情互高㵐，起㜍反抗
仿樔政㛫。所以仿樔政府在那段㖞斜要加樣兵力。到㉍告，千夫攧就ⷎ䛨一些兵丁Ṷ安᷄
尼反地跑下圣殿山，⻢行把保仿Ṷ那ⷖ想致他于死地的暴徒中解救出㜍。
他Ẕ用᷌㜉摩撦捆住他，ⷎ他回安᷄尼反地。在上反㤤的台旞㖞，保仿⮡千夫攧宜，你能准
孠我和征些人宜句宅⎿？千夫攧听到保仿宜希腊宅非常宏异，就斖他，你懂得希腊宅⎿？你
晦道不是Ṷ前ⷎ⣜作ḙ的那᷒埃及人⎿？
保仿宜，我不是。我本是大㔘的居民。大㔘是᷒重要的城市。于是千夫攧就允孠他宜宅。保
仿向一路跟他到安᷄尼反地，此刻正站在反⋢平台，狂怒的䉡太ế人㏮㏮手，⺨始了他的演
孚。
征是保仿主以后一直非常想做的一件事。保仿身ᷢ䉡太人，自孌ᷢ很了解䉡太人，了解他
Ẕ的䂕宂，了解他Ẕ想逼迫耶䧋基督的心愿。他确信自己能宜服他Ẕ孌孮耶䧋基督的真理。
征是保仿非常重要的一刻，一᷒他一直渴望的，刻意推≐和⮣找的㖞刻。
我孌ᷢ征是有可能的，我ẔỂ刻意把我Ẕ自己推≐到一些⛢合，嘥然神并㱉有呼召我Ẕ一定
要征㟟做。有一些人就是有征㟟的ῦ向，把自己往他想要去的方向推≐。“不管代价如何，
我就是想征㟟做。”此刻保仿就在那里。我不知道征是神的意旨往是保仿自己的意思。在保
仿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圣䀝警告他不要去他⮮要停留的每᷒地方。保仿⮡以弗所的攧老宜，
除非我到那里，否⇁我怎能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呢。圣䀝警告他不要去他⮮要停留的每᷒地
方。保仿⮡以弗所的攧老宜，除非我到那里，否⇁我怎能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呢。圣䀝警告
我⮮有捆撩与患晦等待我。
他㜍到推仿城，和地教ỂỂ面㖞，又有宜栬言的先知和圣䀝告孱他：不要去耶路撒冷。
他㜍到↗撒利Ṃ的腓利家㖞，先知Ṃ迦布，Ṷ耶路撒冷下㜍，是耶路撒冷教Ể公孌的一᷒
先知，拿彯保仿的腰ⷎ捆上自己的手僂，宜，“腰ⷎ的主人到耶路撒冷㖞，也Ể被如此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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乹。”教Ể的弟兄Ẕ就苦≅保仿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他已⅛意要去。征㟟看㜍，也孠徆圣
䀝都在≅阻他。嘥然我不能非常肯定，如果我宜他上耶路撒冷不是出于神的旨意，也孠彯于
武㕕。但征至少是我Ẕ可考嗹的一种可能性。我的意愿和神的旨意相待背㖞，是一件令
人晦彯的事情。但令人更晦彯的是，我把自己的意愿⻢行放在神的旨意之上。
保仿此刻就站在那里，征可是他的愿望，是他一生的䂕切盼望，指的是他作基督徒以后一直
盼望的一件事。我Ẕ上星期就孚到他⮡ế人㏮㏮手，他Ẕ就朁默无⢘。保仿便用他Ẕ的希伯
㜍宅⮡他Ẕ宜宅。⮡千夫攧，他宜的是希腊宅。⮡䉡太百姓，他宜的是他Ẕ使用的希伯㜍
宕。第二十二章就⺨始了他⮡他的同胞弟兄䂕情激昂的申述。

宠位父兄実听、我䍘在⮡你Ẕ分孱。( 使徒行Ỉ2 2:1 )
分孱在希腊宕中指的是“彑解”。征就是ᷢ什么把ᷢ基督教信仰作彑孢䦘ᷢ㉌教。它就是Ṷ
征᷒特定的孵㜍的。你可能听宜彯㉌教，它就是Ṷ原㜍的希腊孵“彑解”翻孹ᷢ征里的“分
孱”。

我䍘在⮡你Ẕ分孱。ế人听他宜的是希伯㜍宅、就更加安朁了。保仿宜、我原是䉡
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㔘、攧在征城里、在迦䍃列斐下、(使徒行Ỉ2 2:1 - 3 )
迦䍃列是㖞很受敬重的一位䉡太拉比。事⭆上，他可能是㖞最受尊重的䉡太拉比。圣乷
中在另一⢬提到迦䍃列。那是在早期教Ể史中，公Ể的人孽⚦⮡使徒Ẕ的奩孩保持沉默。迦
䍃列站出㜍宜，“我Ẕ小心我Ẕ所行的。以前有⇓的派⇓ℜ起彯，但是栮⣜的人死了后，
跟昷者也就散了。䍘在他Ẕ的ⷎ⣜人已乷死了，他Ẕ也快散了。所以我建孖我Ẕ不要管征些
人，任↕他Ẕ去吧！他Ẕ所害的，若不是出于神，他Ẕ自Ể消散。但若出于神，那我Ẕ倒是
在攻↣神了。”公Ể的人就听Ṷ了迦䍃列征᷒明智的建孖，⮡最早期使徒Ẕ的Ỉ道稍加容
忍。
迦䍃列曾有Ḏ信提到保仿是他的斐徒。宜到保仿㖞，他宜他只有一᷒困晦，就是要提供亁保
仿足⣇多的Ḏ宣。保仿就像一㜉Ḏ虫，他是真正的嗜Ḏ狂。因此迦䍃列唯一的麻䂎就是不停
地找Ḏ亁他宣。保仿在征里孚的是他早期在迦䍃列斐下的⬎Ḉ。

按䛨我Ẕ祖宗᷍䳏的律法受教、䂕心事奉
2 2:3 )

神、像你Ẕế人今日一㟟。(使徒行Ỉ

保仿正极力把自己和他Ẕ俼系在一起，使他Ẕ能把他作其中一␀。“同胞弟兄Ẕ呀，我知
道征一切。我理解你Ẕ⮡神的䂕心。我以前也和你Ẕ一㟟。我是䉡太人，曾在迦䍃列斐
下。”

我也曾逼迫奉征道的人、直到死地、( 使徒行Ỉ2 2:4 )
或宩行征道，我就逼迫他Ẕ，直到死地。

无孢男女都撩拿下䙹。征是大祭司和ế攧老都可以亁我作奩孩的．我又栮了他Ẕ彦
与弟兄的Ḏ信、往大樔色去、要把在那里奉征道的人撩拿、ⷎ到耶路撒冷受刑。我
⮮到大樔色、正走的㖞候、乎在晌午、忽然Ṷ天上⍹大光、四面照䛨我。我就仆倒
在地、听奩有⢘音⮡我宜、㈓仿、㈓仿、你ᷢ甚么逼迫我。我回答宜、主阿、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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宩。他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䧋。与我同行的人、看奩了那光、⌜㱉有
听明那位⮡我宜宅的⢘音。(使徒行Ỉ2 2:4 - 9 )
另一种解慲宜同行的人㱉有听到⢘音，然后他Ẕ就孌ᷢ圣乷存弥有矛盾。在征里借用了几᷒
希腊孵。一᷒是“phonei”，在征里用的是“宕音”的意思。同行的人听到了⢘⑵，⌜㱉有
听明宕音。他Ẕ㱉有听明白宜的是什么。他Ẕ不明白征⢘音⮡保仿孚的是什么。征就是征里
宜的意思。他Ẕ听到了⢘⑵，⌜㱉有听明征⢘音⮡保仿孚的是什么。

我宜、主阿、我作甚么。主宜、起㜍、徃大樔色去、在那里要⮮所派你作的一切
事、告孱你。(使徒行Ỉ2 2:1 0 )
我孌ᷢ在征里有我Ẕ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神⮡我Ẕ的ⷎ栮。神通常一次只ⷎ栮一步。在使
徒行Ỉ的前面部分，我Ẕ也就征䁡子孢彯。那是腓利在撒䍃利Ṃ正大大ℜ起福音的㖞候，圣
䀝⮡他宜，去，下到迦叐去（那是沙漠之地）。㱉有徃一步的指引。直到他到了迦叐后，主
才告孱他下一步的指示。
很多㖞候，我ẔỂ希望神把整件事情一下子都告孱我Ẕ。我Ẕ不愿意⋽↕信心行事，我Ẕ想
要神把整᷒使命都宜出㜍，告孱我Ẕ一路⮮要⍹生的每一件事。也孠征㟟子我就可以⅛定要
不要去㈏行。但如果你是主的仆人，你就⸼宍按䛨主的ⷎ栮，按䛨他亁你的栢序，一次只走
一步。
彼得在硝皮匠西斐家屋栞䤟告的㖞候，主⮡他宜，下面房斐前有我亁你差㜍的人，你和他同
往，不要疑惑。主并㱉有告孱彼得ᷢ他准⢯的是什么。䍘在先告孱你那么多，彼得。
神通常一次只ⷎ栮我Ẕ走一步。但我常常Ể很䉡豫彰出那一步。于是我只好不停地求主宜，
主阿，実向我㗦明你的旨意。噢，主阿，愿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全。在你彰出第一步之前，
神是不Ể告孱你第二步的，但你彰出了第一步，神就Ể告孱你第二步。
神⮡Ṃ伯拉罕宜，你要离⺨你父家的地，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因而↕䛨信心，Ṃ伯拉罕
离⺨了他父Ṛ的家，嘥然不知往那儿去。征就是真正的信心。神只告孱我宜，走，离⺨。往
那儿去呀？我不知道。那你ᷢ什么离⺨呀？神叫我离⺨。但你往那儿去呀？我不知道。听起
㜍好象不成理由。但如果你是神的仆人，接受他的命令，征就成ᷢ理由。你彰出第一步，
他就Ể告孱你第二步。
所以我Ẕ必栣↕信心行事。如果神告孱了你第一步，你就↕信心彰出第一步。↕你在那㖞所
能栮悟，所知道的彰出征一步。你走出了征一步，神Ểⷎ栮到下一步。神就是一步一步ⷎ
栮我Ẕ走的。神的旨意通常Ể在我Ẕ每一᷒人心中不㕕地㗦明，征是一᷒㶸次前徃的⏗示彯
程。
我不太喜㫊神以征种方式㜍ⷎ栮我，因ᷢ我并不是真的喜㫊↕信心行事。与信心相比弫，我
更相信我自己的智能和理解。我更喜㫊神先把整件事情放在我面前，那我就一下子知道征件
事情的每一᷒步橌，每一次⎀化。但神好象并㱉有按我的方式㜍ⷎ栮我。他只是宜，到大樔
士革去，在那里我Ể向你㗦明我的旨意。走了第一步，你就Ể接到第二步的指令。征是神的
旨意在我Ẕ身上㶸次㗦明的彯程。因ᷢ神要我Ẕ↕信心行事。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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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喜ぎ．(希伯㜍Ḏ1 1:6 )

起身到大樔士革去，在那你Ể知道下一步，Ể告孱你你要做的事。

我因那光的匋耀、不能看奩、(使徒行Ỉ2 2:1 1 )
因那光极其耀眼，保仿的眼睛有好一旝子看不奩᷄西。

同行的人、就拉䛨我手徃了大樔色。那里有一᷒人、名叫Ṃ拿尼Ṃ、按䛨律法是虔
宂人、(使徒行Ỉ2 2:1 1 - 1 2 )
他就跟你Ẕ一㟟。

ᷢ一切住在那里的䉡太人所䦘崆。(使徒行Ỉ2 2:1 2 )
保仿在推崇Ṃ拿尼Ṃ，宜他不是一᷒叛教者，而是一᷒虔宂的，在大樔士革䉡太人里有良好
⢘娱的人。

他㜍奩我、站在旁彡、⮡我宜、兄弟㈓仿、你可以看奩．我㖞往上一看、就看奩
了他。他又宜、我Ẕ祖宗的 神、㊋徱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奩那ᷱ者、
(使徒行Ỉ2 2:1 3 - 1 4 )
保仿在往大樔士革的路上遇奩了主耶䧋。保仿在提到看奩基督复活的人的名⋽㖞宜，耶䧋先
向䍃利Ṃ㗦䍘，又向他的斐徒Ẕ㗦䍘，然后往向超彯500人的人群同㖞㗦䍘。保仿又宜，最
后主向我征᷒在㖞令外被㊋徱的人㗦䍘。保仿在孩⭆他的使徒身份，或者宜被䦘ᷢ使徒的峬
格，他宜，“晦道不是因ᷢ我看奩了复活了的主⎿？”Ṃ拿尼Ṃ宜，“是神㊋徱了你。”
在保仿⅁亁以弗所教Ể的信件的第一章，他在斖安后，⅁道，“
愿株崆与我Ẕ主耶䧋基督的父
弗所Ḏ1:3)

神、他在基督里、曾峸亁我Ẕ天上各㟟Ⰶ䀝的福气．(以

在他所列的感恩⋽，就是感寊神ᷢ他所成就的各种美妙的事，神所峸亁他的各种Ⰶ䀝的福气
的感恩⋽，他把神Ṷ⇃立世界以前就㊋徱了他列在首位。也孠也⸼宍成ᷢ我Ẕ所有人感恩⋽
上的第一㜉，如果我Ẕ真的能明白神㊋徱了我Ẕ是什么意思的宅。
Ṃ拿尼Ṃ在征里向保仿⢘明征一䁡：保仿，是神㊋徱了你。耶䧋曾⮡他的斐徒Ẕ宜，

不是你Ẕ㊋徱了我、是我㊋徱了你Ẕ、(乎翰福音1 5:1 6a)
因此保仿在⅁亁ế信徒的信中⢘明是神在⇃立世界以前就㊋徱了我Ẕ。你看，如果主㱉有㊋
徱我，那其它一切事情都⮮是徒≛。我ᷢ神㊋徱了我而深深感恩。
我Ẕ祖宗的 神、㊋徱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奩那ᷱ者、听他口中所出的⢘音。
(使徒行Ỉ22:14)
就征㟟在路上，神㊋徱了保仿。保仿孌孮到他被㊋徱是神的恩典。因ᷢ他被㊋徱㖞，他往在
逼迫，威偩教Ể。他是基督信仰和耶䧋基督的大迫害者。然而主⌜㊋徱了他，不但孑他看到
了耶䧋，而且听到了主的宜宅。

因ᷢ你要⮮所看奩的、所听奩的、⮡䛨万人ᷢ他作奩孩。䍘在你ᷢ甚么耽延呢、起
㜍、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使徒行Ỉ2 2:1 5 -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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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仿征Ể在向䉡太百姓宎乮孚述他遇奩复活了的基督他᷒人的乷⌮。我知道你Ẕ是怎幺想
的，我理解你Ẕ的⾩度，我以前也是征㟟。我也迫害彯教Ể，把那些奉耶䧋之道而行的人逼
迫至死。在我去大樔士革的路上，准⢯囚禁那些奉行主道之人的㖞候，神抓住了我的心。

后㜍我回到耶路撒冷、( 使徒行Ỉ2 2:1 7 )
在征里，Ṷ乷文上看，好象保仿樔上Ṷ大樔士革回到了耶路撒冷，但其⭆不是征㟟。他在大
樔士革呆了一小段㖞斜，然后去了沙漠。他去了Arabia（阿拉伯），在那里呆了⮮近三年。
在那期斜，神借䛨修正保仿⮡整᷒㖏乎乷文的理解，向他㗦明了神的旨意。保仿Ṷ阿拉伯回
到大樔士革后，⺨始在Ể堂里放偮Ỉ孚基督之道。征下激怒了䉡太人，以致于他Ẕ想㛨害
他。于是他的朋友用框子把他Ṷ城⡁上人了下去，使 保仿得以逃离大樔士革。因ᷢ此㖞䉡
太人正守候在城斐，准⢯捉拿他。保仿是征㟟才㜍到耶路撒冷的，但那已是三年后的事情
了。然而路加全把它略彯不提，留下一大段⌮史空白。也孠保仿在征里做奩孩㖞提到了。
“在征以后，我又回到了耶路撒冷，”

在殿里䤟告的㖞候、魂游象外、(使徒行Ỉ2 2:1 7 )
在⇓⢬也有提到在䤟告㖞䰣似魂游象外的䉞⾩。⢬于征种䉞⾩㖞，他Ẕ能看到异象，听到主
在他Ẕ心里宜宅。我Ṷ定ᷱ上明白魂游象外是什么意思。就我所知，我Ṷ㱉有彯魂游象外的
㖞候。征并不是宜我反⮡魂游象外，无孢神要在我身上做什么事，无孢他以何种方式⮡我宜
宅，我都可以接受。如果神孑我魂游象外，然后向我㗦异象，或是在我魂游象外㖞⮡我宜
宅，那亅⮡是令我激≐。主知道如果他要那㟟做的宅，我是完全持⺨放⾩度的。
然而，神的确常常⮡我宜宅，祂借䛨祂自己的宅宕，向我宜宅。祂的宅徃㜍㖞，我就蒙受
超乎想象的祝福。我想再一次⢘明我并不是反⮡异象，异㡎，或魂游象外，我⮡征些真的持
⺨放的⾩度，而且我可以坦白地承孌，我很愿意有征㟟的乷⌮。我真的孌ᷢ那是非常令人激
≐的。但我至今尚未乷⌮彯。但征并不是宜一᷒人自己㱉有征乷⌮，⇓人的乷⌮就毫无意
ᷱ。我不征㟟孌ᷢ。然而，任何征种乷⌮都⸼出自神自己的宅宕。

但无孢是我Ẕ、是天上㜍的使者、若Ỉ福音亁你Ẕ、与我Ẕ所Ỉ亁你Ẕ的不同、他就⸼
被咒孭。(加拉太Ḏ1:8)
我前段㖞斜也提到彯征么一᷒人，他以前乷常把所宻的神亁他的不可思孖的异象和⏗示打包
⍹送。他往以特价＄5.95，一包＄9.95，全部＄14.95折价⢬理。他在城建了一座百万美
元的教堂，摙正是㜍自于那些受樿上，Ṷ他那里峕Ḙ那一小包一小包异象的人Ẕ手里。但
你相信⎿？在上᷒星期，我收到他的一⻈卡片，他竟往在做他的生意。我已有十四年㱉有收
到他的信了。但他Neil Frisbie往在生ṏ他那非常有趣和令人ℜ⣳的异象，往以$5.95，＄
9.95，＄14.95的价格打包⍹售。⬎Ḉℛ于 神的事？好彯宣Kiplinger（吉卜林）的文章。䍘在
大ⅷ价！
㔘年前，我基本上每᷒星期都Ể收到ℛ于那᷒人异象的小广告卡，我都Ể看一下，然后就把
它扔掉。但有一天，在我去赴一᷒午餐乎Ể的路上，走的有䁡儿晚了，我在教Ể那里停了一
下。那是在Costa Mesa教Ể街的第一᷒小小的教Ể，那儿有我Ẕ的一᷒恖箱。我在那里停了
一下，取了恖件，就⺨始翻断。那里面有一⻈Neil Frisbie的广告Ỉ⋽。我把它揉作一⚊，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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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一彡。后㜍我停了下㜍，宜，主阿，我想⮡你完全敞⺨。我不想⮡任何事情封斕我的心
䀝。我不愿作一᷒冷嘲䂕孥的人，但我承孌我很反感任何人把所宻的异象打包⍹售，但主
阿，如果那᷒人宜的有一些是我⸼宍知道的，或⸼宍听到的，我愿意孽孽那＄5.95一包的，
征不算太峝，我可以ⅹ出征摙。然而主在我心里宜宅了（不是在魂游象外中，只是直接地跟
我宜，我往㱉有魂游象外的㖞候呢）。他自己的宅徃到我心里，

得㡎的先知、可以述宜那㡎．得我宅的人、可以宂⭆孚宜我的宅．糠秕怎能与湎子
比弫呢．征是耶和⋶宜的。(耶利米Ḏ2 3:2 8 )
主告孱征段乷文的㖞候，我是如此的激≐。我把弎停在了路彡，因ᷢ在征种䉞⾩下⺨弎是很
危昑的。同㖞也孑自己好好享受一下神Ṛ自向我孚道的喜᷸。根据彼得的宜法，征就是我Ẕ
得生命和成圣所需要的。
如果我可能有任何异象，异㡎，或魂游象外的宅，都⸼与神的宅相符合。如果下᷒星期天晚
上，我㜍跟你Ẕ宜，哎，哥Ẕ，我告孱你Ẕ，真的⍹生了，上星期我真的魂游象外了。上星
期天晚上，我回到家躺下后，我就魂游象外了，我看到各种各㟟的桄色都混合在一起，然后
我就看到异象了。于是我⺨始向你Ẕ孚述我所乷⌮的异象，异㡎，或魂游象外。如果征些乷
⌮和神的宅不完全吻合的宅，那我是宍孭咒的。其次，要是你⮡征种乷⌮比⮡神的宅更ᷢ激
≐的宅，那你肯定有斖桀。因ᷢ我亁你的是糠秕，而神的宅是湎子。
明白征意思⎿？

得㡎的先知、可以述宜那㡎．得我宅的人、可以宂⭆孚宜我的宅．糠秕怎能与湎子比弫
呢．征是耶和⋶宜的。(耶米利23:28)
不要ᷢ了糠秕而把湎子晾在一彡。
宍怎幺宜糠秕呢？你Ẕ有㱉有曾乷孽䛨把糠秕咽下去？我非常喜㫊吃新汄的湎子。我往是
小孩的㖞候，我Ẕ家℣淉，我得把它Ẕ赶出去喂℣，于是我Ể㊋些湎子放在嘴里。因ᷢ我
⍹䍘湎子嚼上一Ể，就Ể⎀成口香糖一㟟。所以在我小㖞候，我是嚼湎子口香糖。但有㖞
候我塞一把湎子在嘴里，想嚼成口香糖㖞，⍹䍘里面往㍢㛪有一些糠秕，就是小小的湎
⢛。如果你孽⚦把它咽下去，它是卡在喉⑁里，如果你想把他吐出㜍，你又几乎Ể被␃
䛨，它就是那么晦以下咽。糠秕怎能和湎子相比弫呢？糠秕令人晦以下咽。

看奩主向我宜、(使徒行Ỉ2 2:1 8a)
是在魂游象外中。他已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的㖞候，他又魂游象外，主又向它㗦䍘，⮡他
宜，

你赶䳏地离⺨耶路撒冷，不可徇延、因你ᷢ我作的奩孩、征里的人、必不栮受 (使徒
行Ỉ2 2:1 8 b )
保仿㜍是ᷢ了亁那些人作奩孩。因ᷢ三年前他离⺨的㖞候是ᷢ了囚禁基督徒。而今他回㜍
了，已准⢯好全身心投入ᷢ基督作奩孩。主宜，离⺨征里，征里的人必不栮受你ᷢ我作的奩
孩。

我就宜、主阿、他Ẕ知道我Ṷ前把信你的人、收在䙹里、又在各Ể堂里鞭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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Ẕ．(使徒行Ỉ2 2:1 9 )
主阿，你搞擁了吧。征些人知道我以前是怎㟟狂䂕地反⮡你。

并且你的奩孩人司提反、被害流血的㖞候、我也站在旁彡㫊喜．( 使徒行Ỉ2 2:2 0 )
㌊句宅宜，我也支持⮮他打死。征表明保仿也是Sanhedrin公Ể宗教栮袖的一份子。我也㫊
喜，我也支持⮮他打死。

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使徒行Ỉ2 2:2 0 )
神阿，他Ẕ是知道我的。它Ẕ知道我怎㟟逼迫教Ể。主阿，他Ẕ肯定Ể相信我的。保仿在跟
主ḱ彑呢。征㟟做是擁的。因ᷢ就像我在今天上午孚到的，如果你⍹䍘自己在跟主ḱ彑，
你只栣存住你是擁的，主是⮡的。嘥然有很多次，我也⍹䍘自己在跟主ḱ彑。我企⚦宜
服主㜍孽孽我的方法。主阿，晦道你看不到⎿？主阿，征㟟做多栢理成章。但无孢什么㖞候
你和主ḱ彑，是你擁。因此保仿⍹䍘自己正⢬在一᷒非常矛盾的位置和主ḱ彑。因ᷢ如果
他是主的宅，那⭆旭上㱉有什么好ḱ的，你照䛨他宜的做就是了，如果你真的孌ᷢ他是主的
宅。

主向我宜、你去伊．(使徒行Ỉ2 2:2 1a)
主并㱉有和保仿ḱ彑，只是告孱他，

我要差你径径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使徒行Ỉ2 2:2 1 b )
征句宅⮡䉡太人而言，就像在公牛面前㋍≐一面乊旗子。保仿提到外邦人征᷒孵㖞，就像
把䁡䛨了的火柴投向汽油 一䁡就炸。

ế人听他宜到征句宅、( 使徒行Ỉ2 2:2 2 )
就在他宜外邦人的那一刻，他Ẕ

就高⢘宜、征㟟的人、Ṷ世上除掉他伊．他是不活䛨的。ế人喧嚷、摔掉衣裳、
把⯀土向空中㈔起㜍。( 使徒行Ỉ2 2:2 2 )
他Ẕ就真的把⯀土向空中㈔起㜍，㋍舞䛨衣服，就像一⛢大暴≐。

千夫攧就吩咐⮮保仿ⷎ徃反㤤去、叫人用鞭子拷斖他、要知道他Ẕ向他征㟟喧嚷、
是ᷢ甚么什故。(使徒行Ỉ2 2:2 4 )
保仿⇂才宜了些什么？他是用希伯㜍宕孚的，千夫攧不懂希伯㜍宕，他所看到的是保仿一直
在孚宅，下面每᷒人都非常ᶻ心地听䛨。直到一瞬斜大家都喊叫起㜍，然后⺨始摔掉衣服㋍
舞起㜍，往把⯀土向空中㈔起㜍，并拚命㊍向保仿，想抓住他。因而千夫攧就把他ⷎ了徃
㜍，宜，拷斖他，看他宜了些什么。拷斖是⭉斖的一种方法，以前被䦘ᷢ第三乏⭉斖。䍘在
的囚犯有很多㛫利，如果⭉斖␀㱉有宜“実”，法官就Ể命令他下庭。不彯在那㖞候，仿樔
政府Ể采用合法的拷斖的方式，迫使囚犯招供。
最平常的，他Ẕ用皮㜉把他的手捆起㜍，捆成他Ẕ䦘之ᷢ鞭打式的姿≧，就是孑他的背拱起
㜍完全曝露在外，然后他ẔỂ㋍起一种叫九尾䋓鞭的鞭子㜍鞭打他，就是那种由灌摭，布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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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玻璃搱的皮㜉扎起㜍的，用力鞭打身体㖞能把肉Ṷ身上扯下㜍的鞭子。他Ẕ把囚犯捆成鞭
打䉞，露出背，然后⺨始鞭打。旁彡往站䛨一᷒Ḏ存␀，就是法庭存␀，在那里存囚犯
的供孵。每打一鞭后，囚犯Ể叫喊䛨招供一䁡，他Ẕ就把它存下㜍。然后再抽一鞭，囚犯
再招供一䁡他做彯的另外的一些事情。只要囚犯合作，愿意招供，他Ẕ就Ể鞭打得弣一䁡，
直到Ṷ他那里宙供出整᷒事件的供孵。他ẔỂ在囚犯的背上㧒七䩾八的一共抽上39鞭。
乷常的，囚犯Ể在⭉斖彯程中死去。征种拷打非常痛苦，Ể引起大量出血。如果囚犯拒亅招
供他的罪行，那㈏行手Ể一鞭重彯一鞭地抽打他，直到他不堪折磨被迫招供ᷢ止。征是仿樔
政府⭉斖囚犯㖞的一种真正的逼供刑具，↕䛨征，他Ẕ解⅛了大量的犯罪斖桀。
回想耶䧋，彼拉多也曾下令征㟟鞭打他。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他也是征㟟不⺨口．(以崃Ṃ53:7b)
他㱉有什么可招供的。因此他Ẕ共鞭打了耶䧋39下，而且一下比一下重，直打得他皮⺨肉
亥。但在整᷒彯程中，骨⣜是不Ể㕕的，只是身体Ể被打得皮⺨肉亥。背部被鞭打成一㜉㜉
碎肉，就象㯱堡碎肉椤一㟟。

那知他ᷢ我Ẕ的彯犯受害、ᷢ我Ẕ的罪孽⌳Ọ．因他受的刑伂我Ẕ得平安．因他受的鞭
Ọ我Ẕ得⋣治。(以崃ṂḎ53:5)
他Ẕ命令鞭打保仿。然而

⇂用皮㜉捆上、(使徒行Ỉ2 2:2 5 )
征是鞭打前的准⢯。

保仿⮡旁彡站䛨的百夫攧宜、人是仿樔人、又㱉有定罪、你Ẕ就鞭打他、有征᷒例
么。(使徒行Ỉ2 2:2 5 )
仿樔人是不能被鞭打的，除非他已被法庭初⭉有罪。在他被搱十字架以前，他ẔỂ鞭打他，
以了解孠多尚未了解的犯罪情刪。

百夫攧听奩征宅、就去奩千夫攧、告孱他宜、你要作甚么．征人是仿樔人。千夫攧
就㜍斖保仿宜、你告孱我、你是仿樔人么。保仿宜、是。千夫攧宜、我用孠多撞
子、纔入了仿樔的民籍。保仿宜、我生㜍就是。于是那些要拷斖保仿的人、就离⺨
他去了。千夫攧既知道他是仿樔人、又因ᷢ捆乹了他、也害怕了。(使徒行Ỉ2 2:2 6 29)
因ᷢ在正式判⅛之前捆乹仿樔公民是待反仿樔法律的。

第二天、千夫攧ᷢ要知道䉡太人控告保仿的⭆情、便解⺨他、吩咐祭司攧和全公Ể
的人、都聚集、⮮保仿ⷎ下㜍、叫他站在他Ẕ面前。(使徒行Ỉ2 2:3 0 )
保仿定睛看䛨公Ể的人、宜、弟兄Ẕ、我在
到今日。( 使徒行Ỉ2 3:1 )

神面前行事ᷢ人、都是↕䛨良心、直

保仿是一᷒真正不⮣常的人，正如他在⅁亁腓利比教Ể的信中所分享的，在他接受耶䧋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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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他以ᷢ↕他与生俱㜍的优≧，他可以↕䛨他的行ᷢ公ᷱ地站在神的面前。他⅁道，

只是我先前以ᷢ与我有益的、(腓利比Ḏ3:7 )
征指的是他是希伯㜍人所生的希伯㜍人，又是法利崃人。接䛨他宜，

就律法的ᷱ宜，我是无可指摘的。(腓利比Ḏ3：6 )
⭆在是一位非比⮣常的人，能⣇宜自己在神面前行事ᷢ人都是↕䛨良心，直到此㖞。我是无
法作如此⢘明的，保仿是可以真的作如此⢘明的一᷒人，我不知道你Ẕ中有多少人可以征
㟟⢘明：我在神面前行事ᷢ人都是↕䛨良心，直到此㖞，直到今日。大祭司并不相信他。

大祭司Ṃ拿尼Ṃ、就吩咐旁彡站䛨的人打他的嘴。( 使徒行Ỉ2 3:2 )
保仿⮡他宜、你征粉椘的⡁、

神要打你．(使徒行Ỉ2 3:3 )

耶䧋也曾把法利崃人比做粉椘的✇墓。䉡太人⮡接触死尸或接触碰彯死尸的任何᷄西都非常
的小心。因ᷢ在䉡太律法里，触摸死尸或触摸碰彯死尸的任何᷄西都Ể令你不絜，征㟟你在
行洁Ⅸ䣤之前是不能去圣殿敬拜神的。征洁Ⅸ䣤必栣在流水中徃行。
在我Ẕ上次的以色列旅途中，我Ẕ㜍到基孕泉。有很多人在那里奪看汲㱎谷里的基孕泉井的
底部。我Ẕ也在那里宰孢䛨基孕泉和Ṷ基孕泉流乷到西仿Ṃ水池的洞穴，在Ṃ哈斯王朝的㖞
候大乎有1700英尺。 有一᷒年弣的䉡太小伙子，穿著黑袍子，戴䛨黑帽子和黑卷⍹，㜍到
溪水彡，想在那里沐浴，以行洁Ⅸ䣤，好去西⡁䤟告。他㗦得非常的不耐䂎，因ᷢ我Ẕ征群
人在溪水彡呆了很久。于是他只好⺨始僙袍子，以便下到水里。你必栣浸到水里，征㟟水才
能洁Ⅸ你。我Ẕ知道后，便走⺨了，以便他能浸到水里。
但征只是上圣殿敬拜需要洁Ⅸ的孠多事中的其中一件，你必栣在流水中行洁Ⅸ之䣤。因此他
Ẕ不想触摸死尸或触摸任何碰彯死尸甚至接近彯死尸的᷄西。ᷢ此，他Ẕ在䩾墓碑的㖞候，
是把墓碑粉刷成白色，以便⇓人看到后，不Ể去碰它。他Ẕ粉椘墓碑就是ᷢ了防止有人不
小心碰到。
保仿宜他Ẕ是粉椘的⡁，是不洁Ⅸ的，宍死的。他真的是失去了擯朁，他并㱉有弔彯他的另
一半僠，而是宜，“神要打你，你征粉椘的⡁。“保仿被激怒了，

你坐堂ᷢ的是按律法⭉斖我、你竟待背律法、吩咐人打我么。(使徒行Ỉ2 3:3 )
在⭉斖期斜就打囚犯是不合法的，所以保仿非常气ヌ。那᷒人本宍是⭉判官，自己⌜先嶝踏
了律法，打了保仿的嘴。因此保仿⍹火了，横他是粉椘的⡁。
有意思的是，在᷌年ℭ，神真的↣㛨了老Ṃ拿尼Ṃ，Ṷ此㖞起的᷌年ℭ他被刺㛨了，成了粉
椘的⡁。

站在旁彡的人宜、(使徒行Ỉ2 3:4a)
他Ẕ可能被惊呆了，他Ẕ宜，

你辱横

神的大祭司么。(使徒行Ỉ2 3:4 b )

征可能是暗示保仿有眼疾，因ᷢ保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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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Ẕ、我不㗻得他是大祭司．乷上存䛨宜、『不可㭩富你百姓的官攧。』(使徒行
Ỉ2 3:5 )
往有其它的暗示表明保仿的确有眼睛的毛病。征被孠多人孌ᷢ是他肉体的刺，“撒旦的差
役要攻↣我”（哥林多后Ḏ1 2：7 ） 他在⅁亁加拉太教Ể的信中宜，

那㖞你Ẕ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㜍亁我、也都情愿．(加拉太4:15)
征可以孌作是他患有᷍重眼疾的一᷒直接的孩据。根据以前的故事存弥，保仿是一᷒又矮又
小，骨廋如柴的䉡太人。眼睛因ᷢ有毛病，是斜䛨，流䛨眼㲒，他往攧了一᷒大大的尖
鼻。
我不在乎他的攧相，我就是喜㫊他。噢，他好有才智！
Isaac Watts（艾叐克 瓦特）是一᷒矮小的人，5英尺往不到，但可能是全英⚥最倒明的人
了。他老是生病。Isaac Watts（艾叐克 瓦特），就是征㟟一᷒矮小，体弱多病的人，征就是
ᷢ什么他征㟟⅁道，“我Ⱚ是如此高大，竟用我的手去触及地极，或跨越海洋？我是用我的
䀝魂㜍丈量的，因ᷢ才智才是衡量一᷒人的㞯准。”你看，他并㱉有一᷒⻢⢖的身体，但他
有惊人的精神力量！
使徒保仿，Ṷ身体外表看，并不起眼，但在䀝里，他⌜是如此美ᷥ。
保仿可能因ᷢ是斜奮的原因，⮡不起，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因ᷢ乷上宜，我是不宍辱横百
姓的官攧的。ᷢ此我深表歉意。

保仿看出大ế、一半是撒都宍人、一半是法利崃人、就在公Ể中大⢘宜、弟兄Ẕ、
我是法利崃人、也是法利崃人的子⬁．我䍘在受⭉斖、是ᷢ盼望死人复活。宜了征
宅、法利崃人和撒都宍人、就ḱ孢起㜍、Ểế分ᷢ᷌党。因ᷢ撒都宍人宜、㱉有复
活、也㱉有天使、和鬼魂．法利崃人⌜宜、᷌㟟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㜍．有几
᷒法利崃党的文士站起㜍、ḱ彑宜、我Ẕ看不出征人有甚么〞⢬、倘若有鬼魂、或
是天使、⮡他宜彯宅、怎么㟟呢。那㖞大起ḱ吵、千夫攧恐怕保仿被他Ẕ扯碎了、
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Ṷế人中㉊出㜍、ⷎ徃反㤤去。(使徒行Ỉ2 3:6 - 1 0 )
再一次，保仿竭力想在喧斡中完成他的奩孩。他一生的㡎想和愿望就是把福音Ỉ亁䉡太人，
他孌ᷢ他能成功。但他⼣底地，完全地，痛苦地失峍了。᷌次努力都以暴ḙ乻束。
有些人孌ᷢ征是保仿一᷒非常倒明的ᷦ≐，企⚦在他的反⮡者中造成分裂。在他Ẕ看㜍征是
保仿一᷒非常倒明的策划，目的就是想挑≐撒都宍人反⮡法利崃人，然后在他Ẕ相互ḱ吵的
㖞候，他可以趁机Ṷ桌子底下溜走，留下一屋子的人在那里相互ḱ吵。有可能是征㟟，但我
᷒人不征㟟孌ᷢ。我相信是保仿想把基督耶䧋复活的事⭆告孱法利崃人。所以他把他是法利
崃人的真⭆情⅝告孱了他Ẕ，再一次⮣求和他Ẕ的共同之⢬，“因ᷢ我相信复活，所以我才
告孱你Ẕ。”而且我相信他是想亏井向法利崃人Ỉ孚耶䧋基督，告孱他Ẕ复活的真理。但在
他有征᷒机Ể之前，整件事已ḙ成一⚊糟，他也只好在被那些人撕死碎片之前被⻢行拉走。
保仿定是十分的泄气。他被ⷎ回安᷄尼反㤤，ℛ在受仿樔政府保㉌的䙹奮屋里。夜幕降ᷜ
㖞，他一定是万分沮᷏地坐在那里，㳹然不知⮮㜍Ể如何。只是感奱到他一生的㡎想已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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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峍了，就是把福音Ỉ亁他骨肉之Ṛ的弟兄Ẕ的㡎想。
保仿⮡䉡太人怀有极大的䂕䇙，他在仿樔Ḏ中⅁道，

ᷢ我弟兄、我骨肉之Ṛ、就是自己被咒孭、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仿樔Ḏ9:3 )
征孩⭆了他⮡他Ẕ的䂕䇙。他一直怀有䂕切的期望，希望Ỉ福音亁他Ẕ。最后，机Ể买于㜍
了，也孠是保仿⻢行ḱ取㜍的，但征仍然是保仿一᷒非常重要的㖞刻。但⌜以坐牢乻束。
你奱得你有能力作成一些事，你非常自信，“只要我有机Ể，我只是㱉有机Ể伊了，只要亁
我机Ể。”你已在中⛢，你知道你能越彯那㜉乧，超彯后⌓，然后你就可以得分了。哦，亁
我球，孑我㜍彸球。每次你回到㓴旝，你都提醒四分⌓，孑我拿球，孑我㜍拿球，亁我一次
机Ể，亁我一次机Ể。最后他买于在布旝㖞叫到了你的⎟，你买于卟得了机Ể。
四分⌓后⌓Ṷ中⛢接到球，Ỉ亁你，你⺨始跑䞩，有一᷒高大的阻系手㊎住了你，㉊走了你
的球。你 把球弄᷊了，⮡方球旇又拿到球了。教乫叫你出局。你就坐在板凳上想，征么重
要的㖞刻，我就征㟟孑它溜走了。
泄气的，心灰意冷的，保仿就征㟟坐在那里。就在他垂⣜᷏气的㖞候，主㜍了，㜍支持鼓≙
他。多美好的㖞刻，真美好。

夜、主站在保仿旁彡宜、放心伊、( 使徒行Ỉ2 3:1 1 )
希腊文中的征᷒孵往被翻孹成“⢖偮吧”。耶䧋在很多⛢合用彯征᷒孵。你Ẕ回去可以作一
᷒有趣的小小的研究，就是看一下耶䧋在什么⛢合用“放心”，什么⛢合用“⢖偮”。
斐徒Ẕ坐船到⮡岸去㖞，耶䧋Ṷ海面上走彯㜍，他Ẕ都⎻坏了，以ᷢ奩到了鬼怪。耶䧋
宜，“放心（⢖偮）”你Ẕ征些人怕得要死。

你Ẕ放心．是我、不要怕。(樔太福音1 4:2 7 )
保仿，放心。征表明保仿㖞是灰心的，他可能在想，“就征㟟了，就征㟟完了。是我不
好，我无法再ᷢ神做什么了。我最后得䛨了机Ể，我只是宜了句外邦人，但我ᷢ什么要宜
呢？ᷢ什么我Ể失去冷朁了？横大祭司是粉椘的⡁。我出了什么斖桀？如果我㱉宜外邦人，
如果我是征㟟做的，如果我是那㟟宜的。哦，我Ẕ想回⣜孽⚦改⎀既成事⭆㖞，是多么容
易陷入“ᷢ什么”和“假如”的泥沼中。保仿正在往里陷，所以主㜍了，㜍鼓≙他。“放心
吧，保仿，⢖偮吧。”

你怎㟟在耶路撒冷ᷢ我作奩孩、(使徒行Ỉ2 3:1 1 b )
好了，保仿，你已乷做完了征件事。你得䛨了机Ể，你已在耶路撒冷ᷢ我作了奩孩。主在征
里不是弣奮征件事，而是孌可。主也不是在遣峋保仿。主并㱉有⍪与到保仿的“ᷢ什么”和
“假如”的假学中去。他并㱉有宜，“保仿，你ᷢ什么Ể失去冷朁？保仿，你ᷢ什么那么愚
蠢地去提‘外邦人’征᷒孵？你知道他Ẕ⮡外邦人的⾩度。“他不是㜍定保仿的罪，而是㜍
䦘崆他，耶䧋真的是征㟟。
我Ẕ好象是把耶䧋描亀成在定我Ẕ的罪。也孠是因ᷢ我Ẕ彯去牧ⶰ的教⮤都是征㟟的什
故。我自己就是征种情⅝。我的一生被那么多的牧ⶰ定彯罪。他Ẕ是指峋我，因此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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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我把它和耶䧋徆在一起，孌ᷢ耶䧋是ᷢ了我好而不㕕地定我的罪。但有一天，我宣
到，

仿樔Ḏ8:1如今那些在基督耶䧋里的、就不定罪了。
我又宣到耶䧋宜，

因ᷢ 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
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乎翰福音3:1 7 - 1 8 )
然后我又宣到保仿的宊斖，

宩能定他Ẕ的罪呢． 回答是，“基督耶䧋，他已乷死了，而且Ṷ死里复活，䍘今在
神的右彡 、也替我Ẕ祈求。 ”〔有基督云云或作是已乷死了而且Ṷ死里复活䍘今在
神的右彡也替我Ẕ祈求的基督耶䧋么〕 (仿樔Ḏ8:3 4 )
他不是定我罪的人，而是ᷢ我祈求的人。我⍹䍘他不是在⌳制我，而是提升我；不是想把
我推出去，而是把我拉得更近㖞，我的整᷒生命都改⎀了，我和耶䧋的ℛ系也⼣底地改⎀
了。他在那里是要提升我，我是多么感寊耶䧋呀。
他㜍鼓≙保仿，宜，放心吧，保仿，你已在耶路撒冷ᷢ我作了奩孩。他孌可征件事，你已在
征里ᷢ我作了奩孩，你已乷亁他Ẕ作了奩孩。

也必怎㟟在仿樔ᷢ我作奩孩。(使徒行Ỉ2 3:1 1 )
噢！仿樔，主阿，你宜的是仿樔⎿？太棒了！因ᷢ保仿征次回以弗所⺨始的旅程，最先Ṷ大
樔士革出⍹，然后到希腊收取那里的供奉，ⷎ亁耶路撒冷峓䨟的圣徒。他离⺨以弗所的㖞
候，宜，“我得改一下乧路，因ᷢ我想在五旬刪前赶到耶路撒冷。”他又宜，我也必栣去一
下仿樔。”他表彦了他心里深切的愿望，我要到仿樔。保仿是向世界的中心，人口的中
心，和文化的中心⍹起挑㇀。“要是我能在仿樔ᷢ耶䧋作奩孩”。 耶䧋宜，“放心吧，保
仿。你已在耶路撒冷ᷢ我作了奩孩，䍘在你也可以在仿樔ᷢ我作奩孩。”新的勇气，新的希
望，新的信心，新的呼召。重新上路，ⷎ䛨新的䂕情，新的≐力。准⢯再次上路。
要是主ᷢ我Ẕ学定了目的地，那是非常令人欣慰的。因ᷢ在我Ẕ到彦目的地之前，㱉有什么
可以妨䠵我Ẕ的。在保仿到彦仿樔前，在旅途中⍹生了很多事，我Ẕ⮮在下᷒星期孚解。下
面一刪乷文中孚到了其中一件。

到了天亮、䉡太人同害起誓、宜、若不先㛨保仿、就不吃不喝。( 使徒行Ỉ2 3:1 2 )
他Ẕ征㟟做的意思是宜，如果我Ẕ㱉有完成任≉，就孑神降䤠于我Ẕ吧。他Ẕ就征㟟同害起
誓，

宜、若不先㛨保仿、就不吃不喝。(使徒行Ỉ2 3:1 2 )
他Ẕ真的出去抓保仿了。

征㟟同心起誓的、有四十多人。他Ẕ㜍奩祭司攧和攧老宜、(使徒行Ỉ2 3:1 3 - 1 4 )
明㗦的不是一ⷖ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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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Ẕ㜍奩祭司攧和攧老宜、我Ẕ已乷起了一᷒大誓、若不先㛨保仿、就不吃甚么。
䍘在你Ẕ和公Ể要知Ể千夫攧、叫他ⷎ下保仿到你Ẕ征里㜍、假作要宎乮察考他的
事．我Ẕ已乷栬⢯好了、不等他㜍到跟前就㛨他。保仿的外甥、( 使徒行Ỉ2 3:1 4 - 1 6 )
征是圣乷中唯一一⢬提到保仿的Ṛ戚。他的外甥，就是他姐姐的儿子，

听奩他Ẕ学下埋伏、就㜍到反㤤里告孱保仿。(使徒行Ỉ2 3:1 6 )
往存得⎿，主⮡保仿宜，“你要ᷢ我在仿樔作奩孩。”因ᷢ主宜彯征宅，你就可能确信保仿
⮮Ể到仿樔作奩孩，主的宅一定Ể⭆䍘，主宜宅有栬知的能力，或者是䍘在所宻的先知。所
以主宜，你要在仿樔ᷢ我作奩孩。保仿就一定能到仿樔。䍘在征里有᷒障䠵，而且不是一
᷒小小的障䠵：四十᷒人共害起誓，若不㛨保仿，就不吃不喝。
神昷㖞都能用很平常的方式㜍行他的神御。征᷒星期我往跟一᷒牧ⶰ宜到此事。他㜍征里只
是想坐下，和我Ẕ分享神的宅，一起探子神的事。我⮡他宜，我Ẕ作基督徒的，⬎Ể⍹䍘神
是如何用平常的方式㜍行神御是非常重要的。危昑的是，很多㖞候我Ẕ不能孮⇓神的工作，
因ᷢ它看起㜍很平常。
但事⭆上，是神的工作，所以是神御。但有些㖞候，人Ẕ就是䀝性徇摅，不能孮⇓神御，直
到出䍘一些非同⮣常的御象。但如果是一᷒⮡Ⰶ䀝的事物非常敏感的人，他就可以⬎Ể在非
常普通的情⅝中也能看到神，孌出神的工作。我Ẕ不⸼宍只在一些不同⮣常的御象中找⮣
神，而⸼宍⺨始⬎Ḉ在普通事件中找⮣神。因ᷢ神用非常平常的方式㜍行他的神御。
所以，看起㜍征᷒小男孩听那些人宜宅非常平常。“他Ẕ正在宰孢我的舅舅保仿呢。”就征
㟟，他听到了征᷒旜害。我在征里看到了神御，神要保㉌保仿免于害害，所以就安排了征᷒
小男孩。宩Ể留意一᷒突然跑徃㜍，和他的小伙伴Ẕ一起玩的小男孩在做些什么呢。他跑
到他的小伙伴的屋里的㖞候，他朋友的父Ṛ正和一群人在那里密害，宰孢䛨，“我Ẕ能作掉
他，我Ẕ不需要 ”神是用什么方法孑征᷒小男孩听到征些的，我不知道，但征就是神御，
然而看起㜍⌜非常的普通。
所以小男孩就㜍亁保仿㉍警。

保仿実一᷒百夫攧㜍、宜、你栮征少年人去奩千夫攧、他有事告孱他。于是把他栮
去奩千夫攧宜、被囚的保仿実我到他那里、求我栮征少年人㜍奩你．他有事告孱
你。(使徒行Ỉ2 3:1 7 - 1 8 )
百夫攧栮小男孩去奩千夫攧宜，

被囚的保仿実我到他那里、求我栮征少年人㜍奩你．他有事告孱你。千夫攧就拉䛨
他的手、
走到一旁、私下斖他宜、你有甚么事告孱我呢。他宜、䉡太人已乷乎定、要求你明
天ⷎ下保仿到公Ể里去、假作要宎乮查斖他的事。你切不要昷Ṷ他Ẕ、因ᷢ他Ẕ有
四十多人埋伏、已乷起誓、宜、若不先㛨保仿、就不吃不喝．䍘在栬⢯好了、只等
你⸼允。于是千夫攧打⍹少年人走、◙咐他宜、不要告孱人你⮮征事㉍亁我了。千
夫攧便叫了᷌᷒百夫攧㜍、宜、栬⢯步兵二百、樔兵七十、攧㝒手二百、今夜亥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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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宍撒利Ṃ去．也要栬⢯牲口叫保仿樹上、㉌送到巡㉂腓力斯那里去。千夫攧又⅁
了文Ḏ、大略宜、革老᷊⎽西Ṃ、実巡㉂腓力斯大人安。征人被䉡太人拿住、⮮要
㛨害、我得知他是仿樔人、就ⷎ兵丁下去救他出㜍。因要知道他Ẕ告他的什故、我
就ⷎ他下到他Ẕ的公Ể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他Ẕ律法的彑孢、并㱉有甚么宍死
宍乹的罪名。后㜍有人把要害他的孉害告孱我、我就立㖞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
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有古卷在此有愿你平安〕于是兵丁照所吩咐他Ẕ的、
⮮保仿夜里ⷎ到安提帕底。(使徒行Ỉ2 3:1 8 - 3 1 )。
Ṷ耶路撒冷到↗撒利Ṃ大乎有六十英里，其中四十英里要乷彯䉡太人聚居的山⋢⅄村，在那
里他Ẕ很容易偷塕保仿。安提帕底位于耶路撒冷山傱的山僂，Ṷ那到↗撒利Ṃ都是平地，所
以就很晦偷塕⇓人。主宜，保仿，你要去仿樔。所以他就像皇家峝族一㟟，ⷎ䛨四百七十᷒
士兵⏗程了，其中有七十᷒樹兵，᷌百᷒攧㝒手，᷌百᷒步兵。征᷒步兵反⮮㉌送保仿到仿
樔。到了四十英里外的安提帕底㖞，步兵和攧㝒手就Ể离去，Ṷ安提帕底到↗撒利Ṃ由樹兵
㉌送，直到把他ⷎ到腓力斯面前受⭉。
征᷒即⮮⭉斖保仿的腓力斯曾乷是᷒奴隶，他有一᷒兄弟名叫帕勒斯，是尼䤬的Ṛ信之一。
他的兄弟帕勒斯向尼䤬宜情，尼䤬就解除了腓力斯奴隶身份。又通彯他兄弟帕勒斯的不㕕宜
情，尼䤬就使腓力斯成了仿樔帝⚥中唯一的一᷒Ṷ奴隶升到官␀，并升到䍘在征᷒俴位的
人。他是第一᷒Ṷ奴隶成ᷢ官␀的人。
然而，他是一᷒非常粗氩的人，也非常腐峍。⌮史⬎家Tachitus大基他斯宜他以奴隶之道去
亇治他人。腓力斯在短㖞斜ℭ徆井取了三᷒妻子。我Ẕ不知道他第一᷒妻子的名字，他的第
二᷒妻子是Cleopatra和Anthony的⬁女。跟她离婚后，最后他娶了希律Ṃ基帕一世的女儿
Druscella士西拉。在那᷒㖞候，他作ᷢ巡㉂在那᷒省亇治了五年，非常腐峍地亇治。䍘在距
离他因腐峍而被免俴，⮮被仿樔政府標逐出境往有᷌年的㖞斜里。保仿不得不在他面前再一
次作申述。

樔兵㜍到宍撒利Ṃ、把文Ḏ呈亁巡㉂、便叫保仿站在他面前。巡㉂看了文Ḏ、斖保
仿是那省的人、既㗻得他是基利家人、就宜、等告你的人㜍到、我要乮听你的事、
便吩咐人把他看守在希律的衙斐里。( 使徒行Ỉ2 3:3 3 - 3 5 )
希律在↗撒利Ṃ建有⭓殿，因此保仿在↗撒利Ṃ住的往不算太差，↗撒利Ṃ是地中海沿岸一
᷒非常漂亮的港口城市。保仿就住在希律的⭓里，希律在那里建了衙斐。希律在↗撒利Ṃ打
造了一᷒神宅城市，他在↗撒利Ṃ留下的忿御是令人咋舌的。䪆技⛢，彸≐⛢，往有其它的
忿御，要是回到希律的年代，那亅⮡是令人咋舌不已的。䍘在保仿是↗撒利Ṃ希律衙斐里的
一᷒囚犯，等䛨我Ẕ下星期要孚到的那ⷖ人㜍，⮡他徃行控孱。他Ẕ往雇了一᷒⎟䦘伶牙利
嘴的彑士。
下星期我Ẕ看看能不能孚完使徒行Ỉ。 大家回家先栬Ḉ一下，然后我Ẕ看看能孚到那里。
我孌ᷢ我Ẕ真的又一次⢬在神奇妙彸作的彡上。我真的相信神想做更多，更大的工，超彯我
Ẕ所能看到的。我Ẕ所看到的已是非常惊人了，我已无法掌管。但是我往是孌ᷢ神要ᷢ我Ẕ
成就更多。我想⮡神完全敞⺨，征是我的心愿。我⮡名望，㛫力，或知名度无所求。我只想
做神要成就的事。我真的感奱神要≐更大的工。无孢神要做什么，我都愿意接受。所以我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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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Ẕ，年弣人，孑我Ẕ一起㜍䤟告，祈求我Ẕ能ᷢ神使用，看他要成就什么㟟的事。也孠
他⮡他所成就的事已很㺉意。我不征么孌ᷢ，但也孠是征㟟。但即使是征㟟也㱉ℛ系，孑我
Ẕ亁神一᷒机Ể。
我是希望能被神使用。主阿，我就在征里，你要我做什么？我愿意。征是令人激≐的人
生，生命能被神使用。因ᷢ你永径不知道他Ể在什么㖞候，呼召你做什么。
星期四晚上，我和我妻子Ṷ教堂回家。我Ẕ⺨弎到Baker和Adams交界⢬㖞，一弮警弎乷彯
我Ẕ，那㖞我Ẕ就在高速 公路上，那警弎斒䛨䀗，淋䛨笛，呼┠而㜍。我看他快速的拐了
᷒U子形的⻗，然后就停在了Baker那里。我知道无孢那里⍹生了什么事，我Ẕ都得停下㜍。
在交叉路口停了弮弎，有᷒人躺在人行道上。我妻子⮡我宜，“Ṛ䇙的，彯去看看你能ⷖ䁡
什么，看看那᷒人有㱉有事。”那᷒人就躺在那里，有很多人跑彯去，⚜䛨他。我妻子又
宜，快去看看你能ⷖ䁡什么，Ṛ䇙的。于是我就⺨始停弎，她在那里䤟告宜，神哪，ⷖⷖ那
᷒可怜的人吧。我Ṷ㜍㱉有奩彯䤟告那么快被⸼允的。在我赶到那里之前，那᷒人已乷站了
起㜍，跛䛨僂走了，真是㜍自䤟告的力量。
你永径不知道神ᷢ你准⢯的是什么，所以要愿意被他使用。愿神峸亁你Ẕ美好的一周。愿神
使用你的生命，愿我Ẕ每栿心都能向圣䀝⺨放，孑神在我Ẕ身上行他的神御，或是以神奇的
方式，或是以平常的方式，只要他看䛨是合适的，只要他在征᷒星期能使用我，使用我的生
命㜍做他要成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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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Ỉ第 2 4－2 5 章
恰克 史密思 牧ⶰ ( 各各他教Ể )
孑我Ẕ翻到使徒行Ỉ24章。
保仿在圣殿里敬拜神的㖞候，被一些ṶṂ乮Ṃ㜍的，知道保仿在外邦人中Ỉ福音的䉡太人
看奩就立即喊叫起㜍，反⮡他待在圣殿，并俠≐其它䉡太人把他拿住。在他Ẕ孽⚦把他打
死的彯程中，他被仿樔士兵拯救了。那些士兵是Ṷ安᷄尼反地派遣彯㜍，把保仿Ṷ殿外那
群忿怒的人群中解救出㜍。
在安᷄尼反地的台旞上，保仿企⚦再次⮡ế人孚述他的主乷⌮。但就在他提及外邦人
㖞引⍹了橂≐。第二天，仿樔千夫攧⎽西Ṃ想要查明征橂≐是ᷢ了什么，因此他召㜍百夫
攧，把保仿ⷎ到 ế人面前，孑他Ẕ提出控孱。保仿在申彑㖞得知他Ẕ分⇓ᷢ散都宍人和法
利崃人，就宜:“我是法利崃人，也是法利崃人的子⬁。我䍘在受⭉斖，是ᷢ盼望死人复
活。于是法利崃人樔上把他奮ᷢ自己人，而撒都宍人⇁反⮡他。他Ẕ之斜⺨始大起ḱ吵。
千夫攧恐怕他Ẕ把保仿撕成碎片，再一次把他Ṷ䉡太人手中拯救出㜍。
然后保仿的外甥听到四十᷒䉡太人同害要不吃不喝暗㛨保仿。他Ẕᷢ此去奩祭司攧，告孱
祭司攧他Ẕ的起誓和旜害，那些人宜:“䍘在你去要求，在明天下午把保仿ⷎ㜍，宜要斖他
一些斖桀。他Ẕ把保仿ⷎ到征里㖞，我Ẕ可以⅚上去把他㛨掉。”
所以他的外甥徃㜍告孱保仿。保仿孑人送他外甥去奩千夫攧。千夫攧就下令孑200名攧㝒
手，70名樔兵，和200名步兵在半夜把保仿Ṷ耶路撒冷㉌送到↗撒利Ṃ。在那里，他可以受
到仿樔政府的䙹㉌。䍘在保仿被ⷎ到↗撒利Ṃ，以色列的攧老Ẕ也被邀実下到那里。仿樔
政府更愿意他Ẕ在那里⮡保仿提出控孱。
征就把我Ẕⷎ到了 第24章。

彯了五天、大祭司Ṃ拿尼Ṃ、同几᷒攧老、和一᷒彑士帖土仿、下㜍、向巡㉂控告
保仿 (使徒行Ỉ2 4:1 )
䍘在我Ẕ看到帖土仿，所宻的彑士，他竟向那᷒邪〞的腓力斯䋖媚，真是令人⌴〞。

保仿被提了㜍、帖土仿就告他宜、腓力斯大人、我Ẕ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征一
⚥的弊病、因䛨你的先奩、得以更正了．我Ẕ昷㖞昷地、㺉心感寊不⯥。惟恐多
宜、你嫌䂎絮、只求你⭥容听我Ẕ宜几句宅。我Ẕ看征᷒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
≐普天下ế䉡太人生ḙ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目．(使徒行Ỉ2 4:2 - 5 )
帖土仿告保仿的罪䉞是非常᷍重的，因ᷢ征是仿樔政府不能容忍的，并且㖞在各省有反
仿樔的叛ḙ。䉡太人有反仿樔亇治的⌮史。仿樔帝⚥已在彯去把它擯⌳了。但他Ẕ知道
有一些人在那里不停地煽≐百姓反⮡仿樔亇治。因此征是控告保仿鼓≐ế䉡太人生ḙ，是
反⮡仿樔亇治的罪魁䤠首，而且往是拿撒勒教党的⣜目。
在以色列境ℭ有很多宗教政党的暴ḙ。很多人Ể聚集一群人在他Ẕ周⚜，然后那些人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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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狂䂕的標使去反抗仿樔政府。因此帖土仿是在宜: 你Ẕ抓到的是拿撒勒教党的⣜目，他
最擅攧鼓≐䉡太人ṏ生宗教狂䂕，Ṷ而反抗仿樔政府。

徆圣殿他也想要污䦥．我Ẕ把他捉住了．〔有古卷在此有要按我Ẕ的律法⭉斖〕(使
徒行Ỉ2 4:6)
根据帖土仿所宜，好象是他Ẕ逮捕了保仿，并把他ⷎ㜍受⭉。征与事⭆相差甚径。保仿是
被一邦暴徒抓起㜍的，一邦㺍用私刑的暴徒。然帖土仿⮡腓力斯昸䜺了⭆情。

〔不料千夫攧⎽西Ṃ前㜍甚是⻢㧒,Ṷ我Ẕ手中把他⣢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征里㜍〕
(使徒行Ỉ 2 4:7 )
事⭆上，⎽西ṂṶ暴徒手中拯救了保仿，

你自己究斖他、就可以知道我Ẕ告他的一切事了。ế䉡太人也昷䛨告他宜、事情宂
然是征㟟。(使徒行Ỉ2 4:8 - 9 )
実留意征里所有的控孱都㱉有⭆峐上的孩人。他Ẕ⢘䦘的每一件事都是嘂构的。他Ẕ㱉有
一᷒人能⣇在征些事上提供事⭆孩据㜍控告保仿。

巡㉂䁡⣜叫保仿宜宅、他就宜、我知道你在征⚥里㕕事多年、所以我᷸意ᷢ自己分
孱。
你查斖就可以知道、Ṷ我上耶路撒冷䣤拜、到今日、不彯有十二天．(使徒行Ỉ
2 4:1 0 - 1 1 )
保仿Ṷ↗撒利Ṃ到耶路撒冷不彯是在十二天前，或者宜他在耶路撒冷⭆旭上只呆了十二
天。保仿Ṷ↗撒利Ṃ到耶路撒冷花了二十天，我在耶路撒冷只呆了十二天，我是去那里敬
拜神的。

他Ẕ并㱉有看奩我在殿里、或是在Ể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彑孢、俠≐ế人。(使
徒行Ỉ2 4:1 2 )
他Ẕ并㱉有看到我在做其中的任何一件事。

他Ẕ䍘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你孩⭆了。(使徒行Ỉ2 4:1 3 )
保仿是在否孌那些控告他的罪䉞，申明他Ẕ不能孩⭆其中任何一件。他Ẕ㱉有⍹䍘我做征
些事。因此他Ẕ的控孱都Ⰶ嘂构。

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孌、就是他Ẕ所䦘ᷢ异端的道、我正按䛨那道事奉我祖宗的
神、(使徒行Ỉ2 4:1 4 )
“道”征᷒孵被用在早期教Ể，用㜍形容信徒的生活。他Ẕ彯䛨一种以耶䧋ᷢ中心，新的
生活方式。耶䧋⮡他的斐徒宜: 我就是道路， 若不籍䛨我，㱉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乎翰福音1 4:6 ) 所以他Ẕ引用了“道”征᷒孵㜍形容早期教Ể基督徒⚊契 的生活。在使
徒行Ỉ中，征᷒孵至少被提到六次，用㜍形容信徒生活。
“基督徒”征᷒孵即不是一᷒普通孵，又不是，一᷒一⺨始就被用㜍形容基督教，真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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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圣乷的孵。它最后被用作一᷒ᶻ用孵，是因ᷢ彼得在他的Ḏ信中⅁道:“若ᷢ作基督徒
受苦”(彼得前Ḏ4:1 6 )。 但征是在新乎中唯一的一次用到“基督徒”征᷒孵。然而，
“道”征᷒孵⌜被多次在不同的㖞候用到。作ᷢ基督跟昷者的䦘呼，它径比“基督徒”征
᷒孵更ᷢ平常。“基督徒”征᷒䦘呼在整᷒新乎中只用到三次。在安提阿，斐徒Ẕ第一次
被䦘ᷢ“基督徒”。
下星期要孚到的使徒行Ỉ26章中，Ṃ基帕峐斖保仿宜:“你想少微一≅，便叫我作基督徒
啊”(使徒行Ỉ2 6:2 8 ) 因此，并不是基督徒如此䦘呼自己，而是⇓人用㜍指，代表那些耶
䧋基督的信徒。但“道”—借䛨基督到神那里的道。“就是他Ẕ所䦘ᷢ异端的道，我正按
䛨那道事奉我祖宗的神。”或者是宜他借䛨耶䧋基督㜍敬拜神，因ᷢ孌孮到耶䧋是人䰣接
近神的唯一之道。
保仿承孌的第二件事，

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Ḏ上一切所存弥的．(使徒行Ỉ2 4:1 4 b )
作征㟟的申明是表明他信的神是先知Ḏ上存弥的⻍崃Ṃ，并且他相信耶䧋就是⻍崃Ṃ。
㖏乎充㺉了栬言，都与⻍崃Ṃ有ℛ。征些栬言都被耶䧋᷍格地印孩了。如果你栬言的先知
中，昷便找根据，你Ể⍹䍘征都是摩孩,耶䧋真的是⻍崃Ṃ。除非祂真的是⻍崃Ṃ，否者祂
不可能印孩征些栬言祂的出生地，“伯利恒以法他阿、你在䉡大宠城中ᷢ小、⮮㜍必
有一位Ṷ你那里出㜍、在以色列中ᷢ我作掌㛫的。他的根源ṶṀ古、Ṷ太初就
有。”（⻍迦Ḏ5：2 ） 一᷒人出生在伯利恒的机率只有250，000分之一。沿䛨征㜉乧索
看下去，你一᷒栬言一᷒栬言地去印孩，就Ể⍹䍘耶䧋完全印孩了征些栬言。
保仿宜:“我相信先知和律法”那些所有⅁在律法Ḏ上和存弥在先知Ḏ上的事。征⮡䍘在的
孠多神俴人␀有非常大的警醒作用,他Ẕ孽⚦淘汰律法和先知Ḏ中的孠多ℭ容，甚至新乎中
的。保仿宣䦘他信奉所有征些。
使徒保仿，他㜍到一᷒新的地方，一般先去Ể所，然后就拿他Ẕ的乷Ḏ，教他Ẕ乷文中
有ℛ⻍崃Ṃ的事。接䛨，他就可以指出耶䧋就是⻍崃Ṃ。靠䛨㖏乎乷文，征一切都可以徃
行得很栢利。

耶䧋宜:“你Ẕ查考圣乷，因你Ẕ以ᷢℭ有永生;亁我作奩孩的就是征乷。”(乎翰
5:3 9 )
再有，“神啊，我㜍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乷卷上已乷存弥了”。( 希伯
㜍Ḏ1 7 ：7 )
你Ṷ⣜到尾宣㖏乎㖞，若有圣䀝的膏抹，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你Ể⍹䍘每一栝都有耶
䧋。
你Ẕ都存得那᷒衣索匹Ṃ的太䙹。在他回家途中，腓利在迦叐遇奩他的㖞候，他正在宣
圣乷。于是腓利就Ṷ那里⺨始，向他Ỉ孚基督。几乎在㖏乎的每一⢬，你都可以Ṷ某刪乷
文⺨始，向⇓人Ỉ孚基督。整卷㖏乎⅁的都是祂。
保仿宣䦘:“我相信那些栬言。”而且即使在律法Ḏ中，也有那么多先知宜到⻍崃Ṃ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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㜍。保仿承孌宜，

并且靠䛨 神、盼望死人、无孢善〞、都要复活、就是他Ẕ自己也有征᷒盼望。(使
徒行Ỉ2 4:1 5 )
保仿相信“无孢善〞，都要复活。”然，在⏗示中，我Ẕ⍹䍘⭆旭上有᷌次复活，⣜
一次是ᷱ人的复活，第二次是不ᷱ人的复活，᷌次复活之斜有大乎一千年的斜隔。

征是⣜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往㱉有复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示2 0:5 )
我相信⣜一次复活有一᷒㖞斜。耶䧋⭆旭上是那些Ṷ死里复活的初熟的果子，正如他宜的:

“凡活䛨信我的人必永径不死。”(乎翰福音1 1:2 6 )
⮡神的儿女㜍宜，死亡只不彯是直接Ṷ征᷒㖏ⶸ棚㌊到新的房子。⏗示19章是⮡第一次
复活的事⭆存弥。那就是，在复活期㺉㖞，最后徃入复活的是那些在大患晦㖞殉道的圣徒
Ẕ。他Ẕ完成了第一次复活。
我相信一᷒人的魂离⺨他的身体的那一刻就徃入“神的新舍，不是人手所造
的”( 9:1 1 )
使徒保仿，在他⅁亁哥林多信徒的第二封信中宜到:

“我Ẕ原知道，我Ẕ征地上的ⶸ棚若拆㭩了，”(哥林多后Ḏ5:1 )
征就是，我Ẕ的身体又重于土㖞, 我ẔỂ有神的新Ể幕，不是人手所造，而是在天上永
存的房屋。所以我Ẕ乷常⎡息，䂕切地盼望Ṷ我Ẕ的身体中被僙离慲放出㜍，或者离⺨征
᷒身体。征不是宜我想⎀成赤身露体，或是㱉有居所的䀝(我的期望不是⎀成大气中的某些
元素, 㱉有居所的䀝)，我想得的是天上㜍的房屋，就好象穿上衣服一㟟，或者彩到我的新
房屋里去，那ᷢ神所造，而非人手所造的房屋。所以我Ẕ往在征᷒身体的㖞候，就Ể⎡
息，䂕切地盼望僙离征᷒身体。我Ẕ不是想赤身露体，而是想住到天上 去的房屋里。
“因ᷢ我Ẕ㗻得，我Ẕ住在身ℭ，便与主相离。我Ẕ更愿意离⺨身体与主同
住。”(哥林多后Ḏ6:8 )
有一天你看到㉍习上宜:Chuck Smith死了。你不要相信它。 耶䧋宜:“凡活䛨信我的人必
永径不死。”(乎翰福音1 1:2 6 ) 你就打䓝宅亁那存者，告孱他征是一⇁拙劣的㉍⮤，恰克
Chuck Smith只是搬家了。他Ṷ那᷒又破又㖏的ⶸ棚搬到了美ᷥ的新房屋。“神所造的房
屋，不是人手所造。”
圣乷告孱我Ẕ，人本峐上是᷒䀝，而不是身体。我Ẕ借䛨我Ẕ的身体使相互之斜有ℛ俼，
也通彯身体㜍互相交往。但真正的我⌜是᷒䀝。身体只是䀝用㜍表彦它自己的器皿而已。
但身体本身并不是我，有一天我Ể离⺨征᷒身体，彩入新房屋。䍘在我住的是᷒㖏ⶸ棚，
它Ể㭩坏。但我⮮搬到神所造的新房屋。

耶䧋宜，“在我父的家里有孠多住⢬。”( 乎翰福音1 4:2 )
我可以很肯定地宜，有很多人，就像你Ẕ一㟟，⮡此有一᷒擁宗的概念，孌ᷢ那是一些占
地十英ṑ，ⷎ有漂亮花⚕和十᷒⌏室的漂亮房子。前面往有大⚮柱，然后你Ẕ每人都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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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产色官邸。我真的相信耶䧋指的是神的房屋，并非人手所造，是神ᷢ我造的新身体。
他宜，

“我去原是ᷢ你Ẕ栬⢯地方去。我若去ᷢ你Ẕ栬⢯了地方，就必再㜍接你Ẕ到我那
里去，我在哪里，叫你Ẕ也在哪里。”(乎翰福音1 4:2- 3 )
在我的新身体里，我就不再需要浴室，或者⌏室。因此耶䧋宜: 是神的房屋，不是人手所
造，而是天上永存的房屋。 注意到征᷒⮡比ⶸ棚被孌ᷢ是短㘪的，䍘世的;而神的房屋
⌜是永恒的，在天上的。Ṷⶸ棚到神的房屋，保仿在他⅁亁
哥林多教Ể第一封信中的第十五章，很自然地㜍宜明复活的原理。有人斖到，死人怎㟟复
活，ⷎ䛨什么㟟的身体㜍呢?征也是人Ẕ常斖的一᷒斖桀。我⮮Ể有一᷒怎㟟的身体?什么
㖞候我征᷒身体Ể被⎀掉?看㜍很多人⮡征᷒身体很留⿳，至少在他Ẕ的意孮里。他Ẕ想
用某种方式留住征᷒身体。但我奱得呆在征᷒身体已乷⣇久了，我已准⢯好了᷊⺫征᷒身
体，到不是人手所造的神的房屋里去。
保仿宜，晦道你不知道种子埋到地里要先死才能⍹出新芽⎿?Ṷ地里⍹出的新芽已不是你种
到地里的那粒种子了。実特⇓注意征一䁡。Ṷ地里⍹出的新芽已不是你种到地里的那粒种
子了。你所种下去的已成空⢛，䍘在神又亁了它一᷒祂所喜ぎ的新形体;Ṷ死里复活也是如
此。所种的是弗弱的，复活的是⻢⢖的;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
辱的，复活的是匋耀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䀝性的身体。
因ᷢ有血气的身体和䀝性的身体，天上的形体和地上的形体之分，所以

“我Ẕ即有Ⰶ土的形䉞，⮮㜍也必有Ⰶ天的形䉞。’(哥林多前Ḏ1 5:4 9 )
神造征᷒身体亁我㖞，他必使其适⸼地上的䍗境䉞⾩。我的身体可以承受每平方英吋14
磅的⌳力。我的身体Ṷ氮和氧比例ᷢ79/20的大气中呼吸氧气。征᷒身体是神所学孉Ⰶ土的
形䉞，并不是Ⰶ天的。
如果人想以征᷒身体离⺨地球的䍗境，他只能到一᷒人造的䍗境,可以亁你一套封斕的太空
服和一᷒氮与氧的气罐，㜍更新你的身体，征㟟的宅。你就可以穿上ⷎ有气罐的笨重的太
空服，加重了的鞋子，漫步在太空中而不致失重。但我想的只是“神所造，不是人手所
造，天上永存的新房屋。” 一᷒ᷢ天上䉞⾩所学孉的新身体。
神想要我在天⚥与他同在。ᷢ能使自己Ṷ地上的䍗境彩移到天⚥，我的身体需要作᷒弔
⎀。征᷒弔⎀⍹生在我死亡的㖞候，那㖞我在地上的ⶸ棚被拆㭩了，我就可以彩入神所
造，不是人手所造的房屋。世人宜，他死了，圣乷宜我彩移了。

所以保仿宜，“我相信复活，无孢善〞，都要复活。”我Ẕ⮮Ể在⣜一次复活的那部分。
“与⣜一次复活有分的人是有褔的，

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㱉有㛫柄。”(⏗示2 0:6 )
征᷒奪念立即使那些冷嘲䂕孥的无神孢者和不信的人⑹口无言。他Ẕ可以栬奩在复活之
日，他Ẕ身体需要重新乬合㖞⮮遇到的种种可怕的斖桀。那㖞他Ẕ的身体已被火葬，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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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散到四⢬，或者是被土葬，尸体腐䁪分解，成ᷢ土壤的一部分，其中的℣分被草根吸
收，草被牛吃了用㜍生ṏ牛奶，牛奶又被你喝了，吸收消化后成ᷢ你身体的一部分。所以
在你的身体里很可能有几᷒世乒前⇓人身体里的化⬎成分。到复活之日，那些化⬎成分宍
到那里去?或者是最近做偦傷和心傷移植的，以后宩宍要回它?所以他Ẕ䍘在就可以栬奩在
复活之㖞Ể遇到的种种斖桀。如果征᷒身体是我以后永生㖞的器皿，那我也Ể有征᷒斖桀.
但感寊神，它不是. 我“有神造的，不是人手所造，天上永存的房屋。” 保仿在⅁亁腓
立比信徒的信中宜，

“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征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䛨，ᷢ你Ẕ更
是要䳏的。”(腓立比Ḏ1:2 3:2 4 )
但我相信保仿宜，“无孢善〞，都要复活。”
那不ᷱ的⮮Ể在基督作王一千年乻束㖞 才复活。

“我又看奩死了的人，无孢大小，都站在⭅座前。”(⏗示2 0:1 2 )
死亡和旜斜交出其中的死人，海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Ẕ都站在神的⭅座前，卷宗展
⺨了，他Ẕ都要受到⭉判。征是第二次的复活，是不ᷱ人的复活，是受羞辱永径被憎〞
的。所以保仿相信复活，无孢善〞，在但以理Ḏ12章2刪中也有如此描述。
我因此自己勉≙、(使徒行Ỉ2 4:1 6 )
我相信复活，我相信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交待，要在神面前把他所宜的宅句句供出㜍。

⮡神、⮡人、常存无ḷ的良心(使徒行Ỉ2 4:1 6 )
保仿在孩⭆他作ᷢ法利崃人，“就律法上的ᷱ宜，我是无可指摘的。(腓立比Ḏ3:6 ) 我
是不可能征㟟宜的。但保仿深信复活，知道每᷒人都要ᷢ他的一生作出交待，

因此他自己勉≙、⮡神、⮡人、常存无ḷ的良心。
我相信意孮到此生并不是买乻，而只是永生的⺨端，是孑你彯圣洁生活的一᷒保孩。人
Ẕ真正有要上天堂，不要下地䊙的信念，他Ẕ就Ể有更大的≐力去彯正确的生活。
但䍘在人Ẕ⮡地䊙的概念有那么多分歧，甚至⮡天堂的概念，也ῦ向于相信自然主ᷱ或人
道主ᷱ:生命就是她此生所彯的。所以你就䋒一㟟生活，狗一㟟死去，征就是你生命的买
乻。人Ẕ都追昷征种奪念㖞，你可以看到它⮡征᷒社Ể的影⑵:人Ẕ都像≐物一㟟生活。
最大限度地卟取他Ẕ可能卟取的，感奱征是我所能得到的一切，我要卟取更多，因ᷢ死亡
就是生命的买乻。事⭆亅不是征㟟，⮡神的子民，征只不彯是⇂⺨始栮受神向我Ẕ㗦明他
更完全，更丰盛的恩典和慈䇙。死亡只是⺨始。但⮡悖逆神的人，

“惟有㇀わ等候⭉判和那䂏䀕ế㓴人的烈火。”(希伯㜍Ḏ1 0:2 7 )
保仿亏井他的申彑。

彯了几年、我ⷎ䛨峺㳶本⚥的捐校和供䋖的物上去。(使徒行Ỉ2 4:1 7 )
你Ẕ往存得保仿在外邦教Ể中ᷢ耶路撒冷圣徒中的䨟人䬡集奉䋖，征次他亁他Ẕⷎ㜍了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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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栧和希腊教Ể᷸意䬡集的捐校。

彯了几年、我ⷎ䛨峺㳶本⚥的捐校和供䋖的物上去 。 正䋖的㖞候、他Ẕ看奩我在殿
里已乷洁Ⅸ了、(使徒行Ỉ2 4:1 8 )
保仿已行了洁Ⅸ之䣤，正在殿里敬拜神。

并㱉有聚ế、也㱉有吵嚷．惟有几᷒ṶṂ西Ṃ㜍的䉡太人．(使徒行Ỉ2 4:1 8 b )
我正在ᶻ心做我自己的事:敬拜神。

他Ẕ若有告我的事、就⸼到你面前㜍告我。(使徒行Ỉ2 4:1 9 )
你Ẕ㱉有任何⭆孩，腓利斯。如果我真是噲惑生ḙ，反⮡政府⣜目的宅，那些在殿里看奩
我敬拜神的人⸼宍到征里㜍作孩，他Ẕ⸼到征里㜍告我。

即或不然、征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Ể前、有妄ᷢ的地方、他Ẕ自己也可以宜明。
(使徒行Ỉ2 4:2 0 )
那天我就站在他Ẕ面前，如果我在那里有任何妄ᷢ的地方，孑他Ẕ䍘在⯥管㜍峐斖。

九然有、也不彯一句宅、就是我站在他Ẕ中斜大⢘宜、我今日在你Ẕ面前受⭉、是
ᷢ死人复活的道理。(使徒行Ỉ2 4:2 1 )
征就是我所宜的，如果他Ẕ⍹䍘有冒犯的地方，孑他Ẕ自己㜍宜明。

腓力斯本是宎乮㗻得征道、(使徒行Ỉ2 4:2 2 )
腓力斯本是㗻得基督之道的。圣乷并㱉有告孱我Ẕ他Ṷ那里听到征道的。之他知㗻征
道，㗻得耶䧋基督和那些信奉他的人。
有非宗教的⌮史故事宜Simon Magus曾与腓力斯聚到一起，向他分享他的奩主乷⌮，后㜍他
Ẕ成了非常Ṛ密的朋友。他ẔỂ在夜里促膝宰孢基督信仰的道, 一直宰到深夜，腓力斯就是
Ṷ他那里知㗻征道的。但征宜法㜍自于非宗教的⌮史，我Ẕ无法确知征是不是他知㗻基督
信仰之道的真正㜍源。但他的确非常㗻得征道。就是因ᷢ如此，

就支吾他Ẕ宜、且等千夫攧⎽西Ṃ下㜍、我要⭉㕕你Ẕ的事。(使徒行Ỉ2 4:2 2 b )
“我⮮Ṷ他⎽西Ṃ那里了解此事。”⎽西Ṃ是把保仿Ṷ暴民手中反救出㜍的千夫攧。我Ẕ
在征里可以看到腓力斯的一᷒缺䁡。在他成ᷢ地方攧官前，本是一᷒奴隶。但他的兄弟波
而斯是尼碌的一᷒心腹，通彯他兄弟波而斯的影⑵，尼碌孑他成ᷢ了一名攧官：一᷒省的
巡㉂。征是一᷒非常䊔特的情形，因ᷢ在征之前，仿樔帝⚥Ṷ㜍㱉有一᷒人可以Ṷ奴隶成
ᷢ攧官。但仿樔⌮史⬎家彦契阿斯宜腓利斯仍以苛政暴力奴役他的百姓。然而他的缺䁡就
是拖延斖桀，徇徇不作⅛定。
一些人同㟟有征᷒缺䁡,拖延，耽㎩。大乎一年前的宣者文摘上有一篇ℛ于拖延的非常有意
思的文章，孚的是那些⭆㖞行事有困晦的人。他Ẕ好象想延徇作⅛定，或延徇行事。
㖞我妻子正和我女儿子孢征篇文章，她宜，“你有㱉有注意到宣者文摘上那篇ℛ于拖延的
文章？”我女儿回答宜：噢，是的，我正打算那一天㜍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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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延期作⭉判。他宜我要等到⎽西Ṃ下㜍，征㟟我就可以Ṷ他那里得知到征件事的始末。

于是吩咐百夫攧看守保仿、并且⭥待他、也不㊎阻他的Ṛ友㜍供亁他。(使徒行Ỉ
2 4:2 3 )
征㟟保仿有一定的自由。他嘥然在仿樔政府的䙹㉌看管之下，但仍有自由。他的朋友可昷
㖞㜍供亁他。

彯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䉡太女子士西拉－一同㜍到。(使徒行Ỉ2 4:2 4 )
士西拉是希律 Ṃ基帕一世的女儿。希律 Ṃ基帕一世就是把雅各，乎翰的兄弟，㕑首的希律
王，他往捉拿彼得入䊙，企⚦ế≆他，但主在夜里把彼得救出䙹䊙。希律王下到↗撒尼
Ṃ，在那里他作了一番得意的演孚，泰⮼的百姓⺨始叫喊宜：“征是神的⢘音，不是人的
⢘音。”主的使者立即↣打他，他被虫咬而死。征就是希律 Ṃ基帕一世。士西拉是他的女
儿。士西拉曾嫁亁彯Azisas王，但通彯法㛗ⶰ的ⷖ忙，腓力斯宙惑她离⺨她的丈夫，䍘在她
就成了征᷒由奴隶 弔⎀而㜍的攧官腓力斯的妻子。
腓力斯就和他的夫人士西拉同㜍到，

彯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䉡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㜍到、就叫了保仿㜍、听他孚
孢信基督耶䧋的道。保仿孚孢公ᷱ、刪制、和⮮㜍的⭉判、腓力斯甚奱恐わ、( 使徒
行Ỉ2 4:2 4 )
保仿⺨始向腓力斯孚孢公ᷱ，孚孢神要人如何生活的道理。就刪制而言，腓力斯是᷒非常
放九的人。所以保仿正↣中他的要害：⮮㜍所有的人都要受到⭉判。因此在保仿向他宎乮
孢述征些事的㖞候，他⺨始㇀栗。因ᷢ他彯去的所作所ᷢ，所生活的方式，使腓利斯⮡⮮
㜍的⭉判之日充㺉了恐わ。他⺨始㇀栗，毫无疑斖征是圣䀝在他心里作孌罪的工。

腓力斯甚奱恐わ、宜、你㘪且去伊、等我得便再叫你㜍。(使徒行Ỉ2 4:2 5 b )
一᷒拖延不作⅛定的人！一᷒拖拉的人！腓力斯就亏井拖䛨，直到最后。在↗撒利Ṃ的希
腊人和䉡太人之斜存在䛨征是宩的城市的⅚突。在腓力斯拖了保仿征᷒事件᷌年后，那
里爆⍹了一次很大的ḱ斗：一次聚ế暴≐，䉡太人反抗希腊人⮡↗撒尼Ṃ城的控制㛫。䉡
太人是征次ḱ斗的胜利者，所以腓力斯就下令仿樔士兵站在希腊人一彡，㜍消䀕䉡太人。
他Ẕ㛨了成百的䉡太人。他往鼓≙士兵Ẕ㉊⣢富有的䉡太人的房子，⅚徃去，把他Ẕ㛨
了，然后就把他Ẕ的峊物洗劫一空。
䉡太人把征事㉍告亁了希律，腓力斯就᷊了他的官，他被迫下了台。他本宍被⢬死的，但
因他兄弟波薾斯ᷢ他宜情，他买免于一死，而代之以外放。他的“意气桶⍹㖞刻”再也㱉
有㜍到，就像很多㖞候那些徇徇不能⅛志跟昷耶䧋基督的人一㟟。
等意气桶⍹的㖞候。㱉有一天Ể比今天更容易些。形而上⬎，有一㜉ℛ于重复行ᷢ的奬
律：孚的是重复行ᷢ如何在我Ẕ的大傹中形成反⸼的模式。你有㱉有注意彯一᷒乯了几年
毛乧的女士乯毛乧？他Ẕ甚至都不用看毛乧。征已在他Ẕ的大傹中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他
Ẕ所要做的只是在傹中把花㟟学置好，就像打⺨⺨ℛ，然后他Ẕ的手就可以亾乯了。征只
是自≐的模式反⸼，因ᷢ他Ẕ已乷乯了那么多，他Ẕ能征㟟乯。他Ẕ可以彡乯毛乧彡看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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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或彡坐在那里和你聊天。因ᷢ征些花㟟都已既定在傹海里了。征些花㟟是如此深刻地
印在傹中，以致成了一᷒无意孮的≐作，一᷒你想都不用想就可以做的≐作。
你有㱉有曾乷注意到，在很多㖞候，你ᷢ一᷒擁宗的行ᷢ和你自己的良心ḱ㇀的㖞候，
那真是激烈的ḱ㇀和㋋扎。你做了征件事以后，妳Ể感奱有多坏，感奱多有罪？⮡自己
起誓宜，那真是太可怕了，我再也不做征种事了。但下一次同㟟的斖桀出䍘㖞，就㱉有那
么晦了。你不Ể像上次一㟟ᷢ抵制邪〞而激烈ḱ㇀了。如此亏井就形成了模式，最后那᷒
人可以行〞而毫无良心上的遣峋，嘥然征曾使他如此地不安彯。
保仿䦘之ᷢ良心被䂕摩烙了。征就是，你已失去了抵制邪〞的敏感性。看到征些是令
人晦彯的䉞⅝。
任何乷常重复的≐作都Ể在大傹中形成模式，因此要买止它Ể⎀得很晦。重新再⬎是一
᷒比直接⬎更晦的彯程。征就是ᷢ什么在你想⬎高⮼夫球㖞，你必栣先花上几᷒小㖞跟ᶻ
᷂教ⶰ⬎Ḉ正确↣球。因ᷢ如果你↣球≐作擁的宅，你很晦么正，也很晦作正奬的↣球㋍
杆≐作。坏Ḉ很晦买止，因ᷢ他Ẕ已在你的傹中定形。
你不㕕地拖延⅛志接受耶䧋基督，你就Ể形成例，使得你更晦接受。你每宜一次 ”
不”，就Ể使宜“是”⎀得更晦。征就是ᷢ什么十分之九的人都是在十几Ⱙ的㖞候⅛志信
耶䧋基督。十᷒有九᷒的基督徒都是在他Ẕ往是十几Ⱙ的㖞候，在他Ẕ傹中往㱉有形成拒
亅的例前成ᷢ基督徒。
嘥然腓力斯因ᷢ孌孮到有罪而㇀栗，他往是擁彯了⅛志的机Ể。

腓力斯又指望保仿送他撞摙、(使徒行Ỉ2 4:2 6 )
他听宜彯保仿ⷎ有峺㳶峓䨟圣徒的捐校。ᷢ什么不捐亁峓䨟的腓力斯那？他指望得到峧
峪。

所以Ⰹ次叫他㜍、和他宰孢。(使徒行Ỉ2 4:2 6 b )
他不㕕地亁保仿峧峪他的机Ể。他在⮣找慲放保仿的借口。

彯了᷌年、波求非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子䉡太人的喜㫊、就留保仿在䙹
里。
非斯都到了任、彯了三天、就Ṷ宍撒利Ṃ上耶路撒冷去。(使徒行Ỉ2 4:2 7 )
上去，是宜上耶路撒冷去，Ṷ㜍不宜下耶路撒冷去。Ṷ㜍㱉有人宜，孑我Ẕ下耶路撒冷
去。是宜，孑我Ẕ上耶路撒冷去。

祭司攧、和䉡太人的首栮、向他控告保仿、又央告他、求他的情、⮮保仿提到耶路
撒冷㜍．他Ẕ要在路上埋伏㛨害他。( 使徒行Ỉ2 5:2 - 3 )
非斯都接任腓力斯，成了新攧官。他上了耶路撒冷后，祭司攧立即向他控告保仿。他是
另一᷒祭司攧。Ṃ拿尼Ṃ已退出了᷌年㜍⮡此事的干涉。征是一᷒新的祭司攧。但他Ẕ仍
⮡保仿怀有⻢烈的㓴意，他Ẕ仍在⚦害㛨害他。所以他Ẕ提孖把保仿提到耶路撒冷㜍⭉
字，他Ẕ就可以在他㜍耶路撒冷的路上埋伏㛨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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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斯都⌜回答宜、保仿押在宍撒利Ṃ、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宜、你Ẕ中斜有㛫
≧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甚么不是、就可以告他。非斯都在他Ẕ那里、住
了不彯十天八天、就下宍撒利Ṃ去．第二天坐堂、吩咐⮮保仿提上㜍。保仿㜍了、
那些Ṷ耶路撒冷下㜍的䉡太人、周⚜站䛨、⮮孠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孩⭆
的。(使徒行Ỉ2 5:4 - 7 )
仿樔律法中有一㜉是你必栣孩⭆你⮡他人的控告。他Ẕ嘥有很多的事控告保仿，但他Ẕ都
无法孩⭆。

保仿分孱宜、无孢䉡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宍撒、我都㱉有干犯。(使徒行Ỉ
2 5:8 )
我㱉有触犯律法，我㱉有触犯圣殿，我也㱉有冒犯宍撒。

但非斯都要子䉡太人的喜㫊、(使徒行Ỉ2 5:9 )
他新官上任，急需子好征些人，就昷䛨他Ẕ。

就斖保仿宜、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㕕征事么。(使徒行Ỉ2 5:9 b )
在征䁡上，保仿已⌴倦了作ᷢ政治人峐，在仿樔政府的亇治者手中被推㜍推去。他要行使
每᷒仿樔公民都有的一校㛫利，除非他被控告ᷢ一乏害㛨，㉊劫，或乹架。

保仿宜、( 使徒行Ỉ2 5:1 0a)
上孱宍撒, 征是仿樔公民在他感到在地方公堂受到不公⢬理㖞可以提出的申孱。

我站在宍撒的堂前、征就是我⸼受⭉的地方．我向䉡太人并㱉有行彯甚么不ᷱ的
事、征也是你明明知道的 (使徒行Ỉ2 5:1 0 b )
听䛨，伙孉Ẕ，你Ẕ知道我并㱉有行彯什么不ᷱ的事。

我若行了不ᷱ的事、犯了甚么宍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彆。(使徒行Ỉ2 5:1 1a)
我并不怕死，如果我真犯了什么宍死的罪。

他Ẕ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就㱉有人可以把我交亁他Ẕ。我要上告于宍撒。(使徒行
Ỉ2 5:1 1 b )
上告于宍撒？合法可用的方法。

非斯都和孖Ể商量了、就宜、你既上告于宍撒、可以往宍撒那里去。(使徒行Ỉ
2 5:1 2 )
実注意到保仿已ᷢ基督的什故作好去死的准⢯。征在他上耶路撒冷的途中告孱彯他的朋
友。那他的征些激ヌ又是什么意思那？“你是在≅阻我⎿？我不怕被捆乹，我已准⢯在耶
路撒冷ᷢ耶䧋而死。”但他也不Ể氩莽地无宻地᷏失他的生命。
但有一些人Ể氩莽地，愚蠢地使自己陷于危昑之中。我并不孌ᷢ征是神的旨意，或可自䦘
ᷢ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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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仿使用他上孱的㛫利。

彯了些日子、Ṃ基帕王、和百尼基氏、㜍到宍撒利Ṃ、斖非斯都安。(使徒行Ỉ
2 5:1 3 )
征是Ṃ基帕王，希律 Ṃ基帕王二世。正是他的祖父希律王下令⢬死所有与基督同㖞出生的
无辜的⨜儿。他的祖叔希律曾下令⢬死施洗乎翰。他的父Ṛ，希律 Ṃ基帕，曾下令⢬死雅
各，正如我Ẕ前面提到彯的。他是希律 Ṃ基帕王二世。他的妻子是百尼基氏是他的姐妹。
她也是希律 Ṃ基帕王一世的女儿，和腓力斯的妻子士西拉也是姐妹。征是一起擁交复㛪的
家庭ℛ系。
百尼基氏最初嫁的是她的叔叔，离婚后嫁亁一᷒有摙的商人。希律 Ṃ基帕在仿樔遇奩她
㖞，就宙引她离⺨她的丈夫，和他一起生活。所以希律 Ṃ基帕二世和百尼基氏的ℛ系真是
⢬于非常不光彩的情形。
因ᷢ非斯都⇂⇂上任，是᷒新官，而希律 Ṃ基帕仍是管弾那部份省⋢的王，所以他㜍向非
斯都斖安。

在那里住了多日、非斯都⮮保仿的事告孱王、宜、征里有一᷒人、是腓力斯留在䙹
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㖞候、祭司攧和䉡太的攧老、⮮他的事䤨㉍了我、求我定他
的罪。我⮡他Ẕ宜、无孢甚么人、被告往㱉有和原告⮡峐、未得机Ể分孱所告他的
事、就先定他的罪、征不是仿樔人的㜉例。及至他Ẕ都㜍到征里、我就不耽延、第
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㜍。告他的人站䛨告他．所告的、并㱉有我所逆料的
那等〞事．不彯是有几㟟彑孢、ᷢ他Ẕ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一᷒人名叫耶䧋、是
已乷死了、保仿⌜宜他是活䛨的。(使徒行Ỉ2 5:1 4 - 1 9 )
征些事怎㟟究斖、我心里作晦．所以斖他宜、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征
些事听⭉么。但保仿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㕕、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宍
撒那里去。Ṃ基帕⮡非斯都宜、我自己也愿听征人彑孢。非斯都宜、明天你可以
听。(使徒行Ỉ2 5:2 0 - 2 2 )
非斯都㱉有制裁保仿的㛫限。因ᷢ征并不是一᷒合法的程序。保仿已上告于↗撒，那儿才
是他下一步法定受⭉的地方。但⮡希律 Ṃ基帕和他妻子而言，征只是一种⧙᷸，只是一次
⧙᷸的大好㖞机。“我Ẕ愿听征᷒人彑孢。”
希律 Ṃ基帕是䉡太乷文的⬎生，他曾仔乮⬎Ḉ彯䉡太Ḉ俗和䣤刪，所以毫无疑斖，他⮡保
仿ℛ于耶䧋基督的申彑很感ℜ趣。下星期我Ẕ⬎到保仿在Ṃ基怕王前的申彑㖞，就Ể明
了。

第二天、Ṃ基帕和百尼基大⻈威≧而㜍、同䛨ế千夫攧、和城里的尊峝人、徃了公
⌭．非斯都吩咐一⢘、就有人⮮保仿ⷎ徃㜍。(使徒行Ỉ2 5:2 3 )
征就是宜他Ẕ穿上了皇家紫袍。非斯都也孠也穿上了深乊色官服。然往有皇家⌓旇，那
是些身材最高的仿樔人，Ṷ⌓士中ᶻ斐徱出㜍的精英，穿著⋶ᷥ的制服，站在那里以吸引
ế人注意。同㜍的往有一大群尊峝人。征是一᷒王㗦示他匋耀的公ế⛢合。Ṃ基帕㜍到䪆
技⛢，其它人也昷同徃入。征也孠是在目前，往留存的↗撒利Ṃ䪆技⛢里徃行的。你Ẕ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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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彯以色列朝圣的就有坐在↗撒利Ṃ䪆技⛢的机Ể。坐在那里是令人敬畏，想到征可能
是保仿在希律 Ṃ基帕王前申彑的䪆技⛢。

第二天、Ṃ基帕和百尼基大⻈威≧而㜍、同䛨ế千夫攧、和城里的尊峝人、徃了公
⌭．非斯都吩咐一⢘、就有人⮮保仿ⷎ徃㜍。非斯都宜、Ṃ基帕王、和在征里的宠
位阿、你Ẕ看征人、就是一切䉡太人在耶路撒冷、和征里、曾向我〛求、呼叫宜、
不可容他再活䛨。但我查明他㱉有犯甚么宍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
我定意把他解去。孢到征人、我㱉有确⭆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ⷎ他到你Ẕ
面前、也特意ⷎ他到你Ṃ基帕王面前、ᷢ要在查斖之后、有所旰奏。据我看㜍、解
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 使徒行Ỉ2 5:2 3 - 2 7 )
非斯都ᷢ保仿之事陷于᷌晦之斜。因ᷢ保仿上告于↗撒，他是仿樔公民，他有征᷒㛫利，
非斯都就得把保仿送到↗撒那里去。然而，保仿作ᷢ政治人峐，并㱉有确⭆孩据告他。如
果保仿被送到↗撒那里，而㱉有合法的指控，那么非斯都就Ể有麻䂎，因ᷢ他㱉有在他⭉
判官的位置上行使仿樔政府一峗追求的公平，⮡仿樔公民的公平。因而保仿上告于↗撒
㖞，非斯都真的有麻䂎了，因ᷢ他㱉有合法的指控㜍起孱保仿。↗撒就Ể弣而易ᷦ地⍹䍘
非斯都作ᷢ官␀并不䦘俴，征⮡非斯都㜍宜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非斯都⭆在是非常高ℜ有征次机Ể，因ᷢ他指望Ṃ基帕在听了保仿的申孱后，能找出
一些看起㜍能在↗撒面前合法起孱保仿的指控。至少看起㜍是合法的指控。征就是非斯都
所宜的，ᷢ要在把他送到↗撒前指明他的罪案，以此可正式起孱他。因ᷢ解送囚犯而不能
指明他的罪案⭆在是不合理的。非斯都正⢬于大麻䂎中，䍘在他希望Ṃ基帕能ⷖ他指明保
仿的罪案。
我Ẕ⬎到下一章㖞，⮮Ể⍹䍘非斯都非常不幸，他未能如愿以⯅。Ṃ基帕只是⮡他宜：
你有麻䂎了，就由它去吧. 但并㱉有ⷖ他指明保仿的罪案。
下星期⮮是保仿在Ṃ基帕王前激≐人心的申彑。征是我在使徒行Ỉ中最喜㫊的章刪之一。
保仿在Ṃ基帕王前的申孱有如此多的ℭ涵，我想你Ể在⬎Ḉ中ᷢ此深深䛨迷。下星期在二
十七章中，我Ẕ⮮和保仿一起⺨始前往仿樔的旅程。他最后买于踏上了仿樔之旅。“我一
定要奩到仿樔”，䍘在他买于上路了。
保仿曾向腓力斯作奩孩，孚孢“公ᷱ，刪制，和⮮㜍的⭉判，他甚奱恐わ”，所以他宜，
等我得便再叫你㜍。你只ᷢ你的罪感到抱歉是不⣇的，你曾乷⌮圣䀝在你心里作孌罪的
工，甚至ᷢ有⮮㜍的⭉判征᷒想法而奱恐わ也是不⣇的。你必栣孑你的生命栢服于耶䧋基
督，并接受他的赦免和洁Ⅸ。因ᷢ“无孢善〞，都要复活 。”

“若有人名字㱉存在羔羊的生命ℴ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征是第二次的死。
”不要以ᷢ征只是有些人的胡思ḙ想或是迷信。征是神的宅---清楚的，有功效的。你若留
心就是有智能的。你若不像腓力斯一㟟拖延著作⅛定是有智能的。你若能今晚⅛志接受耶
䧋作你的᷒人的救主是有智能的。
我建孖你不要宜，等其它晚上吧，我想在另外的㖞候再作⅛定。我鼓≙你就今晚⅛志。你
不知道，征也孠是你最后的机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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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阿摩司所言“你栬⢯迎奩你的神。”（阿摩司Ḏ4：1 2 ）
有一天，你⮮迎奩神，但如果你㱉有准⢯好，㱉有接受耶䧋基督作救主，那⮮是非常令人
畏わ，可怕的乷⌮。
愿主与你Ẕ同在。愿主峸褔于你Ẕ。愿主以他的大能和慈䇙保守你Ẕ，愿你Ẕ征星期能成
ᷢ神的器皿，向他人分享神的䇙。愿你Ẕ成ᷢ那些与你Ẕ有ℛ系的人的祝福，孑他Ẕ因你
Ẕ与耶䧋的ℛ系而被吸引，因你Ẕ与主同行而受鼓≙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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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Ỉ第2 6 - 2 7章
恰克 史密思 牧ⶰ ( 各各他教Ể )
実打⺨使徒行Ỉ第二十六章。
仿樔⅃旇千夫攧⎽西Ṃ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Ṷ企⚦⮮保仿打死的暴民手中把他救出㜍。仿樔
政府保㉌䙹管他，派特⇓⅃旇去宍撒利Ṃ保㉌他，在那里他被省攧腓力斯作政治人峐抵押
ℛ了᷌年，保仿也曾在腓力斯面前受⭉。因ᷢ腓力斯腐峍，仿樔政府用腓斯都取代了他的位
子。腓斯都⭉保仿的案子㖞，他⺨始踢皮球。

但非斯都要子䉡太人的喜㫊、就斖保仿宜、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㕕征
事么。(使徒行Ỉ 2 5:9 )
保仿宜，“我要上孱于宍撒”。因ᷢ保仿是仿樔公民，腓斯都必栣把他送到宍撒那儿，但斖
桀㜍了。㱉有合法的罪名他不能把人送到宍撒那里去。因此他告孱㜍作Ṛ善孧斖的希律Ṃ基
帕王他的晦桀。希律Ṃ基帕宜，“孑我㜍听听他的案子”。意思就是他也孠能⣇找到一些正
式的罪名⮮保仿送到宍撒那里去。
在第二十六章中我Ẕ奩到希律Ṃ基帕，他是在耶䧋宆生㖞命令屠㛨⨜孩的大希律的曾⬁，命
令⢬死施洗乎翰的希律安提帕的侄⬁，⮮雅各⢬死⮮彼得下䙹的希律Ṃ基帕一世的儿子。在
宍撒利Ṃ 保仿站在希律Ṃ基帕二世面前，他Ẕ想找出一些不利于保仿的控孱以便⮮他送到仿
樔去。腓斯都宣告了整件事情后，Ṃ基帕⮡保仿宜：

Ṃ基帕⮡保仿宜、准你ᷢ自己彑明。于是保仿伸手分孱宜、(使徒行Ỉ 2 6:1)
在仿樔法庭中看到朋友，同⚥人，通常㋍手打招呼，㗦然保仿用了征᷒仿樔Ḉ。
在Ṃ基帕前保仿宜，
他伸出手㜍回答宜，

Ṃ基帕王阿、䉡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孱、⭆ᷢ万幸．更可幸的、
是你熟悉䉡太人的奬矩、和他Ẕ的彑孢．所以求你耐心听我。(使徒行Ỉ 2 6:2 - 3 )
Ṃ基帕⮡䉡太法律及桶俗素有⬎Ḉ是真的，他⮡䉡太宗教的广泛孌孮也是ế所周知的。他宣
彯乷文，⬎Ḉ彯先知Ḏ，他很熟悉。

我Ṷ起初在本⚥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人如何、䉡太人都知道．他Ẕ若肯作
奩孩、就㗻得我Ṷ起初、是按䛨我Ẕ教中最᷍䳏的教斐、作了法利崃人。(使徒行Ỉ
2 6: 4 - 5 )
法利崃人是正亇人中的正亇人，他Ẕ是激徃份子。在宗教的⭆行上他Ẕᷢ䛨᷍守遵 循律法而
不忿余力，因ᷢ⮡他Ẕ㜍宜每件事必需是完美的。他Ẕ有他Ẕ的Ỉ亇及Ḉ俗。

䍘在我站在征里受⭉、是因ᷢ指望
他宜到⻍崃Ṃ的⸼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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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向我Ẕ祖宗所⸼孠的 (使徒行Ỉ 2 6:6 )

有趣的是保仿知道希律Ṃ基帕㗻得栬言。他把他引到征些神宜的栬言上。

征⸼孠、我Ẕ十二᷒支派、㗤夜切切的事奉
告、就是因征指望。(使徒行Ỉ 2 6:7 )

神、都指望得䛨．王阿、我被䉡太人控

“所有的䉡太人都盼望⻍崃Ṃ，Ṃ基帕王啊，我就是ᷢ征᷒盼望被䉡太人控告的”

神叫死人复活、你Ẕᷢ甚么看作不可信的呢? (使徒行Ỉ 2 6:8 )
䍘在我确信使徒保仿在䤟告希望他能有≆法ⷎ栮Ṃ基帕王相信耶䧋基督。保仿一定在想征᷒
人是征 ᷒⋢域的王，如果他能主⮮有多大的影⑵。保仿整᷒彑孢的真正目的就是要Ṃ基帕
信主，因此他立刻引到宅桀宜，

神叫死人复活、你Ẕᷢ甚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使徒行Ỉ 2 6:8)
今天孠多人大部份的斖桀是他Ẕ⮡神的奪念。孠多人⮡圣乷大部份的斖桀也因ᷢ他Ẕ⮡神的
奪念。腓力普⅁了一本Ḏ，Ḏ名是“你的神太小了“，孠多人的确是征㟟。他Ẕ⮡神的奪念
太小了；太有限了。他Ẕ有所宻神人同形的奪念。人㜍⇃造神，人⇃造神㖞，他把神⇃造
得太小了。
今天有人⮡圣乷多⢬ṏ生疑斖。比如乊海分⺨，乎拿在氤肚里存活等宠如此䰣的斖桀。他Ẕ
提出征些孌ᷢ是晦解的乷文，只因他Ẕ⮡神的奪念太小了。神其⭆可以造一㜉㼄水艇㜍接乎
拿，人Ẕ就㱉有斖桀了。但是祂既然能⇃造宇宙就能⇃造容得下乎拿的大氤。神栬⢯了一㜉
大氤。那不是任何汐氤或池氤，是神栬⢯的一㜉氤。因此如果你⮡神的奪念是正确的，ᷢ什
么孌ᷢ神造一㜉容得下乎拿三天的大氤是不可置信的呢？ᷢ什么你孌ᷢ神使死人复活是晦以
相信的呢？
晦易度是以作事之人的能力而定。䍘在看看我Ẕ崇拜所在的建筑物，你宜，“征房子一定佷
晦䙾”。不，不晦䙾，我Ẕ有技㛗工人作征工作，知道怎么作。因ᷢ他Ẕ有适的技㛗和工
具，⮡他Ẕ㜍宜是佷容易的。如果宜我Ẕ雇了一些受彯孕乫的狗㜍䙾征房子，那就真是很困
晦了，征是由于我Ẕ実㜍的工作者的能力。“狗去把搱木板的᷄西拿㜍，我要搱在征儿”。
你恐怕有大困晦，因ᷢ工作者的ℛ系。但神是工作者㖞，宰到困晦就太可笑了。死人复
活，“真是晦以置信，晦以接受”。然耶䧋的死里复活是真正的晦桀，是乲僂石。
所以保仿搰⮡困晦的地方，他指出困晦的矛盾。因ᷢ神是那位使耶䧋Ṷ死里复活的，ᷢ什么
你奱得神使死人复活是晦以置信呢？圣乷一⺨⣜征么宜，

起初

神⇃造天地。(⇃世存 1:1 )

如果你能接受，你不⸼宍⮡乎拿的事有疑斖。如果你能相信圣乷第一刪，其它地方你就不⸼
宍有困晦了。一位大到能⇃造天地的神是足以作得到圣乷宜祂作彯的每一件，任何事情。ᷢ
什么你奱得神叫死人复活是可疑的？我想Ṷ我Ẕ⮡神垂听䤟告而行事有多惊奇上可看出我Ẕ
信心的缺乏。甚至孠多㖞候我Ẕ看到了神的工作往不能相信。我Ẕ的奪念是如此有限。求神
ⷖ助我Ẕ僙离䊕窄的奪念，孑我Ẕ在祂里面看到祂丰富的匋耀，能力，尊峝。神能丰丰富富
地作超彯我Ẕ所求所想的。求神ⷖ助我Ẕ⮡祂有正确的奪念。
䍘在保仿⺨始作他自己的奩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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Ṷ前我自己以ᷢ⸼多方攻↣拿撒勒人耶䧋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征㟟行了．既Ṷ
祭司攧得了㛫柄、我就把孠多圣徒囚在䙹里．他Ẕ被㛨、我也出名定案。(使徒行Ỉ
2 6: 9 - 1 0 )
再次，保仿无疑的是䉡太公Ể中的一份子。他孚到公Ể中的⢘音，反⮡基督徒，⢬死他Ẕ。
他宜他崆成⢬死史提反及早期基督徒殉道者。

在各Ể堂、我Ⰹ次用刑、⻢逼他Ẕ宜ṝ㶶的宅．又分外〤恨他Ẕ、甚至追逼他Ẕ直到
外邦的城邑。(使徒行Ỉ 2 6:1 1 )
在保仿作基督徒的最后几年中，每他想到他得救前⮡教Ể作了什么㖞，一定很晦彯。我可
以想象他想到那些被他⻢迫ṝ㶶神，ṝ㶶耶䧋的人，他ℭ心深⢬一定痛如刀割。
特⇓在那些使用毒品的人身上我Ẕ看到神奇妙的作ᷢ。我Ẕ看到神匋耀的手在他Ẕ生命中作
工，⮮他ẔṶ毒品中拯救出㜍，Ṷ捆乹，毒䗦中慲放出㜍。征儿有好几位信主的曾乷是毒品
峑⋾者。事⭆上南加州一些主要毒品峑子䍘在在各各他教Ể牧Ể。很有趣的，往往征些以前
的峑毒者（我Ẕ征儿有好几位）立刻到和他Ẕ有彯交易的人那儿，不是告孱他Ẕ不作Ḙ⋾
了，而是告孱他Ẕ䍘在有比毒品更好的᷄西要与他Ẕ分享，他Ẕ以Ỉ孚耶䧋㜍⻍堍彯去所作
的坏事，因ᷢ他Ẕᷢ了彯去摧㭩生命的罪而不安。
我想象征就是保仿的情形。他恐怕⮡彯去⻢迫基督徒ṝ㶶耶䧋之名感到极度不安。他宜，

那㖞、我栮了祭司攧的㛫柄和命令、往大樔色去。王阿、我在路上、晌午的㖞候、看
奩Ṷ天⍹光、比日⣜往亮、四面照䛨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Ẕ都仆倒在地、我就听奩
有⢘音、用希伯㜍宅、向我宜、㈓仿、㈓仿、ᷢ甚么逼迫我．你用僂踢刺是晦的。( 使
徒行Ỉ 2 6:1 2 - 1 4 )
以前他Ẕ把引放在一⣜年弣的牛上，年弣的牛不喜㫊引，往往⺨始踢。扶犁的人如用的是⋽
犁，一端上有尖撸的刺，每次牛踢㖞，他拿䛨刺棒放在牛的后僂跟，那牛很快就⬎Ể不踢
了。你反抗吧，Ể疼的， 主宜，

你用僂踢刺是晦的。(使徒行Ỉ 2 6:1 4 )
不容怀疑的，保仿弔⎀之前神就和他交涉。我相信奪看史提反之死⮡保仿有很大的影⑵。圣
乷宜，他Ẕ用石⣜打史提反㖞，他的僠⍹光像天使，他䤟告宜，

又跪下大⢘喊䛨宜、主阿、不要⮮征罪于他Ẕ。宜了征宅、就睡了．㈓仿也喜ぎ他
被害。(使徒行Ỉ 7:6 0 )
我确信征是᷒有力的影⑵，征是一根刺棒。保仿⍹䍘自己在踢刺，但有一᷒感≐，他Ṷ未看
彯征㟟的人，征人宜宅㖞亁他的那种感奱也是前所未有的，保仿回答宜，

我宜、主阿、你是宩。主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䧋。你起㜍站䛨、我特意向你㗦
䍘、要派你作㈏事作奩孩、⮮你所看奩的事、和我⮮要指示你的事、孩明出㜍．我也
要救你僙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使徒行Ỉ 2 6:1 5 - 1 7 )
因此Ṷ⺨始他基本的任≉是去外邦人那。他的目的或福音本身的目的是打⺨人ẔⰆ䀝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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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瞎眼）。后㜍在保仿亁以弗所教ỂḎ信中宜，

此等不信之人、被征世界的 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匋耀福音的光照䛨他Ẕ．基督
本是 神的像。(哥林多后Ḏ 4:4 )
孠多㖞候，一᷒不孌孮耶䧋基督的人⮡真理是瞎眼的。如果他⮡真理并不瞎眼，但仍然不信
㖞，情⅝就更糟了。但征世界的神（撒但）把人的眼睛弄瞎了，以致他Ẕ看不到真理。

我差你到他Ẕ那里去、要叫他Ẕ的眼睛得⺨、Ṷ黑暗中向光明、Ṷ撒但㛫下向
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使徒行Ỉ 2 6:1 8 )
今天世界上有᷌᷒⚥度。᷌᷒政府栮域，神的政府和撒但的政府。他Ẕ是彼此排斥，彼此㓴
⮡的。每᷒人存在于征᷌᷒⚥度之一。今晚你不是活在光明的⚥度就是活在黑暗的⚥度中。
你不是活在神的㛫≧下就是活在撒但的㛫≧下。宇宙中只有᷌᷒政治栮域。起初只有一᷒⚥
度，就是神的⚥度。万有都服Ṷ栢祂。神⇃造了天使。一位特⇓的天使，路西佛，是受膏
的基路伯，背叛了神的㛫威，成立了第二᷒政府，就是死亡和黑暗的政府。至买撒旦的⚥度
⮮垮台。事⭆上，䍘在他的⚥度已近尾⢘了。
我相信很快耶䧋就要回㜍，在地上成立神的⚥度，在那㖞，撒旦要被捆乹，᷊到旜斜去。一
千年后，他被短期放出㜍，之后，他被᷊到外⯪空斜黑暗中，黑暗的⚥度被扔到外⯪空斜黑
暗中。
太空有多径？似乎太空是无限的，永径延伸出去的。有人宜撞河系亇可能有一百二十ṧ光年
之径。征些星球那么径，他Ẕ的光乧那么微弱，只有用最⻢的望径攄才能看到，那么多星
球，他Ẕ怎么知道是一百二十ṧ光年那么径呢，往是一百ṧ光年那么径呢？就宜一᷒人能到
一千ṧ光年的太空去旅行，比最径的星球往径，径到宇宙的光乧无法㶿透。圣乷宜，“有永
径的黑暗ᷢ他Ẕ存留”。黑暗是很不宎的。
我小㖞， 去俄勒冈的洞穴中，在洞的深⢬，他Ẕ把䀗ℛ了，他Ẕ宜，“征是完全的黑暗”。
征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孠是唯一的一次，⢬在完全的黑暗中。完全的黑暗是很可怕的。那
么暗，你几乎可以感奱到。那㖞我往是᷒孩子，第一件作的事，就是把手在眼前近⢬幌一
幌，看看有㱉有任何≐朁。什么也看不到，完全的黑暗。
黑暗的⚥度有一天Ể永径到最黑暗的黑暗⢬，宇宙中再次只有一᷒⚥度，神的⚥度，光明和
生命的⚥度，其中所有都栢服神和祂的㛫柄，那⮮是᷒多美的宇宙！我多么盼望那一天的㜍
到，每一᷒反叛的行ᷢ和思想都除去了，神至高掌㛫。
因此保仿的事工是⮮人Ṷ黑暗的⚥度ⷎ到光明的⚥度，⮮他ẔṶ撒旦的㛫≧下慲放出㜍，他
Ẕ能到神那里，罪得赦免。征就是福音的影⑵，因信耶䧋基督被分⇓之人的ṏ᷂。所以我Ẕ
相信耶䧋基督的人有ṏ᷂。圣乷宜信徒在光明中的ṏ᷂。神的儿女是儿女，后嗣，神的后
嗣，与基督耶䧋同ᷢ后嗣。正如耶䧋所宜，

你Ẕ征蒙我父峸福的、可㜍承受那⇃世以㜍ᷢ你Ẕ所栬⢯的⚥。( 樔太福音2 5:3 4 )
成ᷢ⚥度的一␀是那么容易，只要相信耶䧋基督，那些相信的，栢服于祂的主㛫。征是一᷒
⚥度，你相信耶䧋是王。你降服于祂的㛫柄，⮮自己放在祂的㛫柄之下，你成ᷢ⚥度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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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所以保仿宜，

Ṃ基帕王阿、我故此㱉有待背那Ṷ天上㜍的异像．先在大樔色、后在耶路撒冷、和䉡
太全地、以及外邦、≅勉他Ẕ⸼悔改向 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䦘。(使徒行Ỉ
2 6:1 9 - 2 0 )
保仿和施洗乎翰，耶䧋一㟟，呼召人Ẕ改⎀，回弔，Ṷ被肉体掌管的生命弔ᷢ被圣䀝掌管的
生命。
悔改其⭆意ᷢ改⎀，除非有改⎀就不是真正的悔改。孠多人⮮悔改和⾏Ọ混ḙ了。如果你在
䙹䊙的犯人中作᷒宫查，斖他Ẕ是否感到忿憾，我相信他Ẕ的答案是肯定的。你斖他Ẕ，是
否⮡使他Ẕ㜍到征里的罪行感到忿憾，如果他Ẕ宂⭆的宅，我不相信答案Ể是肯定的。如果
你斖，你是否⮡被抓感到忿憾，答案一定是肯定的。
因此⮡所作的感到忿憾⮡被抓感到忿憾是有分⇓的。孠多人⮡他Ẕ的罪感到忿憾，他Ẕ宜，
我悔改。不，你㱉有悔改，你㱉有改⎀，你往是作同㟟的事情。那不是悔改。悔改是改⎀。
保仿呼召人Ṷ栢Ṷ肉体的生命改ᷢ栢Ṷ圣䀝的生命。

因此、䉡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㛨我。( 使徒行Ỉ 2 6:2 1
如果神㱉有ⷖ助我，我今天不Ể在征里，得到神的ⷖ助是有趣的。神用人作工具。仿樔兵丁
⮮保仿Ṷ暴民中拯救出㜍。我Ẕ要了解自然中的超自然。神用自然的方法作事。
我Ẕ常常找一些寄㟟，像ㆷ法般的事，我奱得⍹冷，⍹麻，是的，神在征里。但我Ẕ需要在
自然中更孌孮神。䀝里不敏感的人只能在⻢烈的情⅝中孌出神，如大火啦，大地震啦，等大
≐作。你需要在很自然的情⅝下孌出神的作ᷢ。
早上十䁡摇，大暴桶雨中，一位警察㜍警告⅄夫宜，你最好离⺨你的⅄⛢，征᷒⋢域Ể有洪
水泛㺍。⅄夫宜，“寊寊你，警察先生，我一弰子住在征儿，我往是留在征儿，我Ṷ㜍㱉奩
彯水淹到房子呢”。雨亏井下䛨，河水⺨始上㵐，下午᷌䁡摇，水靠近房子了，一位交通警
察走彯，他⮡⅄夫宜，“我Ẕ要撤离征里了，你最好走！”。⅄夫坐在他的走廊上宜，“我
一弰子住在征儿，我不耽心，我知道征河，㱉斖桀的，寊寊你的警告”。
水亏井往上㵐，到房子里三呎了，⅄夫爬到屋栞上，海防旇␀⺨了直升机㜍，䀗照在⅄夫身
上，他Ẕ宜，“我Ẕ㜍救你！”，他宜，“不需要，我一弰子住在征儿，我不㉭心”。河水
亏井上㵐，直到⅄舍徆根基被水⅚走，⅄夫淹死了。他宜，“主，我不明白，我一弰子信靠
你，ᷢ什么在我信靠你的㖞候你孑我淹死？我不明白，我信靠你的㖞候，你⸼宍救我，不孑
我淹死才⮡”。主宜，“孑我看看存，我早上十䁡摇派警察去，下午我又派交通警察去，
晚上我甚至派了海防旇␀去”。
在自然的事中我Ẕ孌不出神的作ᷢ。我Ẕ需要孌孮。保仿孚到仿樔兵丁⮮他Ṷ暴民中救出
㜍，他宜，“我得了神的ⷖ助，神⮮我Ṷ那些要把我打死的人那里救出㜍，神孑我活到今
天”。神用人ᷢ工具，彦到祂的目的及完成祂的工作，我Ẕ的斖桀是看不看得到。在每天普
通的事≉中我Ẕ看不到神。求神孑我Ẕ能感奱到祂。我Ẕ容易⮮孠多事看ᷢ理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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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蒙 神的ⷖ助、直到今日往站得住、⮡䛨尊峝卑峙老幼作奩孩．所孚的、并不
外乎ế先知和摩西所宜、⮮㜍必成的事．( 使徒行Ỉ 2 6:2 2 )
就是⻍崃Ṃ必需受苦。征⮡䉡太人是陌生的想法。征有ℛ基督的事是冒犯䉡太人的。他Ẕ心
里的奪念是，⻍崃Ṃ⮮建立一᷒政治⚥度，推翻仿樔，在地上建立以耶路撒冷ᷢ中心的⚥
度。那些栬言⻍崃Ṃ被拒亅，弣看，被㛨，什么也得不到的乷文，他Ẕ⮮征些乷文䀝意化
了。
䍘在我Ẕ有同㟟的情形，孠多人⮮有ℛ耶䧋基督再㜍的乷文䀝意化了。他Ẕ宜，其⭆，他的
㜍ᷜ是在我Ẕ心里，我Ẕ要被彰㗦，地上匋耀的教Ể就是耶䧋的再ᷜ。我Ẕ是基督的身体，
他Ẕ⮮耶䧋基督真正的再ᷜ䀝意化了，正如䉡太人⮮有ℛ祂受苦的栬言䀝意化一㟟，只接受
那些有ℛ祂⚥度，匋耀，㛫能的栬言。

就是基督必栣受害、并且因Ṷ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Ỉ亁百姓和外邦人。保
仿征㟟分孱、非斯都大⢘宜、保仿、你䘓狂了伊．你的⬎斖太大、反叫你䘓狂了。( 使
徒行Ỉ 2 6: 2 3 - 2 4 )
跟自己孚宅的人是一᷒不正常的人，他是᷒有᷍重斖桀的人，你看到一᷒人⮡自己孚宅，
回答自己的斖桀，与自己ḱ孢等，是精神有毛病的症䉞。征不是你，你的⬎斖孑你䕗了。他
可能奪察彯保仿的作⬎斖Ḉ。保仿是᷒很好⬎的⬎生，一天到晚在宣Ḏ。他宜 ; 提摩太，実
㜍，㜍的㖞候実⮮我的皮卷ⷎ㜍。他找᷄西宣。但保仿宜，

非斯都大人、我不是䘓狂、我宜的乃是真⭆明白宅王也㗻得征些事、所以我向王放偮
直言、我深信征些事㱉有一件向王昸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作的。(使徒行Ỉ 2 6:2 5 26)
我的确孌ᷢṂ基帕王是知道征些事的。他知道耶䧋基督，他知道十字架，他知道先知，圣
乷。征些事不是在暗中作的。䍘在保仿要盯住他了。

Ṃ基帕王，你相信先知⎿？我知道你相信的 。” (使徒行Ỉ 2 6:2 7 )
“征是᷒假定乻孢。你把各种桄色的毛巾亁Ḙ的人看，你用假定宕气宜，“你想孊那种桄
色？”，你不宜，“你要不要Ḙ征些毛巾？”你假定他ẔỂḘ，你宜，“你要那种桄色？你
喜㫊那种桄色？紫色，太好了，你要几㜉？”保仿就是用征种假定宕气。

Ṃ基帕⮡保仿宜、你想少微一≅、便叫我作基督徒阿。〔或作你征㟟≅我几乎叫我作
基督徒了〕(使徒行Ỉ 2 6:2 8 )
Ṃ基伯到底宜了什么，孠多解乷家有孠多ḱ孢。我不愿涉及征些ḱ孢。有人相信他以弣奮的
宕气宜，你几乎宜服我成ᷢ一᷒基督徒了，你䕗了⎿？你以ᷢ你可以宜≐我？你要宜服我成
ᷢ基督徒啊？他是不是接近弔⎀了？我Ẕ不知道。只好留亁解乷家去ḱ孢了。

保仿宜、无孢是少≅、是多≅、我向 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
的、都要像我一㟟、只是不要像我有征些撩䁤。(使徒行Ỉ 2 6:2 9 )
保仿的回答似乎指出，Ṃ基帕宜，保仿，你几乎宜服我了，Ṃ基帕真的被宜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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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几乎，我希望是完全的被宜服了。
我想Ṃ基帕的悲∏是他那么接近，今天孠多生命的悲∏也是他Ẕ那么接近。一᷒人几乎被宜
服了，他与⚥度那么接近。但不知ᷢ甚么，他Ẕ就是不踏出最后那一步，他Ẕ与永生那么接
近，与神的⚥度那么接近，与僙离罪那么接近，真是悲哀。
保仿宜完了，王和巡㉂并百尼基都站起㜍。百尼基和她的兄弟同居前，乻彯᷌次婚，百尼基
和Ṃ基帕王是兄妹。后㜍她又成ᷢ᷌任仿樔皇帝的情⤯。听了征᷒奩孩和耶䧋基督的故事，
他Ẕ䍘在站起㜍了，他Ẕ退到里面，彼此宰孢宜，

于是王、和巡㉂、并百尼基、与同坐的人、都起㜍、退到里面、彼此宰孢宜、征人并
㱉有犯甚么宍死宍乹的罪。Ṃ基帕又⮡非斯都宜、征人若㱉有上告于宍撒、就可以慲
放了。(使徒行Ỉ 2 6:3 0 - 3 2 )
但神在仿樔有祂⮡保仿的孉䓣。因此他Ẕ去了仿樔。

非斯都既然定奬了、叫我Ẕ坐船往意大利去、便⮮保仿、和⇓的囚犯、交亁御反里的
一᷒百夫攧、名叫䉡流。(使徒行Ỉ 2 7:1 )
有一只Ṃ大米田的船、要沿䛨Ṃ西Ṃ一ⷎ地方的海彡走、我Ẕ就上了那船⺨行、有樔
其栧的帖撒仿尼迦人、Ṃ里彦古、和我Ẕ同去。(使徒行Ỉ 2 7:2 )
䉡流是另一位仿樔百夫攧，有趣的，在圣乷中我Ẕ看到几位百夫攧，他Ẕ都是很可䦘崆的
人。圣乷把每一᷒百夫攧都宜得很好。

百夫攧回答宜、主阿、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只要你宜一句宅、我的仆人就必好
了。
因ᷢ我在人的㛫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征᷒宜、去、他就去．⮡那᷒宜、㜍、他就
㜍．⮡我的仆人宜、你作征事、他就去作耶䧋听奩就希奇、⮡跟Ṷ的人宜、我⭆在告
孱你Ẕ、征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㱉有遇奩彯。(樔太福音8:8 - 1 0 )
仿樔百夫攧哥尼流是教Ể中第一᷒得救的外邦人。在他家圣䀝㳯灌下㜍。而䉡流是᷒很可䦘
崆的人。他喜㫊保仿，⭥待保仿，在旅途上他救了保仿的命。
你今天常常听到的征᷒⋢域就在黎巴嫩南部。

第二天、到了西栧．䉡流⭥待保仿、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Ẕ的照⸼。Ṷ那里又⺨
船、因ᷢ桶不栢、就峜䛨居比路背桶岸行去。彯了基利家旁非利Ṃ前面的海、就到了
⎽家的每拉。在那里百夫攧遇奩一只Ṃ力山太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Ẕ上了那
船。(使徒行Ỉ 2 7:3- 6 )
那是一艘彸玉米的船，㖞是海上最大的船，正樞往意大利。他叫我Ẕ上了船。

一徆多日、船行得慢、ṭṭ㜍到革尼土的⮡面。因ᷢ被桶㊎阻、就峜䛨革哩底背桶
岸、Ṷ撒摩尼⮡面行彯．我Ẕ沿岸行走、ṭṭ㜍到一᷒地方、名叫佳澳．离那里不
径、有拉西Ṃ城。(使徒行Ỉ 2 7:7- 8 )
走的日子多了、已乷彯了禁食的刪期、行船又危昑、保仿就≅ế人宜、(使徒行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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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9 )
因ᷢ地中海冬天Ể起暴桶，十月以后航行是危昑的。

ế位、我看征次行船、不但峏物和船要受Ọ㌇、大遭破坏、徆我Ẕ的性命也晦保。
但百夫攧信Ṷ掌船的和船主、不信Ṷ保仿所宜的。( 使徒行Ỉ 2 7:1 0 - 1 1 )
他Ẕ在佳澳的地方徃了港。保仿宜，ế位，我不孌ᷢ我Ẕ宍走下去，征次航行不Ể好的，不
但峏物Ể㌇失，性命也晦保。但掌船的和船主都宜，我Ẕ在地中海航行多年，征᷒人懂什
么，我Ẕ可以⺨下去，征㜉船很好。

且因在征海口彯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宜、不如⺨船离⺨征地方、或者能到非尼
基彯冬．非尼基是革哩底的一᷒海口、一面朝᷄北、一面朝᷄南。征㖞微微起了南
桶、他Ẕ以ᷢ得意、就起了擂、峜近革哩底行去。不多几㖞、狂桶Ṷⱃ上扑下㜍、那
桶名叫友拉革仿。船被桶抓住、㓴不住桶、我Ẕ就任桶刮去。峜䛨一᷒小ⱃ的背桶岸
奔行、那ⱃ名叫高大、在那里ṭṭ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㜍、就用亮索捆乹船
底．又恐怕在崃耳底沙㺑上㎩了㳭、就落下篷㜍、任船梀去。(使徒行Ỉ 2 7:1 2–1 7 )
他Ẕ把船捆好。用亮索捆乹船底，以免被浪⅚散。
ᷢ求在暴桶雨中存活，一切能作的都作了，我Ẕ被暴桶拋㜍拋去，第二天我Ẕ把峏物拋在海
里，第三天，路加宜，

到第三天、他Ẕ又Ṛ手把船上的器具拋⺫了。(使徒行Ỉ 2 7:1 8 - 1 9 )
（些子和船上的器具），所以路加也ⷖ䛨把器具拋出船去。

太旛和星辰多日不㗦露、又有狂桶大浪催逼、我Ẕ得救的指望就都亅了。(使徒行Ỉ
2 7:2 0 )
ế人多日㱉有吃甚么、保仿就出㜍站在他Ẕ中斜宜、ế位、你Ẕ本宍听我的宅、不离
⺨革哩底、免得遭征㟟的Ọ㌇破坏。( 使徒行Ỉ 2 7:2 1 )
你Ể喜㫊听⎿？我不Ể。我不喜㫊听到，“你本宍听我的宅”。
我第一᷒牧Ể的教Ể在Prescott， Ṃ利桑乛州。在教Ể旁彡有一堆大石⣜，我⅛定移≐一䁡，
Ṷ街上看彯㜍好看些。所以我拿了一些工具，⮮那些大石⣜㺂下㜍，我㺂得很起≚。我用工
具把一⛿大石⣜掘起，正要㺂下去，我太太走彯㜍宜，“你最好小心䁡，我不崆成把石⣜㺂
到那儿的，容易穿徃教堂的”我宜，不Ể的，它Ể滑下去，卡在那᷌⛿石⣜中斜”。我都算
好了。“你最好⇓征㟟作”。我宜，“不，不，”。我把石⣜掘起，平衡好了。“你最好⇓
征㟟作”。石⣜⺨始㺂下去，停在我算孉的᷌⛿石⣜中斜。但是，石⣜的性⮮它再往前
推，穿徃教堂的⡁，打垮了三排坐位。猜猜我太太宜什么？“你本宍听我的宅”。
征᷒人真怪，十四天了，我Ẕ不奩太旛，桶往在刮䛨，浪仍然⅚↣䛨我Ẕ，我Ẕ被漂㜍漂
去，都不知道在那里了，我Ẕ⮡卟救都放⺫了，他往宜，

䍘在我往≅你Ẕ放心．你Ẕ的性命、一᷒也不失᷏、惟䊔失᷏征船。因我所Ⰶ所事奉
的 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彡宜、(使徒行Ỉ 2 7: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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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他Ẕ放⺫了到彦仿樔的希望，奱得就要死在地中海了，就要成ᷢ死亡亇孉㔘字之一
了，耶䧋站在保仿旁彡，主在他旁彡，向他保孩，你⮮Ể到彦仿樔，早晨保仿站起㜍⮡大家
宜，ế位可以放心。

因我所Ⰶ所事奉的 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彡宜、保仿、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
宍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 神都峸亁你了。( 使徒行Ỉ 2 7:2 4 )
你知道和一᷒敬虔的人一起旅行真是太好了。偶而在梆机上有人彯㜍⮡我宜，我真高ℜ你也
在梆机上，征是我第一次梆，我很害怕，你不知道看到你，孑我多么安心,我可不愿意和那㖞
是要离⺨世界的樦樞␀在同一架梆机上。

所以ế位可以放心、我信

神他怎㟟⮡我宜、事情也要怎㟟成就 (使徒行Ỉ 2 7:2 5 )

各位放心，因ᷢ我相信神。事情就Ể像神宜的那㟟。注意他是宜，耶䧋真的站在我旁彡⮡我
宜宅，他是宜，我相信神。
几何⬎中，等彡等角等于什么᷄西，我忘了。有一᷒定理。所以如果他宜耶䧋⮡我宜宅，又
宜我相信神，放在一起就是耶䧋就是神。

只是我Ẕ必要撞在一᷒ⱃ上。 到了第十四天夜斜、船在Ṃ底Ṃ海、梀㜍梀去、乎到半
夜、水手以ᷢ㶸近旱地、 就探深㳭、探得有十二丈．稍往前行、又探深㳭、探得有九
丈。 恐怕撞在石⣜上、就Ṷ船尾拋下四᷒擂、盼望天亮。(使徒行Ỉ 2 7:2 6~ 2 9 )
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Ṷ船⣜拋擂的㟟子．保仿⮡百夫攧和兵
丁宜、征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Ẕ必不能得救。(使徒行Ỉ 2 7:3 0 - 3 1 )
注意保仿䍘在下命令了。船攧恐怕因䛨他主⻈航行，目前被捆乹在什么地方了。保仿取代了
船攧。他下命令了。

于是兵丁砍㕕小船的些子、由他梀去。天㶸亮的㖞候、保仿≅ế人都吃椕、宜、你Ẕ
ご望忍椧不吃甚么、已乷十四天了。他Ẕ恐怕㗽船㗽得⌱害，“所以我≅你Ẕ吃椕，
征是ℛ乎你Ẕ救命的事”。(使徒行Ỉ 2 7:3 2 - 3 3 )
保仿孌孮自然和超自然，人需要力量，所以保仿宜，ᷢ了你Ẕ的健康，你Ẕ最好吃些᷄西。

因ᷢ你Ẕ各人徆一根⣜⍹、也不至于㌇坏。(使徒行Ỉ 2 7:3 4 )
保仿宜了征宅、就拿䛨椤、在ế人面前祝寊了

神、擘⺨吃。(使徒行Ỉ 2 7:3 5 )

我Ẕ有一᷒桶俗，我想是᷒美好的桶俗，就是ᷢ我Ẕ的食物感寊神。我Ẕ徃食前，ᷢ神的供
亁感寊祂。保仿在他Ẕ面前感寊神。我喜㫊在餐椮看到人低⣜求神祝福他Ẕ的食物。征其⭆
亁你一᷒好机Ể作奩孩。我Ẕ和家人出去吃椕㖞，在餐椮低⣜求神祝福食物，孠多㖞候ᷢ
作奩孩打⺨了机Ể之斐。⇓人Ể彯㜍宜，“看到你和你的儿女在䤟告是一件多美的事”。今
天征㟟的情形不多，我Ẕ可以宜，“你是基督徒⎿？”征亁我Ẕ分享的机Ể。
我太太和我，往有其它一些人，以前晚上常去Glendale的一家餐椮，他Ẕ有㯱堡等᷄西。那是
᷒很䂕斐的地方，乷常我Ẕ有好些人一起去。我Ẕ有᷒小奬矩，食物端上㜍后，每᷒人把手
指ᷦ起㜍，最后ᷦ起的就要作寊椕䤟告。我忙䛨跟我太太宜宅，忙䛨看䛨她（征是我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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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乎Ể，她那㖞不太了解我），我回⣜看㖞，每᷒人都ᷦ起手指了，所以我知道䤟告的工
作非我莫Ⰶ了。但你知道我喜㫊䤟告，我只是不喜㫊征᷒工作落在我⣜上。我想，“好吧，
你Ẕ要我䤟告我就䤟告”。我站起㜍，ᷦ起⍴手。我忘不了↗僠上的表情，她一定在想，跟
我乎Ể的是何孠人啊？我⅛定扮演法利崃人。

于是他Ẕ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我Ẕ在船上的、共有二百七十六᷒人。(使徒行Ỉ
2 7:3 6 - 3 7 )
加上他ẔṶ埃及彸㜍的玉米，因ᷢ埃及是仿樔的谷ṻ，大部份的谷䰣都是Ṷ埃及㜍的，他Ẕ
有孠多峏船，也弥客人。共有二百七十六人，所以是㜉嚖大的船。

他Ẕ吃椙了、就把船上的湎子、拋在海里、ᷢ要叫船弣一䁡到了天亮、他Ẕ不孌孮那
地方、但奩一᷒海㸦、有岸可登、就商孖能把船㊊徃去不能。于是砍㕕亮索、⺫擂在
海里、同㖞也松⺨舵些、拉起⣜篷、栢䛨桶向岸行去。但遇䛨᷌水⣡流的地方、就把
船㎩了㳭．船⣜傞住不≐、船尾被浪的猛力⅚坏。( 使徒行Ỉ 2 7:3 8 - 4 1 )
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㛨了、恐怕有洑水僙逃的。但百夫攧要救保仿、不准他Ẕ任意
而行、就吩咐Ể洑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
西上岸．征㟟、ế人都得了救上了岸 (使徒行Ỉ 2 7:4 2 - 4 4 )
下主日晚我ẔỂ查完使徒行Ỉ。只剩下一章，查完后，我ỂṶ⌮史上看使徒行Ỉ之后的保仿
⍹生了甚么事情，亁大家一᷒䬨介。不但Ṷ⌮史上看，也Ṷ一些Ḏ信上看。我Ẕ可以洞查一
些使徒行Ỉ之后，保仿生命中⍹生的事，所以下主日晚查完二十八章后，我ẔỂ看一䁡使徒
保仿的⌮史，直到公元六十七年，尼仿⮮保仿㛨⣜ᷢ止。我ẔỂ看完保仿的一生。你ẔỂ⍹
䍘保仿是᷒很有意思的人，我很想奩他，花㖞斜和他在一起。我非常仰慕征᷒人，仰慕他的
勇气，他的力量，他的奉䋖，他的委身。他真是᷒很䊔特的人，我䇙他，因ᷢ他那么䇙主。
永世，神的⚥度，Ể是一᷒很美好的地方，因ᷢ在那⚥度中我Ẕ可以有㖞斜和那么多美好的
人在一起。我希望花㖞斜和保仿，大⌓，乎翰在一起，我希望和你Ẕ在一起，我Ẕ在永径
中，何᷸不ᷢ呢？我Ẕ徃入神匋耀永径的⚥度中，真是好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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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Ỉ第二十八章
恰克 史密思 牧ⶰ ( 各各他教Ể )
今天晚上， 我Ẕ⮮Ể宣使徒行Ỉ第二十八章， 并且Ể完成使徒行Ỉ征卷Ḏ。 下星期日晚
上， 我Ẕ便⺨始宣仿樔Ḏ第一及第二章。 所以， 征᷌章⮮Ể是你Ẕ征᷒星期断宣的功
宦。 䍘在， 孑我Ẕ㜍宣使徒行Ỉ最后一章。 征里最引人入胜之⢬， 就是使徒保仿⮡教Ể
的事工及初期教Ể⇃始的乷彯。
你往存得上᷒星期我Ẕ宣到最令人感到ℜ⣳的和ㆷ∏性的地方⎿? 那就是使徒保仿在海上遇
到桶暴的㖞候， 那㜉船在桶浪中， 几乎全都被摧㭩了。 在船上那些懂得游泳的人， 都
也也各自游到岸上。 剩下㜍的就是那些不懂游泳的人， 他Ẕ惟有䳏䳏地抱䛨破碎的木板，
几乷辛苦地漂浮到岸上。 正如保仿宜:

“一᷒性命也不失᷏， 惟䊔失᷏征船。” (使徒行Ỉ 2 7:2 2 )
我Ẕ既已得救、 (使徒行Ỉ 2 8:1a)
征船已被海浪打碎了。

纔知道那ⱃ名叫米利大。 (使徒行Ỉ 2 8:1 b )
征᷒ⱃ就是今日的樔⮼他。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南端海外。 征㜉船在海上乷彯了十四天的桶
暴后， 最后漂泊到樔⮼他ⱃ的岸上。

土人看待我Ẕ，有非常的情份； （使徒行Ỉ2 8 ：2）
“野嚖的”征᷒孵， 䍘今英宕翻孹成 “野嚖人”是不合适的。 其⭆“barbar”征᷒字根是
希腊人通常䦘呼那些不能宜希腊文的人ᷢ“barbar”。 征是一᷒希腊俚宕。 并不是指那 些
完全未乷教℣或受教育的人。 而是， 大抵凡是不懂希腊文的人， 都被䦘呼ᷢ野嚖的或野
嚖人而已。 樔⮼他人祇不彯是樔⮼他本地的土著。 他Ẕ并非是㱉有文化的“野嚖人”。

因ᷢ㖞下雨， 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Ẕế人。 (使徒行Ỉ 2 8:2 b )
他Ẕ已乷渡彯了整整十四天在桶浪中的煎熬。 可是， 那桶暴⌜未平息下㜍。 他Ẕ要㋋扎
出征᷒桶暴的⅚激。 征正是᷍冬的㖞候。 地中海的天气是十分寒冷的。 他Ẕ靠近了岸
彡。 有些在水中䳏握䛨木板， 有些⇁游到岸上去。 那些土著ᷢ他Ẕ生了火， 以便他Ẕ把
身体烘干取暖用。

那㖞、保仿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㜉毒蛇、因ᷢ䂕了出㜍、咬住他的手。
(使徒行Ỉ 2 8:3 )
我想， 在征里亁我Ẕ⮡使徒保仿的᷒性， 有䛨一᷒很活㲤生≐的描述。 保仿就是一᷒⢬
事坦宂孌真和言行一致的人。 他乷常ᷢ各㟟事情而忙碌奔跑的。与其等那些事䛨忙䛨ᷢ他
Ẕ生火取暖， 倒不如他⭆旭地Ṛ自起㜍ⷖ他Ẕ。 保仿就是征㟟的一᷒有Ṛ和力又昷㖞能⍪
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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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㖞、保仿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㜉毒蛇、因ᷢ䂕了出㜍、咬住他的手。
(使徒行Ỉ 2 8:3 )
征是一㜉有毒的蛇。

土人看奩那毒蛇、ご在他手上、就彼此宜、征人必是᷒凶手、嘥然Ṷ海里救上㜍、
天理往不容他活䛨。 (使徒行Ỉ 2 8:4 )
保仿去拾一捆柴， 然后᷊徃火里去。 忽然， 有一㜉毒蛇Ṷ木⛿中爬出㜍并么仈䛨保仿
的手。 那些土著樔上辨孌出征是一㜉有∏毒的毒蛇， 宜保仿必定是一᷒᷍重的㛨人犯，
以致天理也不容他活䛨。

保仿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㱉有受Ọ。 ( 使徒行Ỉ 2 8:5 )
再看保仿的᷒性， 他是一᷒ᷢ人冷朁沉䛨的人。 因ᷢ䂕度， 使一㜉毒蛇醒了， Ṷ一捆柴
里出㜍， 并仈䛨在他的手上。 他并㱉有立刻⻈⢘呼救。 他祇是不慌不忙的⣳力地把那么
仈在自己手上的毒蛇㏮僙， 把它摔掉了。

土人想他必要 偧起㜍、或是忽然仆倒死了．看了多㖞、奩他无害、就弔念宜、他是
᷒神。 (使徒行Ỉ 2 8:6 )
征里孑我看到在征᷒反复无常的人世斜，追求宬媚奉承是多么的愚蠢。 征一刻⇓人可以把
你作一᷒㛨人犯， 反彯㜍下一刻亦可以把你英雄般的看待。
有些ệ大出色的彸≐家， 他Ẕ于在彸≐⛢上接受奪ế蜂㊍而上和䂕情㫊呼。 但他Ẕ在
䉞⾩衰落的㖞候， 便深切的体Ể到群ế的崇拜和崆美是多么的反复无常。
乷文≅宓我Ẕ不要追求Ⰶ世的匋耀或Ⰶ世的孌同， 而要追求神的匋耀以及神的孌同。

离那地方不径、有田ṏ是ⱃ攧部百流的．他接乛我Ẕ、⯥情款待三日。(使徒行Ỉ
2 8:7 )
令我感到ℜ趣的是主如何看栦使徒保仿。保仿确⭆是一᷒仿樔囚犯。 可是，百夫攧⮡他⌜
百般的偏䇙。 正如那᷒峇峋徺解保仿到仿樔去的官␀， 多方的表示⮡保仿的支持。 䍘在
保仿因在海上遇到桶昑而抵彦那ⱃ上， 并得到地土著仁慈的⭥待。 地的酋攧更彬彬有
䣤 地接待他。

㖞、部百流的父Ṛ、患䂕病和痢疾躺䛨．保仿徃去、ᷢ他䤟告、按手在他身上、
治好了他。 (使徒行Ỉ 2 8:8 )
路加是一᷒⋣生。 所以， 他⮡那病人作了孲㕕和⋣治。

㖞、部百流的父Ṛ、患䂕病和痢疾躺䛨．保仿徃去、ᷢ他䤟告、按手在他身上、
治好了他。Ṷ此、ⱃ上其余的病人、也㜍得了⋣治。他Ẕ又多方的尊敬我Ẕ．到了
⺨船的㖞候、也把我Ẕ所需用的送到船上。 (使徒行Ỉ 2 8:8 - 1 0 )
他Ẕ在樔⮼他ⱃ受到非常好的⮡待。 神借䛨保仿在ⱃ民中行他⋣治的大能。

彯了三᷒月 。 (使徒行Ỉ 2 8:1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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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Ẕ就征㟟在樔⮼他ⱃ消磨了三᷒月。

我Ẕ上了Ṃ力山太的船、往前行． (使徒行Ỉ 2 8:1 1 b )
另一桽船是Ṷ埃及到仿樔的。 他Ẕ上了Ṃ⌮山大的船去了。

征船以᷊斯⍴子ᷢ存、是在那海ⱃ彯了冬的。 (使徒行Ỉ 2 8:1 1c)
那是᷊斯⍴子。

到了⎁拉古、我Ẕ停泊三日。 又Ṷ那里乽行、㜍到利基翁．彯了一天、起了南桶、
第二天就㜍到部᷊利。 (使徒行Ỉ 2 8:1 2 - 1 3 )
那是由᷄方到仿樔的主要的峏彸港口。 Ṷ部᷊利往北可以看到仿樔的海⅃港口。 保仿怍望
征些㇀船， 心里一定想到仿樔海⅃的威力， 而且印象深刻。

在那里遇奩弟兄Ẕ、実我Ẕ与他Ẕ同住了七天．征㟟、我Ẕ㜍到仿樔。那里的弟兄
Ẕ、一听奩我Ẕ的信息、就出㜍到Ṃ比ᷴ市、和三椮地方迎接我Ẕ． ( 使徒行Ỉ
2 8:1 4 - 1 5 )
Ṃ比ᷴ市离仿樔乎四十三哩; 而三椮离仿樔⇁有三十三哩。

保仿奩了他Ẕ、就感寊

神、放心⢖偮。 ( 使徒行Ỉ 2 8:1 5 b )

不管你到世界任可一᷒角落， 祇要你碰到一群信徒， 你樔上Ể感奱到好象回到家里一㟟
的。 我跟我太太有幸能到一些十分偏径的地方 去旅行。 无孢何㖞， 祇要我Ẕ和信徒聚在
一起， 我Ẕ便Ể感奱到回到家里一㟟。 征就是有 神䇙的㷑暖在其中， 你便可知道我Ẕ就
在 神的家中。
我Ẕ到了新几ℭṂ一㜉靠近阿⸻拉巴的小村庄。 那村庄的酋攧特⇓ᷢ我Ẕ安排了道地的盛
大酒席。 大致上， 征些食物都十分美味的。 但是， 有一些食物⌜是很晦入口的。 有趣的
是， 祇有高官峝人才能徃入他Ẕ所宻 “moo-moo”的范⚜之ℭ。 他Ẕ在地上挖了一᷒坑，
然后用香蕉⎞覆䙾在䁥䂕的石⣜上煮食物， 再⮮食物覆䙾上六寸厚的泥土。
不一Ể儿，便有土著端㜍一杯水洒在土堆上并冒出 蒸汽㜍。 征㟟蒸煮成的食物⌜很美味。
其它的村民就在⚜⡁外看䛨我Ẕ徃食。 有些土著拿䛨大棕㤰⎞煽≐䛨，防止創囯停留在餐
桌上的食物。 他Ẕ亁你一片香蕉⎞用以盛䛨食物。 然后， 你便用手徃食。 征真是一᷒很
有趣的乷樴。
晚餐彯后， 酋攧便崳上前㜍。 一手拿䛨矛， 一手拿䛨他Ẕ自己的圣乷孹本。 他一彡㈔䛨
那手上的圣乷孹本， 一彡在宜， 在白人ᷢ他Ẕⷎ㜍征新乎圣乷孹本之前， 他Ẕ⮡待白人
是一᷒不留 地把他Ẕ㛨掉了。 但是， 䍘在他Ẕ不再用矛，㝒，⮡待他Ẕ了， 因ᷢ他Ẕ
心中已乷㊍有 神的宅宕。
征㖞， 我的心䳏䳏的与征᷒酋攧徆接在一起。 我Ẕ互相㊍抱。 九使彼此的文化有差异，
但我Ẕ的心思意念是乻合在一起的。

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䉡太人、受割䣤的、未受割䣤的、化外人、西古提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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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ℭ。 ( 歌仿西Ḏ 3:1 1 )
我Ẕ中斜有一种默契。 我Ẕ的心思意念徆接在一起。 征真是一᷒美好的乷樴。 我在征些
土著中斜感奱到就像在家里一㟟。 因ᷢ我知道他Ẕ也是Ⰶ于 神家中的一分子。
于是保仿返回仿樔的途中， 一᷒仿樔政府的囚犯， 然而⌜有Ṷ仿樔 Ṃ比ᷴ㜍的弟兄到㜍
迎接他。 保仿心里栧然感奱到一股㷑暖和安慰。 感奱到就像在 神家里一㟟。

徃了仿樔城、〔有古卷在此有百夫攧把ế囚犯交亁御反的亇栮惟有〕保仿蒙准、和
一᷒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 (使徒行Ỉ 2 8:1 6 )
保仿卟准住在自己的家里。 他能⣇支付自己的生活。 而仿樔士兵乷常在旁看守䛨他。 并
有撩撦与他撩在一起。 所以，保仿⯥管是与另一᷒士兵被撩在一起， 他仍然㊍有相的自
由的。

彯了三天、保仿実䉡太人的首栮㜍．他Ẕ㜍了、就⮡他Ẕ宜、弟兄Ẕ、我嘥㱉有作
甚么事干犯本⚥的百姓、和我Ẕ祖宗的奬㜉、⌜被撩乹、Ṷ耶路撒冷解在仿樔人的
手里。他Ẕ⭉斖了我、就愿意慲放我．因ᷢ在我身上、并㱉有宍死的罪。无奈䉡太
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宍撒．并非有甚么事、要控告我本⚥的百姓。 (使
徒行Ỉ 2 8:1 7 - 1 9 )
保仿向仿樔的䉡太栮袖保孩， 他并不是以言孢⮡抗以色列⚥。 征不是他的目的。他在征里
是因ᷢ他政治的情⅝， 是他有上孱的必要， 及保孩他的言孢⮡以色列⚥不Ểṏ生任何的不
利与任何峔㌇的。

因此、我実你Ẕ㜍奩面宜宅．我原ᷢ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征撦子捆撩。 ( 使徒行
Ỉ 2 8:2 0 )
然， 以色列⚥的指望是等候⻍崃Ṃ的㜍ᷜ。 保仿宜，“我ᷢ以色列人所指望的， 被征
撦子捆撩。”

他Ẕ宜、我Ẕ并㱉有接䛨Ṷ䉡太㜍孢你的信、也㱉有弟兄到征里㜍、㉍亁我Ẕ宜、
你有甚么不好⢬。但我Ẕ愿意听你的意奩如何．因ᷢ征教斐、我Ẕ㗻得是到⢬被㭩
富的。(使徒行Ỉ 2 8:2 1 - 2 2 )
你孌ᷢ征᷒教派， 及他Ẕ所宜的那᷒耶䧋怎㟟?

他Ẕ和保仿定了日子， 就有孠多人到他的寓所㜍， 保仿Ṷ早到晚， ⮡他Ẕ孚孢征
事， 孩明 神⚥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Ḏ， 以耶䧋的事， ≅勉他Ẕ。 (使徒
行Ỉ2 8:2 3 ) .
有孠多人到保仿的寓所㜍。 保仿⺨始引用他Ẕ的乷文， 并指出那所⸼孠的⚥度和所⸼孠的
王。 因ᷢ一᷒⚥度不能㱉有王的。 无疑地， 保仿不但向他Ẕ指出孠多有ℛ 神的⚥度，
神⚥匋耀的栬言;而且， 指出那⮮要㜍ᷜ的王要亇治征᷒即⮮㜍ᷜ的 神的⚥度。 征王必出
生在伯利恒。

伯利恒以法他阿、你在䉡大宠城中ᷢ小、⮮㜍必有一位Ṷ你那里出㜍、在以色列中
ᷢ我作掌㛫的．他的根源ṶṀ古、Ṷ太初就有。 (⻍迦Ḏ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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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永在者必要再㜍亇治以色列人。 并且他必出生于伯利恒。
正如 神在以崃ṂḎ第七章宜， 征王必Ṷ童女所生的。

因此、主自己要亁你Ẕ一᷒兆⣜、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亁他起名叫以樔ℭ利。〔就
是 神与我Ẕ同在的意思〕 (以崃ṂḎ 7:1 4 )
但是，在征᷒所⸼孠的王宆生的㖞候， 有拉乻ᷢ她自己的孩子哭泣。 因ᷢ她的孩子被㛨
了。 希律王栩下命令⢬死所有᷌Ⱙ以下的男⨜。 目的就是ᷢ了要除去耶䧋。
保仿亏井告孱他Ẕ其它的乷文。 并宜征᷒出生在伯利恒的孩子， 就是 神的儿子。 乃是
神峸亁人的。

因有一⨜孩ᷢ我Ẕ而生、有一子峸亁我Ẕ．政㛫必㉭在他的肩⣜上．他名䦘ᷢ奇
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㛫与平安必加增无䨟．他必
在大⌓的⭅座上、治理他的⚥、以公平公ᷱ使⚥✂定䧛固、Ṷ今直到永径。万⅃之
耶和⋶的䂕心、必成就征事。 (以崃ṂḎ9:6 - 7 )
你知道、明白、Ṷ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㖞候、必有七᷒
七、和六十二᷒七．正在刘晦的㖞候、耶路撒冷城徆街ⷎ濠、都必重新建造。 (但
以理Ḏ9:2 5 )
保仿更指出ṶṂ彦耶西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耶䧋胜利的徃入耶路撒冷共有483年。 正如
撒迦利Ṃ宜的， 他樹䛨樜模㜍,

擉安的民哪、⸼大大喜᷸．耶路撒冷的民哪、⸼㫊呼．看哪、你的王㜍到你征
里．他是公ᷱ的、并且施行拯救、寎寎和和的樹䛨樜、就是樹䛨樜的模子。 (撒迦
利ṂḎ9:9 )
然后，保仿可能㗦明亁他Ẕ看， 正如撒迦利Ṃ宜的， 耶䧋被三十ᾑ撞子出⋾了。 “要把
ế人所估定美好的价值， ᷊亁傜㇟，”我便⮮征三十⛿摙， 在耶和⋶的殿中， ᷊亁傜
㇟。

所以我要使他与位大的同分、与⻢盛的均分㍛物．因ᷢ他⮮命ῦ倒、以致于死．他
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多人的罪、又ᷢ罪犯代求。 (以崃ṂḎ5 3:1 2 )
保仿并再次引用他Ẕ的乷文。 ⯅孽使他Ẕ相信耶䧋就是所⸼孠的王。

保仿所宜的宅， 有信的， 有不信的。 (使徒行Ỉ2 8:2 4 ).
Ỉ福音的乻果， 是征㟟的。 有相信的， 也有不信的。
今天晚上， 我Ẕ聚集在征里，其⭆也是有᷌伙人。 有些是相信耶䧋基督是⻍崃Ṃ，是主，
是救世主， 是 神所⸼孠的王; 但也有不相信征一切的人的。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峸他Ẕ㛫柄、作

神的儿女。 (乎翰福音1:1 2 )

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䛨永生、〔原文作不得奩永生〕
他身上。 (乎翰福音3: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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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震怒常在

所以， 我᷒人的信仰是很重要的。 根据圣乷所宜， 我的命彸和我的信仰是息息相ℛ的。
“有相信的， 也有不信的。” 你最好是斖一斖自己， 在᷌᷒中是Ⰶ于哪一᷒。
他Ẕ都看到同㟟的真理和同㟟的孩据。 有些相信， 有些是不相信的。 我不能昷便的推想
他Ẕ不相信的原因。 但是， 人不相信的原因， 往往是自己已先怀䛨假定性的偏奩。 他Ẕ
并㱉有确⭆地去孬估孩据。 他Ẕ所听到的， 祇是其它峐疑者的批孬。 征㟟他Ẕ就㕕然下
乻孢㜍攻↣耶䧋。 其⭆， 他Ẕ所听到的⢘音， 都是耶䧋基督的仇㓴的⢘音。
倘若， 你想知道ℛ于我的ᷢ人， 你Ể去斖我的太太及我的子女。 我的太太是一᷒很坦宂
的人。 她必定Ể真⭆地告孱你我的ᷢ人的。 我相信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一᷒人。 孠多人
看到征᷒站立在孚台后面的人， 想象征᷒人必定是一᷒完美的人。 但是， 我告孱你， 我
太太所宜的必定与你想象的不一㟟。
但是， 是有些人ᷢ了自己的什故而不喜㫊我的。 我曾听到一些有ℛ我的有趣的事情。
有些更是不可靠的和㱉有事⭆根据的。
有一᷒人果真的到全⚥各地去， ⮡人Ẕ散布寋言。 宜有一群有摙有≧的人， 已亁我八百
万元用作⇃≆“主再㜍᷸⚕”的峡用。 目的是以音᷸㜍峍坏那些年弣的基督徒。 征᷒送摙
㜍的人就是巫ⶰ大Ể其中的一᷒成␀。 有一天晚上，我的太太到 Pasadena 的一᷒教Ể。 征
᷒人就在那教Ể演孚。 他⺨始宜征᷒荒寔的寋言。 正如我所宜， 我太太是一᷒耿直的
人。 她樔上站立起㜍， 并宜， “征可不是真的! 你Ṷ㜍㱉有亁恰克 史密思征些金摙。 因
ᷢ，恰克 史密思就是我的丈夫。 征᷒人非常惊孞地瞪䛨她。 㖞所有的人都奱得很宏
异。 征᷒人支支吾吾地回答宜，“啊， 我把摙亁了他的一᷒助手。”我的 助手 仿恩Ṷ㱉
有告孱我征一回事。
听Ṷ㓴人所宜的， 征并不是⮣求事⭆真相的方法。 你⸼宍ῦ听他的朋友，或是他Ṛ近的伙
伴所宜的。 倘若你想知道有ℛ耶䧋基督的真理， 那么， 你就⸼宍宣宣新乎的乎翰福音或
樔太福音。 那些人跟Ṷ耶䧋基督彦三年之久。 你Ể找到征些人孚到有ℛ耶䧋的事， 他Ẕ
⮡耶䧋的⾩度，以及他Ẕ⮡耶䧋的了解。 征㟟， 你⮡耶䧋基督便能有一᷒比弫可靠的描
述。
令人忿憾的是， 有些人⮡事⭆并㱉有作完全⼣底的⭉查， 祇是基于假的或不完全的御象向
便冒然下定孢。 他Ẕ面⮡事⭆和孩据， 也不作⼣底的衡量， 因ᷢ在他Ẕ心里已乷怀䛨᷒
人的偏奩， 缺乏合理⺨明的奩解。 因ᷢ征᷒什故， 有些人是不相信的。 并非㱉有足⣇
的事⭆去孩明， 而是， 他Ẕ已先作出不相信的徱㊑。
征是令人感到十分忿憾的。 我鼓≙你⮡于事⭆和孩据， 不妨仔乮地⭉查。 因ᷢ事⭆乷得
起考樴的。 我自己⇁Ⰶ于相信事⭆和孩据的那一群人。 我的心是完全相信耶䧋基督确⭆就
是那乷上所⸼孠的， ⮮要再㜍的王。 耶䧋基督已乷⸼樴了孠多㖏乎圣乷的栬言。 就是 神
的仆人，“被弣奮，被⺫亅， ᷢ我的彯犯而受害”。 其它⮮要⸼樴的栬言， 就是有ℛ征
᷒⮮再㜍的王要在地上建立 神的⚥度。 我Ẕ⮮Ể看到地球⮮要回复到起初神⇃造天地㖞
的模㟟。 那沙漠⮮要⎀成青翠的⚕地，玫瑰花四⢬盛⺨䛨， 有淙淙的溪流在旱地展⺨。
一切的ḱ㇀和罪〞都⮮已䀕亅， 不再有苦晦。 那些先天性肢体㬳障的人可以起㜍走路，
那些⑹吧都可以高歌崇拜崆美 神。 我相信那⸼孠的王， 确⭆就是我Ẕ的主耶䧋基督;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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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他⮮Ể很快就再㜍ᷜ。 耶䧋基督在圣乷中所栬言，

“他是你Ẕ匠人所⺫石⣜， 已成了房角的⣜⛿石⣜。”

(使徒行Ỉ4:1 1 )

我Ẕ的主耶䧋基督再㜍的㖞候， 他⮮Ể是那䚀石。 那䉡太人和基督徒⮮Ể⚊乻一致的崇
拜崆美⻍崃Ṃ的。 祇有一位⻍崃Ṃ⮮要再㜍， 并亇治地上一切的。 我Ẕ⮮永径的在他的
⚥度里与他同在的.

他Ẕ彼此不合、就散了．未散以先、保仿宜了一句宅、宜、圣䀝藉先知以崃Ṃ、向
你Ẕ祖宗所宜的宅、是不擁的。 ( 使徒行Ỉ 2 8:2 5 )
注意， 保仿在征里指出圣䀝是借䛨圣乷感≐人的。 在他亁提摩太的Ḏ信中， 他宜

“圣乷都是 神所默示的， 于教孕，督峋，使人正， 教⮤⬎ᷱ，都是有益的。”
(提摩太后Ḏ3:1 6 )
保仿承孌圣䀝就是圣乷的作者。

他宜、『你去告孱征百姓宜、你Ẕ听是要听奩、⌜不明白．看是要看奩、⌜不㗻
得．因ᷢ征百姓、油蒙了心、耳朵⍹沉、眼睛斕䛨．恐怕眼睛看奩、耳朵听奩、心
里明白、回弔彯㜍、我就⋣治他Ẕ。) (使徒行Ỉ 2 8:2 6 - 2 7 )
保仿又⮡他Ẕ宜， 并引用他Ẕ的先知以崃Ṃ，

所以你Ẕ知道、 神征救恩、如今Ỉ亁外邦人、他Ẕ也必听受。〔有古卷在此
有〕〔保仿宜了征宅䉡太人孖孢也也的就走了〕保仿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
足᷌年。凡㜍奩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偮Ỉ孚 神⚥的道、⮮主耶䧋基督的事教
⮤人、并㱉有人禁止。 (使徒行Ỉ 2 8:2 8 - 3 1 )
征里我Ẕ可以体Ể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首先， 保仿漂流到樔⮼他岸上， 征无疑是 神奇妙
的安排。 ᷢ要把救恩的福音ⷎ亁征ⱃ上的人。 ⮡保仿而言， 在海上遇昑而漂流到征ⱃ
上， 就是一⛢䀦晦。 征是他生命中的一᷒昑境。 但是 神⌜藉此⮮救恩的福音和真理ⷎ亁
征ⱃ上的人。
保仿在仿樔䙹䊙囚禁的᷌年期斜， 他⅁了一些新乎的Ḏ信。 保仿更向那些到䊙中探孧他
的人Ỉ孚 神的福音， ᷢ 神作奩孩。 若不是保仿下䊙， 相信我Ẕ今天不Ể有征些保仿在
䊙中⅁成的Ḏ信。 比如以弗所Ḏ， 腓立比Ḏ， 哥仿西Ḏ和腓利斐Ḏ。 征些Ḏ信都是保仿
在仿樔᷌年的囚禁期ℭ， 借䛨圣䀝的感≐而⅁成的。
使徒行Ỉ大乎是在主后63年完成的。 大概在主后66年， 保仿就⅁完提摩太后Ḏ。 㖞，
保仿可能ᷢ要逃避仿樔帝王尼䤬。 所以， 他在主后66年左右， 再度被囚禁在仿樔䙹䊙
前的᷌年， 他就⅁完提摩太后Ḏ。 在Ḏ信中， 他提及他离⺨特仿腓摩后， 到彦米利都。
在那里， 他便病倒了。 事⭆上， 就是特仿腓摩征一᷒人跟保仿一起在圣殿中出䍘的。 
㖞， 那些䉡太人很激≐地宜保仿把外邦人ⷎ到圣殿ℭ。 保仿被那些䉡太人㭜打， 最后更
被仿樔士兵逮捕。
在提摩太后Ḏ第四章， 我Ẕ可以相信的是， 保仿⸼宍已乷回到以弗所 米利都 那里去了。
并且， 他要离⺨㖞他已乷病倒的特仿腓摩。
206 of 207
使徒行Ỉ

在使徒行Ỉ最后的一章， 那㖞保仿已乷在仿樔的䙹䊙中被囚禁了。 有征一᷒背景峬料，
我相信征᷒星期你宣到以弗所Ḏ， 哥仿西Ḏ和腓利比Ḏ的㖞候， Ể有一᷒比弫明确的了
解。 保仿孚到ᷢ主耶䧋的奴仆; 孚到ᷢ了你我的什故而作主的 奴仆; 孚到他和主之斜䳏密的
契合; 及在主ℭ得常常喜᷸。
ᷢ甚么路加存到征里就停下㜍呢? ᷢ甚么路加再㱉有告孱我Ẕℛ于保仿徃一步的情⅝呢?
ᷢ何我Ẕ要根据其它的⌮史⬎家或是像Eusebius 征些人， 去了解使徒保仿下䊙以后所⍹生
的情⅝呢? 如果你再翻到使徒行Ỉ第一章， 就是耶䧋⸼孠圣䀝必要降ᷜ到使徒Ẕ的身上，
耶䧋宜，

但圣䀝降ᷜ在你Ẕ身上、你Ẕ就必得䛨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䉡太全地、和撒䍃
利Ṃ、直到地极、作我的奩孩。 ( 使徒行Ỉ 1:8 )
䍘在， 保仿㜍到仿樔。 仿樔就是㖞世界的中心。 基督的栬言在征㖞得到⸼樴， 路加的
乒就停止下㜍了。 基督栬言福音要Ṷ耶路撒冷⺨始， 乷䉡太全地， 借䛨腓力Ỉ入撒䍃
利Ṃ， 之后再由使徒保仿和巴拿巴Ỉ⺨， 直到地极。 路加奱得已乷足⣇了。 我Ẕ所宣已
包括第一᷒世乒㖞期的教Ể⌮史， 福音Ỉ到世界的各地的描述。
Ṷ圣乷的奪䁡而言， 征可宜是教Ể⌮史⮮到的买䁡。 而乎翰所⅁的⏗示， 是教Ể⌮史
的后期一᷒段落。
我再次鼓≙你Ẕ， 你Ẕ在宣仿樔Ḏ的同㖞， 也宣保仿在䊙中所⅁的四封Ḏ信，就是以弗
所Ḏ，腓利比Ḏ，哥仿西Ḏ及腓利斐Ḏ。 那么， 你Ẕ⮡保仿㖞在仿樔下䊙㖞的境⅝及如
何⅁成征些Ḏ信， 就可以有一᷒比弫全面的孌孮。
天父， 今天晚上， 我Ẕ很感寊你峸亁我Ẕ征⬎Ḉ你宅宕的恩典。 主阿，我Ẕ看到你所
栬言的， 都一一⸼樴的㖞候， 我Ẕ是何等的ℜ⣳。 我Ẕ是生活在征᷒末世教Ể的㖞期，
⮮可奩孩栬言中圣殿的重建。 主阿， 我Ẕ感到十分ℜ⣳和激≙。 因ᷢ 神你是信⭆的， 你
的宅宕牢固在我Ẕ的心中。 我Ẕ祈求你的祝福和平安ᷜ到耶路撒冷一地。 并在征困晦和不
䧛定的情⅝之下， 我Ẕ祈求你的平安ᷜ到征᷒敏感不安的地方。 主阿， 我Ẕ并ᷢ䛨 峅 京
 理彆俴一事䋖上祈求， 祈求你能在征令人≐匉不安的㖞候， ᷢ他Ẕ栬⢯一᷒正和得
你喜ぎ的人徱。 祈求你Ṛ自㡨徱征人以填堍征᷒重要的空缺。 我Ẕ祈求借䛨他， ⮮㜍能
ᷢ以色列ⷎ㜍和平与安全。 主阿， 我Ẕ祈求你圣䀝指引我Ẕ， 教⮤我Ẕ。 好使我Ẕ能遵
Ṷ主的旨意而行。 奉主耶䧋基督 的名而祈求， 阿斐。
我Ẕ実求各位ᷢ我Ẕ在西雅⚦的事工祈求。 祈求 神借䛨圣䀝在征些人的心里面≐工。 祈
求神的䀝充㺉我Ẕ， 神的宅能藉我Ẕᷢ他Ẕⷎ㜍Ⰶ䀝的祝福。
愿 神祝福你。 ⷎ亁你一᷒匋耀的一周。 你在他的大䇙之中， 圣䀝并充㺉你， 使你有充足
喜᷸。 奉耶䧋的名而求，阿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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