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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路是曠野。徒8:26



七位 The Seven

十二與七：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我們撇下神的道去管理
飯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
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徒6:2-3)

十二 七

十二是主設立的 七是教會設立的

十二是使徒 七是管理飯食的人（事奉者）

十二是眾教會共有的 七是各教會特有的

十二已經有了 七卻仍然缺乏



教會被分散 Church Scattered

• 神興旺，神也分散
– 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徒6:7

–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
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徒8:1

• 教會信福音，教會傳福音
–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督。
徒8:4-5



打通福音的出路 Opening ways for the Gospel

• 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 神的祝福不是只給一民一族，而是萬民萬族；

– 主的使命不是只到耶路撒冷，而是直到地極；

– 安逸的教會沒有出路，行動的教會才有出路。

• 生產之苦
– 生產雖然痛苦，卻為人間帶來新的生命；

– 分散雖然痛苦，卻為人間帶來神的祝福。

祝福在行動：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去，宣講
基督。(徒8:4-5)



該撒利亞
撒瑪利亞

耶路撒冷

曠野道路

亞鎖都

七位 The Seven
• 第一位的鮮血（司提反）

• 第二位的腳蹤（腓利）

腓利行傳 The Acts of Philip
• 入摻雜之處，

• 走曠野道路；

• 進世仇之地，

• 居異族之都。

腓利行傳 The Acts of Philip



西門歸主記 The conversion of Simon the sorcerer

1. 信主之前
– 行邪術，妄自尊大，撒瑪利亞人說他是 “那稱為神的大能者！”

2. 信主過程

– 撒瑪利亞人信了腓利所傳神國的福音，和耶穌基督的名。西門也
信了，並且受了浸。

3. 信主之後

– 西門看見腓利所行的神蹟和大異能，就甚驚奇。又見到使徒按手
就有聖靈降下，就拿出錢來買這權柄。



屬靈爭戰的真實性 The reality of spiritual battles

敵人的真面貌：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
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弗6:12)

• 敵人的兩種控制
– 控制身體

– 控制心靈

• 得勝的唯一裝備
–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救恩的頭盔
Helmet of Salvation

公義的護心鏡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

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The Spiritual Armor 
of God

Christian Soldier of CBCWLA

福音的鞋 Gospel Shoes

真理的腰帶Belt of Truth



撒瑪利亞信徒領受聖靈
The Samaritan believers received the Holy Spirit

兩種領受：使徒在耶路撒冷聽見撒瑪利亞人領受了神的道，就打發彼得、
約翰往他們那裡去。兩個人到了，就為他們禱告，要叫他們受聖靈。因
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身上，他們只奉主耶穌的名受了浸。於是
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了聖靈。(徒8:14-17)

1. 正常情況：信主的時候領受聖靈

–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浸，叫你們的罪
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因為這應許是給你們和你們的兒女，
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就是主我們神所召來的。」（徒2:38-39）

2. 特殊情況：福音進入屬靈的新領域，有特殊的聖靈彰顯



聖靈的特殊彰顯
The special manifest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屬靈的新領域 聖靈的彰顯 經文

1 猶太人信主 耶路撒冷，說別國的話* 2:1-4

2 撒瑪利亞人信主 撒瑪利亞城，不詳 8:14-17

3 外邦人信主 該撒利亞，說方言* 10:44-48

4 只受過約翰的浸的人 以弗所，說方言* 19:1-7

* Glossolalia:中文聖經譯為「別國的話」或「方言」，原文是同一個字



順服神的帶領 Obedient to God’s leading

1. 大方向：人生使命
–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太28:19）

2. 中方向：事奉地點

– 有主的一個使者對腓利說：「起來！向南走，往那從耶路撒冷下
迦薩的路上去。」那路是曠野。（徒8:26）

3. 小方向：個人接觸
– 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走。」（徒8:29）



藉著神的話語信耶穌
Believing in Jesus through God’s word 

1. 神的話語

– 腓利就跑到太監那裡，聽見他念先知以賽亞的書，便問他說：
「你所念的，你明白嗎？」

2. 需要解釋

– 他說：「沒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於是請腓利上車，與他
同坐…腓利就開口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徒8:31-35）



你所念的，你明白麼？
Do you understand what you are reading? 

明白神話語的重要性

– 信道是從聽道來的：真正的信主是「信服真道」（羅1:5），是
「聽信福音」（加3:2）。福音就是神的道（彼前1:25）。

– 神的道興旺起來：真正的興旺不只是人數增多，而是神的道興旺。
神的道興旺，門徒的數目增多，才是真興旺（徒6:7）。

– 教會需要真正的查經，以及真正的解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
神的話語，因此之故，沒有任何的教會活動可以取代真正的讀經、
查經、以及解經。



不 要 將 甚 麼 都 叫 作 查 經
Stop calling everything a Bible Study
Jen Wilkin, Christianity Today, Feb. 17, 2017

Biblical illiteracy 
pervades our 
churches, 
unintentionally 
aided by our 
labeling.
If it’s called a “Bible study,” it 
should be a place where the 
disciple is learning to do the 
good work, where he learns 
how to be “a worker 
unashamed, rightly dividing 
the word of truth.”



宣講神國的福音 Proclaiming the gospel of God’s kingdom

1. 宣講基督：救主已經來臨
– 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督。（徒8:5）

– 及至他們信了腓利所傳神國的福音，和耶穌基督的名，連男帶女
就受了浸。（徒8:12）

2. 傳講耶穌：耶穌就是基督
– 腓利就開口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徒8:35）

– 但掃羅越發有能力，駁倒住大馬色的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
（徒9:22）



如何成為一位基督徒 How to become a Christian

• Admit 認罪：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是一個需要悔改的罪人，使你
得到赦免。
•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 Believe 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穌為你的主和救主，相信他為了救贖你而
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三日之後復活。

•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 Confess 宣告：公開決志，受浸歸主，表明自己與基督的關係。

•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
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9-10）

2017 Warren W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