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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概論-四福音與歷史書 第七堂 使徒行傳-聖靈的水流 

從四本福音書裡，我們看見了生命的子粒，而使徒行傳則要給我看見這子粒，因為落在地

裡死，現在結出許多的子粒來。四福音書是說到一位在地上行走的基督，而使徒行傳乃是

說到一位天上得著榮耀的基督。四福音書是說到一位在肉身中的基督，而使徒行傳乃是說

到一位在聖靈裏的基督。四福音書是說到神兒子的豐滿(神本性一切的豐盛有形有體的居

住在祂裡面)，而使徒行傳是說到神兒子豐滿的見證(這一個豐滿從教會身上得以彰顯)。 

一、著者、著時︰醫生路加，主後 62-63 年著。 

本書作者「路加」是一個外邦人，按傳說，他是敘利亞安提阿人。路加和使徒保羅的關係

很密切。保羅稱他為「親愛的醫生」(西四 14)，也承認他是一位同工(門 24)。路加一直跟

隨這位「外邦人的使徒」各處奔跑。保羅為了上訴往羅馬去，路加也同去(徒廿八 14)；保

羅坐監，路加仍陪伴在他左右(西四 10，14；門 23~24)。直到最後，在這位神忠心的僕人

保羅殉道之前一刻，眾人都離開他，只有路加仍在他身旁(提後四 11)。他寫過《路加福

音》稱為前書，《使徒行傳》乃為後書。《路加福音》是寫主從起頭到升天為止，「一切

所行所教訓的」；《使徒行傳》是寫復活的主在升天以後「所行所教訓的」。 

路 1:1 提阿非羅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筆作書、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是照傳道的

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3 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

要按著次序寫給你、 

徒 1:1 提阿非羅阿、我已經作了前書、論到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2 直到他藉著聖

靈、吩咐所揀選的使徒、以後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3 他受害之後、用許多的憑

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說神國的事。. . . 9 說

了這話、他們正看的時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雲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見他了。 

二、鑰節︰ 

徒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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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 28:31 放膽傳講 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 

三、鑰字︰「聖靈」、「我的靈」、「耶穌的靈」(55 次)；「見證」、「見證人」(24 次) 

四、主旨要義︰ 

本書的信息說到復活升天的主耶穌基督，藉著聖靈，通過使徒們(在教會裏)，「在耶路撒

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為祂作見證(徒一 8)，而得著豐滿的彰顯。書

中內容一開始便提到降下聖靈的應許，跟著敘述聖靈如何降臨在信主的人身上，並帶領他

們把福音從耶路撒冷傳到各地去。全書從頭到末了，都是強調聖靈的工作—聖靈如何掌權

作工，有如聖靈的水流，從主自己先流到十二使徒，再流到司提反等七個執事，然後流到

巴拿巴、保羅、西拉、提摩太等人，一直流到如今，因此也可稱為《聖靈行傳》。使徒行

傳是一卷沒有結束的書。因為復活的主藉著聖靈在地上的工作還沒有結束，現在還正在繼

續向‘地極’進行著。 

在耶路撒冷的見證 在猶太與撒瑪利亞的見證 在地極的見證  

1－7 章 8－12 章 13－28 章 

猶太時期(教會建立) 過渡時期(教會分散) 外邦時期(教會佈道) 

彼得行傳 保羅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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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段︰ 

(一) 在耶路撒冷的工作(一~七章)： 

1.  教會之開始(一~二章) 
(1) 耶穌復活後的顯現及升天(一 1~11) 
(2) 門徒在耶路撒冷聚會禱告等候(一 12~26) 
(3) 五旬節聖靈的降臨及教會的建立(二章) 

2.  教會之見證(三~五章) 
(1) 行神蹟和作見證(三章) 
(2) 在遭受逼迫和試探中顯出得勝(四 1~五 41) 

3.  教會之逼害(六~七章) 
(1) 七個管理事務的執事(六 1~7) 
(2) 司提反的興起和殉道(六 8~七 60) 

(二) 在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的工作(八~十二章)： 

1.  教會轉向外邦人 (八章~九 31) 
(1) 掃羅殘害教會(八 1~4) 
(2) 在撒瑪利亞的工作－使徒彼得約翰和執事腓利(八 5~40) 
(3) 掃羅(保羅)歸主(九 1~31)－得亞拿尼亞、大馬色信徒、巴拿巴、耶路撒冷教會承認 

2.  彼得在猶太、撒瑪利亞、該撒利亞和耶路撒冷的工作(九 32~十一 18) 
(1) 在猶太地區(九 32－43) 
(2) 在撒瑪利亞的該撒利亞(十 1－48) 
(3) 在耶路撒冷(十一 1－18) 

3.  第一間外邦教會——安提阿教會的建立(十一 19~十二章) 

(三) 保羅的傳道工作——從安提阿起直到地極(十三~廿八章)： 

1. 保羅第一次周遊傳道的行程(十三 1~十五 1) 公元 47~48 

安提阿→西流基→撒拉米→帕弗→別加→彼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特庇→路司

得→以哥念→彼西底的安提阿→別加→亞大利→安提阿 

2. 耶路撒冷大會及其結果(十五 2~35) 

3. 保羅第二次周遊傳道的行程(十五 36~十八 22) 公元 50~52 

安提阿→特庇→路司得→特羅亞→尼亞波利→腓立比→暗非波里→亞波羅尼亞→帖撒羅尼

迦→庇哩亞→雅典→哥林多→堅革哩→以弗所→耶路撒冷→安提阿 

4. 保羅第三次周遊傳道的行程(十八 23~廿一 26) 公元 52~57 

安提阿→大數→以哥念→以弗所→馬其頓→希臘→特羅亞→亞朔→米推利亞→米利都→哥

士→羅底→帕大拉→推羅→多利買→該撒利亞→耶路撒冷 

5. 保羅在耶路撒冷被捕去羅馬監獄(廿一 27~廿八 31) 公元 59~60 

耶路撒冷→安提帕底→該撒利亞(在此地被囚過了兩年)→西頓→每拉→撒摩尼→拉西亞→

非尼基→高大→米利大→敘拉古→利基翁→部丟利→亞比烏→三館→羅馬 

公元 62 年，保羅獲釋，第五次去西班牙。 

公元 66 年，第二次被囚羅馬地牢，67 年 6 月 29 日被殺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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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題︰ 

(一) 聖靈的水流： 

1. 聖靈住在人裏面：重生，內住，充滿 

2. 聖靈降在人身上：靈浸，澆灌，賜恩賜 

路 24:49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裏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

的能力。 

徒 2:1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2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

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3 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

上。4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17 神說，

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3. 聖靈的行動和作為： 

（1）叫門徒們得著能力(徒一 8) 

徒 10:38 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這都是你們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

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 神與他同在。 

（2）感動人寫下聖經(徒一 16) 

徒 1:16 弟兄們、聖靈藉大衛的口、在聖經上、豫言領人捉拿耶穌的猶大．這話是必須應

驗的。 

（3）見證耶穌基督(徒五 32) 

徒 5:32 我們為這事作見證．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也為這事作見證。 

（4）活出主的生命(徒七) 

徒 7:55 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望天、看見 神的榮耀、又看見耶穌站在 神的右

邊．56 就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 神的右邊。 

徒 7:59 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司提反呼籲主說、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60 又跪下大

聲喊著說、主阿、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說了這話、就睡了。 

（5）安慰眾教會(徒九 31) 

 徒 9:31 那時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

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 

（6）當需要時給予引導(徒十 19) 

徒 10:19 彼得還思想那異象的時候、聖靈向他說、有三個人來找你． 

（7）發起宣教事工(徒十三 2) 

徒 13:2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

作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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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路引導工人(徒十六 6~7) 

徒 16:6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西亞講道、他們就經過弗呂家加拉太一帶地方．7 到了每

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 

（9）在眾教會中設立監督(徒二十 28) 

徒 20:28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 神的教

會、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來的。〔或作救贖的〕 

(二) 使徒的行傳與信息： 

1. 彼得的行傳(一章到十二章) 

（1）第一篇信息 二 14~41 (見證作工、受死、復活與升天的耶穌) 

徒 2:32 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 

徒 2:36 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

主為基督了。 

（2）第二篇信息 三 12~26 (當悔改歸正有分於升天並再來的基督) 

徒 3:19 所以你們當悔改歸正、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這樣、那安舒的日子、就必從主面

前來到．20 主也必差遣所豫定給你們的基督耶穌降臨。 

（3）第三篇信息   十 34~43 (主復活成為審判活人、死人的主) 

徒 10:42 他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明他是 神所立定的、要作審判活人死人的主。43 眾

先知也為他作見證、說、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2. 保羅的行傳(十三章到廿八章) 

（1）第一篇信息 十三 16~41 (傳釘死並復活的基督為救主) 

徒 13:33  神已經向我們這作兒女的應驗、叫耶穌復活了．正如詩篇第二篇上記著說、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 

徒 13:39 你們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稱義的事上、信靠這人、就都得稱義了。 

（2）第二篇信息    十七 22~31 (傳創造的神與復活的主) 

徒 17:23 我遊行的時候、觀看你們所敬拜的、遇見一座壇、上面寫著未識之神．你們所不

認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告訴你們。24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 神、既是天地的

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徒 17:31 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裏

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3）第三篇信息    廿 18~35 (保羅為人的榜樣和對長老的警告與勸戒) 

徒 20:28 聖靈立你們作全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謹慎、牧養 神的教

會、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來的。〔或作救贖的〕 

（4）第四篇信息    廿二 1~21 (對著萬人為主作見證) 

徒 22:15 因為你要將所看見的、所聽見的、對著萬人為他作見證。 

（5）第五篇信息    廿六 1~29 (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徒 26:19 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