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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课 门徒和五旬节 

逐字稿 

 

围绕耶稣的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今天进入到第 31 课。在这一课我

们要来关注门徒和五旬节事件。首先我们会了解门徒们的情况，记载于《使

徒行传》第 1 章 12-26 节。接着我们会来查考《使徒行传》第 2 章记载的五

旬节圣灵降临。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的学习进入了《使徒行传》这卷书

的内容。这卷书实际上是路加所写，是《路加福音》的续集。 

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第 1 章 12-26 节所记载的，在门徒

们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在亲眼目睹了主耶稣升天进入荣耀的天堂之后，门徒

们按照耶稣的吩咐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等候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十一

位使徒和一些妇女，并一群弟兄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一间楼房里面。这些

弟兄是已经信主并且跟随使徒的人。当时大概有一百二十人聚集在那个房间，

等候圣灵的浇灌。 

彼得就在弟兄们中间站起来说：“圣经上有关犹大的预言都应验了。本

来他在使徒的职任上也得了一分，但因他作恶自取灭亡，如今他的职分在我

们中间空置。”大卫在诗篇上预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愿别人得他的

职分。”换言之，犹大在使徒们中间的职分现在空缺出来了，应当由另一个

人来取代他的位置。彼得建议说：“让我们从主耶稣在地上传道期间始终和

我们在一起的人里面，再挑出一位和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让选出来的

这人填补犹大留下的职分，这样我们就还是十二位使徒。”于是门徒提名了

两个人，再二中选一。众人就向主祷告。请注意门徒是怎么祷告的。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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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他

们挑出了两个候选人，然后仰望主的决断，求主指明祂所拣选的是哪一位，

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

使徒同列。我们看到如何让人承担圣职的选举制度在《使徒行传》中就早已

设立了。因此，当一间教会的会众需要选举一位长老或执事，本堂的长老会

（教会议会）应提名两位候选人，然后寻求主的带领。他们要祷告，求主指

引他们提名两位合适的人选，并且保守摇签的过程，使最终的结果合乎上帝

的心意。之后会众应当通过摇签来作决定。 

我们看到 12 使徒和一些妇女们并一群弟兄们，都同心合意地聚集在耶

路撒冷的一间房子里，等候圣灵的浇灌。现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 2

章记载的五旬节事件。如果你们回想一下第一次上课的内容，就会记得当我

们讨论耶稣基督事工的背景时，提到过五旬节是犹太人的几个特殊节期之一。

犹太人会从罗马帝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耶路撒冷聚集，庆祝五旬节，也叫初熟

节。他们会把地里初熟的土产带来献给主。实际上，主耶稣升天之后，过了

10 天就到了五旬节。如果从主耶稣复活那天算起，过了 50 天就是五旬节；

换言之，逾越节之后 50 天就是五旬节。因此当五旬节那一天，门徒们都聚

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

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由此我们可以

知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有视觉和听觉的记号。听觉的记号是门徒们听

到了响声。他们并不是感觉有风吹到身上，而是听到一阵大风吹过的声音，

这声音充满了他们的屋子。视觉的记号是，他们看见有像火焰一样的舌头，

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开始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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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种不同的方言。请注意，他们并不是乱说一气，而是按着圣灵所赐的话

说起各国的外语。 

那时有大量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听到那奇妙的声响，就都来聚

集到门徒的周围。当他们听到门徒用众人的方言说话，就非常惊讶希奇。众

人问道：“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怎么听见他们用我们各

自的方言讲论呢？”这些犹太人来自于罗马帝国的不同地区，而门徒们按着

圣灵所赐的口才，用各地的方言对他们讲道。众人大感惊奇，但其中也有讥

诮嘲讽的，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于是彼得站起来向众人说：“各

位父老兄弟，这些人不是像你们所想的那样。他们并不是喝醉了。因为时候

刚到巳初，现在是早上九点钟，他们不可能一大清早喝这么多酒。此外，他

们并非像醉酒的人那样胡言乱语。他们说的是每个人都能听懂的话。这不是

别的，乃是圣灵的浇灌，正如先知约珥所预言的。约珥曾经宣告说，‘在末

后的日子，圣灵要被浇灌下来，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这正是那一天在

门徒们中间所应验的事情。 

彼得接着说：“你们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你们

一定记得拿撒勒人耶稣的其人其事吧。祂是一位神人，在你们中间施行了许

多神迹奇事和异能。可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祂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祂

死了，但上帝却叫祂复活，我们都是祂复活的见证人。当祂从死里复活以后，

我们多次亲眼见过祂。然而祂现在已经被上帝的右手高举。在耶稣升天的那

一日，祂荣归天堂，坐在了天父上帝的右边。现在耶稣将祂的灵，就是圣灵，

浇灌下来，正如祂之前应许说必要成就的。”彼得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

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祂为主，为基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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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那一天在许多人的心里大大做工。经上说，众人觉得扎心，就对众使徒

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哦，只有圣灵的工作才能够刺透罪人的心，

使他发出这样的呼喊：“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彼得接着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

得赦。” 记住，水不能洗净你的罪，只有奉耶稣基督的名才能洗净你的罪；

祂舍命流血，使罪孽得到赦免。许多人就相信了。请注意，不是所有人。许

多人相信并受洗。那一天教会的人数增加了三千人。这真是奇迹，仅仅通过

一篇讲道，三千人归到了主的名下。他们继续和使徒待在一起，渴望更多地

学习真道，聆听真道，并且品尝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为可怜的罪人所存留的爱。

使徒继续讲道并施行更多的神迹。我们看到这些基督徒都留在耶路撒冷，他

们并不急着返回家乡。他们希望更多地明白真理，并且经历圣徒之间的团契。

有一些信徒从遥远的异国他乡而来，他们无依无靠，无法维持生计。我们在

经上读到说，信徒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他们中间拥有田地、比较富裕的人，

变卖了自己的家产，将所卖的价银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样人人都不再缺

乏。他们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彼此共享，是出于对上帝和对邻舍的爱。他

们天天同心合意地聚在一起。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基督徒并没有教堂

供他们聚会。所以使徒们实际上是每天挨家挨户传讲福音，并且主持圣餐。

哦，那是一段多么荣耀的日子，尤其当我们读到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

给祂的教会。多么奇妙的神迹！这些得救的人，就是上帝在永恒里所拣选的

人，现在被带入到祂的教会中。并且每天都有更多的人被加给教会。基督教

会持续地兴旺增长。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五旬节的意义。确实，五旬节就是初

熟节，但并非是地里初熟的土产，而是圣灵初熟的果子。耶路撒冷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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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历了真正的五旬节，圣灵在那时大有能力地做工，将罪人带到基督面前，

使上帝的国度降临。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