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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第八章 

  

在《使徒行傳》第八章裡面基本上提到了五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到三節。 

就是門徒們被迫害，然後分散到各地。 

   第二件事情，是第四節到第八節。 

提到腓利在撒瑪利亞的事工和他所帶下來的見證。 

 第三件事情，第九節到十三節和十七節到二十四節。 

比較像是一個插入的事情，就是講到行邪術的西門及關乎他的事。 

 第四件事情，這是十四節到十七節跟二十五節。 

講到使徒們到訪撒瑪利亞。 

 第五件事情，就是二十六節到四十節。 

是提到腓利向太監傳福音的故事。 

  那麼，首先我們要看到第八章在《使徒行傳》裡面是一個具有特殊地位的一章，因為在這

裡有兩件事是從前沒有的事情。 

一. 門徒們被迫害，然後分散到各地 

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而且是全面性的逼迫。從前的逼迫比

較集中在使徒的身上，現在的逼迫是全面性的，甚至很多的門徒都需要分散到猶太和撒

瑪利亞各處。歷史學家告訴我們，這個逼迫主要是針對說希利尼話的基督徒。但是，無

論如何，講到教會全面大遭逼迫。 

 



二. 腓利在撒瑪利亞的事工和他所帶下來的見證 

第二件事情，第八章是第一次講到福音從耶路撒冷向外擴展，也照著主在第一章第

八節說的：「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

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那麼，在這一章裏面我們看到福音從耶路撒冷

向外擴展，的確到了撒瑪利亞。而且藉著腓利傳給埃塞俄比亞的太監以後，福音也跨出

了以色列國到了非洲，等於是開始往世界而去。所以，第八章是整個《使徒行傳》很關

鍵的一章，講到 神的兒女們因著逼迫，福音也通過他們從中心到圓周，就這樣子傳出去

了。 

 

所以，第一段是講到耶路撒冷受逼迫，耶路撒冷的聖徒受逼迫而福音向外擴張。特

別是從第一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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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司提反殉道受害開始，這個逼迫就全面性地臨到了 神的兒女。

但是福音卻沒有受到限制，反而能夠更加的廣傳。那麼下面第四節我們看到：「那些分

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他們不是只是去逃難，而是真的把福音、把祝福，把 神的道給

帶出去了，從中心到圓周去。 

就像 Warren Wiersbe 說的，他說：“逼迫之於福音就如同風之於種子，使之擴散

並且帶來豐收。”有人說：狂風加強了火焰。所以，這些逼迫、這些難處臨到 神家反而

帶下了福音更加地擴展，使得 神的祝福能夠更加地往外去。 

 

其實像我們自己的中國大陸，在一九四九年有六百三十七位宣教士全部被趕出中國。

雖然那邊基督徒受到很多的逼迫，尤其在文革的時期， 神的福音卻廣傳。在一九四九年

的時候，全中國的基督徒大概將近一百萬，但是，到了改革開放，教會在一連串的苦難

中不僅僅人數沒有減少，反而大復興。估計有人說幾千萬，有人說甚至到一億。那如果

真的有一億的基督徒的話，那麼這些逼迫、這些苦難反而讓福音結了果子一百倍。所以，

我們看見 神的道、 神的國是沒有辦法藉著外在的逼迫而受到限制，這是我們一個很大的

激勵。 

 

第二段在這裡講到腓利往撒瑪利亞去傳道。我們從腓利的事工上看到很多很不容易

的點。因為撒瑪利亞人跟猶太人是世仇，猶太人認為撒瑪利亞人的血統不純，是混種的，

是雜種的，他們就是非常瞧不起。所以《約翰福音》第四章也說到：一般人從耶路撒冷

如果是要向北走的話，他們是不經過撒瑪利亞的。所以，在這邊腓利卻跟他們傳福音，

而且撒瑪利亞人那樣子地接受他所傳的福音，就著雙方來說都不容易。那麼在這個第六

節到第八節，我們特別注意幾個關鍵的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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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聽見了，又看見腓利所行的神蹟，就同心合意地聽從他的話。」

（徒 8:4-6）然後第八節帶下來那個結果，就是「在那城裏，就大有歡喜。」 



 

我們注意到幾個字，「傳道」、「聽見了」、「看見」、然後「聽從」，最後帶來

了一個「歡喜」的結局。眾人聽見了腓利所傳的福音，然後看見了腓利所行的 神蹟，而

這些 神蹟在後面第七節就講到：「許多人被污鬼附著，那些鬼大聲呼叫，從他們身上出

來；還有許多癱瘓的、瘸腿的，都得了醫治。」所以換句話說，在這裡看見鬼被趕出，

人得醫治，那麼整個局面就帶來了「大有歡喜」。 

所以，你看見當初的使徒們實在是充滿了屬天的能力和影響力，他們到了一個地方

去，就非常直接地影響了當地。像保羅也是，他到哪裡去全城轟動，甚至中文翻作「攪

亂天下」（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徒 17:6），英文的意思實在就是把整個的局

面給扭轉過來了。他們是到處都帶來不同，帶來改變（make difference）的人。讓那些原

本是鬼魔的工作非常猖狂，人受壓受苦的局面，到最後變成福音通行，而且城裏大有歡

喜。 

我想這個對我們也都是一個很大的激勵。今天很多的人在等候著我們去把他心裡的

燈點燃，把福音、把救恩帶給他們，把聖靈的權能、釋放能夠帶給他們，能夠讓鬼魔的

工作被趕逐，讓受壓制、受苦、受纏累的人得到釋放。 

三. 行邪術的西門及關乎他的事 

第三個講到行邪術的西門，第九節到十三節，和第十七節到二十四節。在這裡這個

人我相信他是靠著撒旦，靠著邪靈，「在那城裡行邪術，妄自尊大，使撒瑪利亞的百姓

驚奇。無論大小都聽從他，說：“這人就是那稱為 神的大能者。”」（徒 8:9-10）就是

說這個人的確有一些明顯的超自然的（super nature）、邪術和能力。 

但是，當腓利來的時候，腓利傳的是 神國的福音和耶穌基督的名。雖然這麼多人曾

經驚訝於西門所行的這些，可是你在這裡發現「及至他們信了腓利所傳 神國的福

音和耶穌基督的名，連男帶女就受了洗。」（徒 8:12）歸到 神的名下。那麼，我

們相信西門他自己發現原來他的擁護者，或是所謂跟隨他的人現在都去信了耶穌，所以



他自己也好奇地來瞭解，然後「看見他所行的神跡和大異能，就甚驚奇。」（徒 8:13）

所以，「西門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徒 8:13）。 

當然有很多的解經家在這裡對於西門到底有沒有得救，有很多的爭論，但是《聖經》

沒說，我們也就不用特別在這個點上著墨太多。但是我們可以知道這個人，他信仰不純

正，然後對 神的認識也是非常的表面，因為到了十八節：「西門看見使徒按手，便有聖

靈賜下，就拿錢給使徒，說：“把這權柄也給我，叫我手按著誰，誰就可以受聖靈。”」

（徒 8:18-19）但沒想到受到了彼得這麼嚴肅的一個責備。 

  所以，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 

v 第一，神的權能是大過一切的。不管邪術、仇敵的工作多麽得明顯、多麽得強，

只要神的權能出來的時候是大過一切的，是沒得比的。那些邪術相形之下，不過

是雕蟲小技，都是沒有辦法站立的。 

v 第二，我們也看到在最神聖的事情上，人也可能會不潔淨，人也可能會犯罪。

連在按手，讓聖靈明顯的降臨，西門都會貪，心不正，以為在這件事情上，可以

用錢來買。彼得責備他：「被罪惡捆綁」（徒 8:23）。所以在最神聖的事上，我

們也要小心，人都可能會犯錯，會犯罪，會得罪 神的。 

v  第三，就是當人犯罪或是知道罪以後，反應不一樣。 神在乎的是憂傷痛悔，不光

知道錯、承認錯，而且是憂傷痛悔，要悔改的。但是，從西門身上，我們看不到。

這個人不過只是在這裡求彼得他們為他禱告，「願你們為我求主，叫你們所說的，

沒有一樣臨到我身上。」（徒 8：24）他只是怕審判，怕管教，怕刑罰，所以並

不是一個真實、一個悔改的人。所以，我想我們從西門的身上看見，就算他的得

救是真得救，但是，是一個得救的很馬虎、很隨便的人。那更何況，他的確也有

可能沒有清楚的得救，這個是我們不知道的。 

所以，彼得在這裡很嚴肅地責備他，他說：「你的銀子和你一同滅亡吧！因你想 

神的恩賜是可以用錢買的。你在這道上無份無關，因爲在 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當懊



悔你這罪惡，祈求主，或者你心裏的意念可得赦免。」（徒 8：20-22）你看看彼得他們，

對罪惡、對得罪 神的事情，他們是毫不妥協、毫不留情面的。這也是我們的榜樣。 

今天很多人已經沒有勇氣去糾正 神家的錯誤、 神兒女們的錯誤，因爲怕得罪人。

看見 神兒女們犯罪，同居，做不該做的事情，也不敢說，因爲怕惹麻煩上身，怕人離開

教會。我希望我們在教會裏面，還是都能夠很嚴肅、很認真地去除，不讓 神家有任何的

罪惡存留，能夠維持 神家的純正、能夠討 神的喜悅。 

四. 使徒們的來訪 

第四件事情，提到使徒們的來訪，這是十四節到十七節跟二十五節。他們主動地關

心他們，聽見了腓利在撒瑪利亞帶領這麽多人信主，而且撒瑪利亞人也都領受了 神的道。

所以，他們在那裡「就為他們禱告，要叫他們受聖靈。因爲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

身上，他們只是奉主耶穌的名受了洗。於是使徒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就受了聖靈。」

（徒 8：15-17） 

我想解經家在這個點上有很多不同的爭論，到底認爲受聖靈是在一得救的時候就應

該受了呢？還是要分二次？因爲在《使徒行傳》第二章的時候「衆人聽見這話，覺得扎

心，就對彼得和其餘的使徒說：“弟兄們，我們當怎樣行？”彼得說 : “你們各人要悔改，

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因爲這應許是給你們和

你們的兒女，並一切在遠方的人。」（徒 2：37-39）所以，很多人認爲說，你在重生得

救的時候，就受了聖靈了，因爲只有聖靈能夠叫人重生，而且藉著聖靈我們進到了一個

身體裏面，我們就屬於基督的身體，那麼就應該一次就解決的。有人認爲說是不是撒瑪

利亞的信徒並沒有真正的得救，所以彼得這個時候來，才叫他們得救？但是，《聖經》

沒有這麽說。所以，我們絕對相信腓利所傳的福音，跟這些人所信的重生得救是真實的。

因爲，特別在第八章的第四節到第八節強調腓利所傳的福音衆人聽見也順服，而且 神也

工作，而且衆人也歡喜。 

我們的領受是認爲他們得救的時候，的確聖靈重生了他們。但是，彼得在這裡所禱

告的是叫他們受聖靈的浸。聖靈的浸或是聖靈的充滿都是爲著叫人得着能力，能夠為著



主作見證，也是爲著要事奉而用的。所以，聖靈這個時候很明顯地讓他們經歷到聖靈的

降臨，在聖靈裏面經歷了聖靈的洗。這是我們稍微補充一點點的。 

使徒們來最重要的事情是幫助他們在這裡領受聖靈，而且在這邊他們也處理了西門

的錯誤，引他悔改。二十五節：「使徒既證明主道，而且傳講，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

在撒瑪利亞好些村莊傳揚福音。」所以他們不光在撒瑪利亞，在這裡證明傳講主的道，

就連他們返程，他們的回程路上，他們都沒有浪費。一路上隨走隨傳，隨著他們的腳蹤，

把福音、把祝福帶給別人。你發現這是當初使徒們共有的情形，因爲你看連在第八章結

束的時候：「有人在亞鎖都遇見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傳福音，直到凱撒利

亞。」（徒 8：40）亞鎖都就是亞實突，這是非利士的五個大城之一，在舊約《聖經》

翻成亞實突，這裡翻成亞鎖都。就在他回凱撒利亞的路上，他就都是沿路傳，隨走隨傳。

這是我們看到使徒們當初很好、很好的榜樣。 

《創世記》第三十章第三十節，雅各也在那裡對拉班說：「耶和華隨我的腳步賜福

與你。」那麼，今天這是 神兒女們應該要有的見證和屬靈的實際。就是我們的出現，或

是我們不管去哪裡， 神的祝福應該隨著我們，把福音、把祝福、把主的同在和主的愛能

夠帶給別人。 

五. 腓利向太監傳福音的故事 

最後一段是第二十六節到四十節，在這裡特別說到腓利向太監傳福音的事情。我想

我們讀《使徒行傳》的時候，大家不妨花點時間把腓利這個人，還有他跟 神的關係，跟

他在 神手中， 神怎麽樣使用他，或是他事奉的態度，把它好好地讀一讀。例如說：在二

十一章第九節：「他有四個女兒，都是處女，是說預言的。」講到他的家是一個非常敬

虔愛主的家，四個女兒都是說預言的。他也是第一個被提出來往外邦去傳福音的使者。

剛剛第四節到第八節也看見他在到處傳道的時候，神蹟奇事也都隨著他。 

我們現在就是單單從第二十六節到四十節來看腓利向太監傳福音的這件事上，就有

好幾個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1.   第一點，他有一個非常敏銳、能聽的耳。二十六節當主的使者對他説話的時候，二十

九節當聖靈對腓利說的時候，他都能夠立刻聽得懂。這是第一個講到他有一個敏銳

能聽的耳。 

2.  第二點，他有一個絕對信而順服的態度。至少表現在三件事情上： 

1）第一個順服，當他正在撒瑪利亞工作大有果效，這麽多人信主，神蹟奇事隨

著他的時候。聖靈一對他説話，主的使者對他説話，他二話不説地立刻就離開了

人群，離開了他手中大有果效的工作，他就順服聖靈，就往曠野去。而且撒瑪利

亞往迦薩的路上，起碼要五十英哩（miles），這對當時走路的人來説是很長的一

件事情，他馬上就順服。 

2）第二個順服就是在二十七節，在這裡特別說到：不料，有一個埃提阿伯的人，

這大概是在非洲利比亞那裡的人，是一個太監。你要知道不僅僅他是一個外邦人，

對他們來説，就跟彼得當初一樣，覺得外邦人都是不潔淨的。那麽太監呢？在

《申命記》二十三章第一節特別也說到：「被閹割的，不可入耶和華的會。」

是不潔、是有殘疾的人，照理說他們是不願意去接觸的。所以《聖經》上特別說：

不料，講到這邊有一個非洲的太監在那裡。但是你發現腓利仍然二話不説地去服

侍他。沒有像彼得，剛開始說：主，我不吃，因為他從來不吃不潔淨的東西。等

到我們將來讀到後面的時候就會看到。 

3）第三個順服，當聖靈一説話的時候，他也是立刻順服。二十九節：「聖靈對

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走。”腓利就跑到太監那裡……」（徒 8:29-30）

他不僅僅「就」、「就」，兩個地方都說到，聽到話他「就」起身去了，而且是

用跑的，說到他的行動是立刻的，是快速的順服。這是第二個特點，講到他的順

服。 

3.  第三點，講到他是一個，就像司提反一樣，用智慧和聖靈説話的人。所以你就發

現他非常智慧地在這裡指點這個太監，也幫助他。他靠近他的時候，就用問的方法，



「便問他說：“你所念的，你明白嗎？”」（徒 8：30）那麽就讓這個太監產生

了渴慕，願意請他上來，請他幫助。 

 4. 第四點，你發現他所講的話是全然高舉基督，完全是以基督為中心的。不僅僅在

第五節，在撒瑪利亞傳福音的時候，他對衆人「宣講基督」，在這邊三十五節，他

也一樣「腓利就開口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徒 8：35）你發現他整個的

中心就是在傳講耶穌。 

我們在講《釋經原則》的時候，記得在最後結束的時候，我特別說過，我們釋

經有一個很關鍵的東西，就是要掌握透過基督的這把鑰匙，能夠真正地讀出生命的

信息，讀出 神永遠的旨意；使我們的生命、生活和 神的關係，都被改變，可以榮 

神益人。這是我們讀經要非常注意的。馬丁路德改教的時候，講到惟獨《聖經》，

講到《聖經》很重要；但是《聖經》裡面整個的亮光，我們應該從基督這把鑰匙來

讀祂。所以，宣信弟兄（A.B.Simpson）有好幾個冊，就是講到《聖經》各卷中的基

督，真的是讓我們看見整個《聖經》這條主軸，這條主幹，從各方面都是在講基督。

連主耶穌自己在以馬忤斯的路上幫助兩個門徒的時候，也都是講到說：「從摩西和

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路 24:27）從律法和

先知書上，所有關乎基督的事情，就對他們講説。而且講説了以後，他們就心裏火

熱！這是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說的，祂說：「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路 24：

25）主耶穌就對他們照著《聖經》來解釋，講解。這是我們要注意到腓利的第四個

點。 

5. 第五點，他抓住機會，有非常及時的服事。第三十六節到三十八節，「二人正往前

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監說：“看哪，這裡有水，我受洗有什麽妨礙呢？”於是

吩咐車站住，腓利和太監二人同下水裏去，腓利就給他施洗。」太監不知道施洗的

這件事情，所以表示腓利在跟他傳福音的時候，他也抓住機會。他不光希望讓他聽

見耶穌，聽見有關基督的事情，他更希望說，太監能夠像《聖經》上小字說的：

「腓利說：“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說：“我信耶穌基督是 神的兒

子”。」（徒 8：36）所以，腓利就為他施洗了。他因爲知道這個機會可能就是他這



一生唯一的一次機會，讓太監可以聽見關於福音、關於救恩，所以他也抓住機會不

拖延，也不推辭，馬上就為他施洗。 

6. 第六點，他是一個被聖靈可以自由使用的器皿，是非常方便（handy）讓聖靈使用

的器皿。所以當他「從水裏上來，主的靈把腓利提了去。」（徒 8：39）一方面另

有重任，當然另外一方面，也不需要他在這裡接受人的感恩，或是重用，或是推崇。

所以，聖靈要用他，隨時就可以用他。叫他去曠野，他就去了；講完道，要帶走就

帶走了。 

7. 第七點，第四十節：他非常殷勤地做主工，他不止息地來傳福音。所以「有人在亞

鎖都（亞實突）遇見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傳福音，直到凱撒利亞。」

（徒 8：40）換句話說，他沿路所走的城，他一個都捨不得放掉，他不止傳，帶著

能力和權柄傳，像第四節到第八節，他在撒瑪利亞就是這樣。而且他走遍，在各城，

他就是帶著主的心，       主不願有一個人沉淪，祂來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腓利也是一樣，

他就在這裏尋找這些失喪的人，是要把他們帶回到基督的面前。所以這是一個帶著

福音火焰的人，是一個傳福音的人。我曾說我們不僅僅是要傳福音，更希望能夠成

爲一個傳福音的人。教會也不僅僅傳福音，希望教會就是一個傳福音的教會，也是

一個禱告的教會，希望我們都一起來！ 

禱告： 

主耶穌，我們謝謝祢！每一章讀下來，我們都受到很多的激勵。祢讓我們看到聖靈明顯的

工作，祢也讓我們看見當初這些使徒們，他們在祢面前是怎樣地服事，怎樣地高舉基督，怎

樣地以基督為中心，怎樣地依靠聖靈的大能。他們所傳的福音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

聖靈並充足的信心。主啊，幫助祢的教會，把福音的火在我們中間燒起來，也讓我們帶著聖

靈的權能，勇敢地來對付罪惡，也能夠把 神的祝福帶給那些軟弱、需要的人。我們一起在這

裡趕除魔鬼的作爲，也讓被捆綁的得到釋放，軟弱的人得到力量。主啊，我們謝謝祢！也讓

我們學會珍惜祢量給我們的每一個機會，當我們順服祢的時候，到處都是機會。讓我們藉著影

響一個人，他也可能帶下更大、更多的影響。幫助我們，讓腓利真成爲我們的榜樣，成爲我們的激勵。

謝謝主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