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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第四章 

首先，我們來簡單看一下這章的分段，我們可以把它簡單分為五段： 

第一段：第一節到七節，使徒們被捕和受審 

第二段：第八節到十二節，彼得為主作見證 

第三段：第十三節到二十二節，官府對使徒們的處置和使徒們的回應 

                       第四段：第二十三節到三十一節，使徒們被釋放之後，門徒們同心的禱告和充滿聖靈 

                   大能的見證。 

第五段：第三十二節到三十七節，再次描述了初期教會 

  

一.  使徒們被捕和受審 

我們現在來看第一段，第一節到第七節，在這裡講到使徒們被捕，並且接受

審問。我們看見不管是祭司們、守殿官或撒都該人，他們沒有辦法容忍、或接受 

神藉著使徒們所做的 神蹟奇事。因為大大地搖動了他們自己在百姓們中間所得到

的地位和他們平常所講論、所傳述的。特別是撒都該人他們不相信復活，而這些

祭司長，這些文士當初也是他們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而如今不光 神蹟奇事發生

了，而是在 神蹟奇事後面，所有所傳的信息都集中在是因著耶穌基督復活，也都

是在為耶穌基督的復活作見證。所以，這件事情他們非常的受困擾。在第二節特

別說：「因他們教訓百姓，本著耶穌，傳說死人復活，就很煩惱。」（徒

4:2）。英文是說：極大的攪繞（greatly disturbed），不管是 NKJV（新欽定版）、

NASB（新美國標準版）或 NIV（新國際版）都是這樣的翻譯，說他們大大地受

打擾。因為這是搖動了他們在百姓們中間的地位和他們平常所傳論的。 

因此，他們在這裡為難，要來逼迫 神的僕人們。但是我們在這裡看到仇敵可

以逼迫使徒他們，仇敵他們可以在這裡把使徒抓起來，但是人的手卻永遠沒有辦

法攔阻 神的工作和 神的道。他們在這裡雖然全力地來為難，甚至攻擊 神的僕人，

但是反而卻提供了使徒們為主作見證的機會。 

在第七節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你們用什麽能力，奉誰的
名作這事呢？」（徒 4:7）。因為這個 神蹟奇事实在是太明顯了的，《聖經》上

說到它是一個明顯的 神蹟，是沒有辦法否認的。而且眾人也都因為所行的奇事把



在歸榮耀歸給 神。換句話說，他們也因而相信了耶穌就是基督，也相信了耶穌從

死裡復活。 

所以，這是在第一段裏，他們的逼迫反而為使徒們提供了為主作見證的機會。

他們可以用外面來攔阻 神的僕人，但是他們攔阻不了 神的工作，攔阻不了 神的

道。 

 

二. 彼得為主作見證 

那第二段是講到從第八節到十二節。當他們在這裡問了彼得說：「你們用什
麽能力，奉誰的名作這事呢？」（徒 4:7）就像我前面說的，正好提供了彼得為復

活的耶穌基督作見證。所以，第八節告訴我們彼得被聖靈充滿。我想主耶穌曾經

也應許他們說：「人把你們拉去交官的時候，不要預先思慮說什麼；到那時候，
賜給你們什麼話，你們就說什麼，因為說話的不是你們，乃是聖靈。」（可 13:11）

所以，在第八節彼得被聖靈充滿，然後你就發現彼得又傳講了一篇雖然簡短，卻

是強而有力的信息。他說：「9 倘若今日因為在殘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問我
們他是怎麼得了痊愈，10 你們眾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當知道，站在你們面前的這人
得痊愈，是因你們所釘十字架、 神叫祂從死里復活的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

（徒 4:9-10）。 

這讓我们看到，你看到了沒有？仇敵是要在這裡破壞攔阻、並且要在這裡威

嚇。但是卻提供了彼得站起來為耶穌基督作見證機會。他說：這個人得痊愈全都

是靠著耶穌基督寶貴的名。「你們眾人和以色列百姓都當知道，站在你們面前的
這人得痊愈，是因你們所釘十字架、 神叫祂從死裡復活的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
名。」（徒 4:10）。而且不只如此，第十一節和十二節，彼得又進一步地說：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
救。」（徒 4:12）不但光這個人的得救、得痊愈是靠著耶穌的名，而且耶穌基督

是全天下人間，唯一賜下的名，是我們可以靠著得救的。「因為在天下人間，沒
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徒 4:12） 

彼得一點不像從前那個急躁、粗魯、也不夠屬靈，也那麼膽怯否認主的彼得。

現在他是這麼剛強、這麼勇敢、充滿了屬天的能力和屬天的智慧。他可以在最短

的時間裏面，把整個救恩講的這麼高、這麼超越，把基督介紹得這麼清楚。不僅

僅靠著耶穌我們可以行神蹟奇事，而且耶穌基督是整個天下人間唯一的拯救，除

祂以外，是別無拯救的。 

 

三. 官府對使徒們的處置和使徒們的回應 

第三段，第十三節到二十二節。官府們就對他們無話可駁，然後也無可奈何。

因為「他們見彼得、約翰的膽量，又看出他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就希奇，認
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徒 4:13）。我覺得這句話是我一直很喜歡的。我覺得

今天我們基督徒，別人對我們最好最好的誇獎，就是覺得我們是跟過耶穌的。在



《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六十七節，當彼得三次否認主的那個場面裏面，使女跑

來跟彼得說：「你素來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穌一伙的」（可 14:67）；後面第七十節

就說：「你真是他們一黨的！」（可 14:70）我覺得這些聽起來都是很讓我們感動

的見證，他們真的是跟過耶穌的人，他們是同拿撒勒人耶穌一伙的。那麼，耶穌

改變了他們。凡是跟隨耶穌的人，沒有人不被改變的；凡是跟過耶穌的人，他的

價值沒有不被提升的。 

在這邊他們看見了那個被醫好的人，他們也看見了彼得、約翰的能力，跟智

慧和，跟勇氣，統統讓他們無話可駁。所以第十四節講到：「又看見那治好的人
和他們一同站著，就無話可駁。」（徒 4:14）。而且，他們也是無可奈何。既然

沒有辦法否認，並而且整個耶路撒冷的人也都看見了這是明顯的神蹟，所以他們

不知道怎麼辦。只好，第十八節：「於是叫了他們來，禁止他們總不可奉耶穌的
名講論、教訓人。」（徒 4:18）哪裡曉得，使徒們真的就是跟過耶穌的，他們真

的就是這麼勇敢。彼得、約翰就對他們（第十九節）講了那麼慷慨激昂、落地有

聲的一個勇敢的見證，他說：「19 聽從你們，不聽從 神，這在 神面前合理不合
理，你們自己酌量吧！20 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徒 4:19-20）所

以，再次讓這些官長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也想不出任何的理由可以來刑罰他

們，只好恐嚇他們就把他們放了。「這是因眾人為所行的奇事，都歸榮耀與 神。」

（徒 4:21） 

我想這是非常、非常寶貝，我們看見使徒們那麼剛強、那麼勇敢、那麼有能

力、那麼有智慧地起來見證耶穌，而且完全不妥協。想要恐嚇我們的是仇敵，到

最後被恐嚇的是仇敵。 

 

四.  使徒們被釋放後，門徒們同心的禱告和充滿聖靈大能的見證。 

那麼，第四段，從第二十三節開始一直到二十九节的前半段，講到就是使徒

們被釋放了以後，他們回到 神兒女們中間，就向他們作見證。底下又就說到他們

在 神面前同心地禱告，同心地讚美 神。從第二十三節一直到二十九節的前半。 

那麼後面，就二十九節的後半段，講到他們充滿了聖靈大能的見證。在這裡

讓我們看見積極的信心帶下了積極的禱告，而積極的禱告就帶下了聖靈大能的工

作。在第二十九節的後半段，這真的是一個積極的信心帶下了積極的禱告，讓我

們看見他們在這裡說：「現在求主鑒察。一面叫祢僕人大放膽量，講祢的道；一
面伸出祢的手來醫治疾病，並且使 神跡奇事因著祢聖仆耶穌的名行出來。」（徒

4:29-30）這是積極的禱告，而積極的禱告也帶下聖靈大能積極的工作。所以，他

們「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 神的道。」

（徒 4:31）這是聖靈的工作。 

而我們看見這樣的禱告帶來的三個結果： 

第一個结果，「聚會的地方大大的震動」（徒 4：31）。這樣的震動， 神用

超自然的一個現象反而更堅固了他們的信心。聚會的地方震動，而讓他們的信

心再也不搖動。 



第二個結果，「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徒 4：31）。我們真的是何等的渴慕，

今天的教會是一個藉著禱告、藉著信心，常常被聖靈充滿的教會。 

第三個结果，他們就「放膽講論 神的道。」（徒 4：31）讓 神的道、 神的國

能夠更加地傳揚。 

那麽在這一段的《聖經》裏，我們也要特別注意到，從他們的禱告跟這段的

記載，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對 神的認識。所以，一個人怎麽禱告都表明了他對 神

的認識。在這裡，我們看見幾件事情： 

第一，他們對 神的認識：知道主是創造萬有的主宰。 

「他們聽見了，就同心合意地高聲向 神說：“主啊，祢是造天、地、海和
其中萬物的」（徒 4:24） 

第二，他們對主的認識是知道主是掌管人類歷史的 神。 

不僅僅祂預先知道，在第二十五節說到祂就藉著聖靈、藉著大衛就預先

預言了。「外邦為甚麽爭鬧？萬民為甚麽謀算虛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齊起
來，臣宰也聚集，要敵擋主，並主的受膏者。」（徒 4:25-26）早就預言到基

督要受逼迫， 神的兒女、 神的僕人們要因爲主而受到逼迫。這是早就知道的，

在大衛的時候就預言了。同樣的，當時候到了的時候，第二十七節講到整個

的歷史，也就照著預言、照著 神的旨意來應驗。「27 希律和本丟彼拉多、外
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這城裏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聖僕耶穌，28 成就你手
和你意旨所預定必有的事。」（徒 4:27-28）所以，從他們的禱告看出他們對 

神的第二個認識，說到 神是掌管歷史的 神，祂不僅僅預知未來，而且祂讓整

個的歷史照著祂的心意、照著祂的預言在這裡運行。 

第三，他們對 神的認識： 神是全能全知的 神。 

「他們恐嚇我們，現在求主鋻察。」（徒 4：29-30）他知道主都知道的。

而接下來底下就有一個那麽勇敢的禱告說：「一面叫祢僕人大放膽量，講祢的
道；一面伸出祢的手來醫治疾病，並且使 神跡奇事因著祢聖僕耶穌的名行出
來。」（徒 4:29-30） 

第四，他們對 神的認識： 神是聼禱告的 神。 

禱告完了， 神就用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被聖靈充滿。人沒有辦法讓聖

靈充滿，只有聖靈自己獨行其事的。 神就應証了，聖靈降下來充滿他們。我

們上次也說過了聖靈充滿的目的，是要叫我們為主作見證。他們就起來，放膽

講論 神的道。 

所以，我們簡單再説，從我們的禱告可以顯出我們對 神的認識。初期教

會，他們向著 神的禱告，説明了他們知道 神不僅僅是創造萬有的主宰； 神也

是掌管人類歷史的 神； 神也是全知全能的 神； 神更是聼禱告的 神。光講這

些都已經讓我們心裏面何等地感謝，他們所信的 神也是我們所信的 神。 

 



五. 描述初期教會 

     第五段，第三十二節到三十七節，路加再次記載初期教會的見證。在《使徒行傳》

第二章他曾經記載過，在這裡他又再一次的見證。 

1.  第一件事，請大家特別注意到第三十二節「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
（徒 4:32）。雖然在這段的記載裏面又是講「凡物公用」，但是請大家注意

「一心一意」並不是「一心一意做凡物公用」。「一心一意」，我特別去查

了所有的翻譯本，祂底下沒有講到是一心一意地禱告；或是一心一意地相愛；

或是一心一意地凡物公用。祂一心一意就停在這裡，就表示這個「一心一意」

（one heart and one soul）是講到：他們在每一件事情上，他們都同心合意。 

2.  第二件事，那麽「凡物公用」是他們一心一意的一個見證。「凡物公用」甚

至可以說是他們「一心一意」的一個至極的表現。到一個地步，他們沒有一樣

東西認爲是自己的。雖然他們可能還是管理著 神所給他們的財物，但是只要 

神家需要、只要教會需要，他們可以變賣，他們可以拿出來。他們說，沒有一

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 

講到「凡物公用」是一個捨己生命的至極表現。所以，我說過，這個不是一個

我們也不要走到極端，認爲說這是每一個教會必須要做的。這個是要求不來的，

甚至也是模仿不來的，必須是真正從裏面的生命長出來的，是從裏面的生命所

活出來的。沒有真實的一心一意（one mind and one soul），那樣子在每件事上

同心合意，我們是不可能做到「凡物公用」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也不要以此為藉口。希望 神擴大我們的心胸，擴大

我們裏面的度量，擴大我們裏面的愛，能夠更多地讓我們肯捨己。把我們這個

人、我們所是、我們所有， 神所給我們的恩賜、時間、財物，我們都願意為

著 神的國、為著 神家的需要，能夠更多地擺上。 

第三件事， 初期教會的見證，在這裡讓我們看見使徒們大有能力地見證主耶穌

的復活。 

第四件事，衆人都大大的蒙恩（great grace was upon them all） 神極大的恩典都

臨到了他們的衆人。 

第五件事，沒有一個人有缺乏的。所以當 神家正常健康的時候，我相信，我們

在各方面都是滿了祝福，滿了能力，衆人也都蒙恩。 

這是講到初期教會的見證。 

那麼最後，祂在第三十六節、三十七節簡單地介紹巴拿巴。其實第三十六節、三十七

節跟第五章的第一節跟十一節所記載的亞拿尼亞和撒非喇欺哄聖靈，這兩個是一個對比。

對於初期教會聖靈的工作這麽強，而 神兒女們這麽同心、這麽相愛，所以在凡物公用的

事情上，路加舉了一個正面的例子，就是巴拿巴；另外也擧了一個反面的例子，講了亞拿

尼亞和他的妻子。我想我們下次講到第五章的時候再講亞拿尼亞。 



但是，他在這裡特別把巴拿巴介紹出來。這個人是居比路的人，他「名叫約瑟，使

徒稱他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來就是“勸慰子”」（徒 4:36）（son of 

encouragement）。換句話說，這是使徒們加給他的名字。因爲他生命最突出的一個特點

就是他非常有愛心，他常常帶給人安慰和，常常帶個人鼓舞。所以，這是成爲他生命見證

的特點，使徒們就稱他為巴拿巴。 

我相信我們都知道 神家在這個世代是非常、非常需要勸慰之子。他不僅僅肯捨己，

也賣了財產、賣了地，交給使徒們；然後，那麽有愛心的、那麽順服 神家的帶領。但是，

另外一方面，這個人又是常常帶給人安慰、給人鼓舞的。巴不得我們每一個人，我們的這

一生也都是這樣。 

我想這就是第四章幾件值得我們注意的事情。我們看見仇敵的攻擊，仇敵的反對；但

是我們也看見聖靈的工作，我們也看見使徒們那麽剛強勇敢的不怕被威脅，而且絕不妥協。

所有的威脅與、攻擊，反而讓使徒們更勇敢地起來，強而有力地為主作見證，並且他們的

信息永遠都是以基督為中心，永遠都是為著復活的耶穌作見證。 

初期的教會也都這麽同心合意，他們那麽同心合意地禱告，他們同心合意地為主作見

證，他們那樣放膽傳講 神的道。而且他們都彼此同心相愛，凡物公用，彼此扶持，彼此

眷顧，彼此勸慰。希望這也都成爲我們的榜樣和激勵。  

 

禱告： 

主耶穌啊，每一次讀到《使徒行傳》， 看到聖靈起初的工作，看到初期教會的見證，

看到祢的僕人們那麽勇敢地在各樣的艱難風雨中為祢站住。主啊，希望也來大大地激勵我

們現今的教會，在這個彎曲悖謬的世代，讓我們能夠勇敢地成爲祢的見證人，將生命之道

表明出來。祝福祢的教會！除去我們的軟弱；除去我們的妥協；除去我們在這個世代中隨

波逐流、不冷不熱的光景。讓我們裏面重燃愛火，我們裏面來依靠聖靈的大能，常被聖靈

充滿，能夠勇敢地為耶穌基督作復活生命的見證人。謝謝主！祢聼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

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