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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课 基督教会分散四方 

逐字稿 

 

围绕耶稣的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今天进入到第 34 课。在这一课我

们要讨论的主题是，初代基督教会因为大逼迫而分散四方。我们分三个部分

来查考。首先，腓利去往撒玛利亚布道，记载于《使徒行传》8 章 1-24 节。

其次是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信主，记载于《使徒行传》8 章 25-40 节。最后是

扫罗归主的经历，记载于《使徒行传》9 章 1-31 节。 

首先，腓利去往撒玛利亚布道，记载于《使徒行传》8 章 1-24 节。当

主耶稣向他的使徒们颁布大使命时，他命令他们去向万国万民传讲福音。然

而我们看到，当使徒们待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满足于留在此地。教会每

天都在增长。作为一个信仰共同体，教会的信徒在爱心和团契中彼此紧密联

结。无论是门徒还是使徒们，都无意离开耶路撒冷。我们看到撒旦试图用一

场逼迫来摧毁这间教会。然而上帝却使用这同一场逼迫，将祂的教会分散四

方，成星火燎原之势，在外邦列国中继续兴旺成长。 

接下来我们看到扫罗的行动。在上次课的内容里，这个年轻人首次登台

亮相，当时他为那些杀害司提反的凶手看守衣服。扫罗是一个虔诚的法利赛

人，他认为热心逼迫基督徒，就是在侍奉上帝。扫罗挨家挨户搜捕基督徒，

疯狂地残害教会。他将男女信徒从他们的家里抓走，投入监狱。许多基督徒

逃离了耶路撒冷。有些人回到他们的家乡，另一些人则移民到别的地方居住。

这些人无论走到哪里，教会就在那里开始建立起来。因为这些基督徒带着好

消息，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随走随传，教会就在各地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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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利是七位执事之一。他也离开了耶路撒冷，去往撒玛利亚。他在那里传讲

福音，并且施行神迹。上帝赐福他的布道工作。许多人听了他的讲道，亲眼

目睹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主，并且渴望受洗。 

然而在撒玛利亚城里，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是行邪术的西门。我

们可以称呼他是一个巫师或者巫医。此人长期以来惯用邪术，迷惑众人，所

以百姓都听从他。当西门看到许多追随者离开了他去跟从腓利，并且他们信

了腓利所传的耶稣，又受了洗，于是他也想来入教。然而他的动机并不是因

为相信福音，而是因为他仍然想拥有影响力。这样，西门也受了洗，加入了

撒玛利亚的基督教会。 

当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听说撒玛利亚的教会正在快速成长，就打发彼得和

约翰去往那里布道。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这些刚信主的基督徒中间，他们就

祷告，求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当使徒按手在撒玛利亚教会的信徒头上时，

他们就受了圣灵。当行邪术的西门看到这幕情景，不禁心生邪念：我也想拥

有这样的能力。于是他找到彼得和约翰，对他们说：“我愿意给你们钱，把

这个权柄也给我吧。让我也拥有这种能力，无论给谁按手，谁就可以受圣灵。” 

这些话清楚表明，西门对于上帝的工作、以及受圣灵意味着什么，是彻底无

知的。彼得严厉地责备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以为上帝

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当懊悔你这罪恶。西门，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

被罪恶捆绑，你在撒旦的手中。”彼得呼召他认罪悔改。彼得和约翰离开了

撒玛利亚，回耶路撒冷去了，然而上帝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在第二部分，我们要来叙述埃塞俄比亚太监的故事。让我们来看看整件

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上帝差遣了一位天使到撒玛利亚布道的腓利那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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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你必须离开你在撒玛利亚所建立的教会。我在别处为你安排了事工。

你起来，赶往那从耶路撒冷下迦萨的路上去。在那条旷野的路上，你要为我

去传福音。” 腓利顺服主的命令，就去了。 

当他在路上行走时，看到前面有一辆马车，上面坐着一位埃塞俄比亚的

太监。这人是埃塞俄比亚女王干大基手下总管银库的财政部长。他原是上耶

路撒冷去敬拜犹太人的上帝。请留意，这人在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就已经听闻

了犹太人的上帝，并且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渴望，要去侍奉和敬拜上帝。于是

他动身前往耶路撒冷，他在那座城市里找到了很多的宗教遗传，然而却没有

找到他心灵中所渴慕的平安。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人在返程回家的

路途中正在读旧约圣经。他手上有一卷先知以赛亚的经书，并且他正在读其

中的经文。就在那一刻，圣灵对腓利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利就贴近那

辆马车，听到太监在诵读经文，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太监

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邀请腓利上车，与他同坐。腓利

就为他讲明经文的含义。太监所读的是以赛亚书 53 章的经文，讲到主耶稣

是如何受难的，祂就如同沉默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腓利就从这经上起，

对他传讲耶稣基督。 

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

有什么妨碍呢？”腓利回答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然后我们听到

这位埃塞俄比亚太监口中所发出的那句美好的宣告：“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

的儿子。”这也是历世历代所有教会的宣告。于是腓利和太监一同下到水里，

腓利就给他施了洗。太监刚受完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就把腓利提走了，留

下太监独自一人。这是为了让太监的信心不至于只停留在腓利身上。太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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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认识到，只有上帝才能在人的心中运行恩典的工作。于是太监就欢欢喜

喜地继续赶路了。他已经找到了自己一直以来所寻求的至宝。他在耶稣基督

里面找到了平安。 

我们需要注意，这位返回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仍然有受洗的强烈愿望。洗

礼有着丰富的意义。洗礼意味着我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产业。这正是那位

太监所渴慕的。他想要得到这个记号，这样他就可以时刻铭记耶稣基督是他

的上帝和他的救主。这也是洗礼对你的意义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问

自己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部分，《使徒行传》9 章 1-31 节记载的扫罗归主的

经历。我们已经说过，扫罗在耶路撒冷挨家挨户抓捕基督徒，逼迫教会。然

而扫罗对于仅仅摧毁耶路撒冷的教会还不满足。他甚至跑到大祭司那里，求

要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这样他就可以逼迫那里的教会。他希望大祭司

的文书能够授权他去抓捕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并且将那些大逆不道者带回耶

路撒冷，投入监狱。 

扫罗行路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突然有一道大光从天上四面照着他。扫

罗大惊失色，仆倒在地，听见天上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

逼迫我？”扫罗非常害怕，问道：“主啊，你是谁？”主耶稣对他说：“我就

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扫罗战战兢兢的问道：“主啊，你要我做什么？”请

留意，扫罗，这个与教会为敌的人，已经被征服了。他现在发问：“主啊，

你要我做什么？”耶稣对他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

诉你。” 当扫罗从地上站起来，他的眼睛就瞎了，什么也看不见。与他同行

的人只听见声音，却看不到任何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拉着扫罗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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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他进了大马士革的一栋房子里。扫罗坐在房内，三天不吃不喝，置身于完

全的黑暗之中。这不仅是因为眼瞎造成的视觉黑暗，也是他心灵里的黑暗，

因为他坐在那里，脑海中不断浮现出自己以往所流的所有无辜之人的血。哦，

这将要临到他的审判是何等可怕！然而，上帝喜悦怜恤，不喜悦审判。 

上帝差派了一位天使到大马士革的一个门徒亚拿尼亚那里，对他说：“起

来！往直街去，在犹大的家里，去拜访一个大数人扫罗。他正在祷告，并且

他在祷告中看见你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听到此言，

犹豫不决。他不敢去做，因为他对主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在

耶路撒冷行恶太甚，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要

来抓捕大马士革的基督徒。” 然而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

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上帝已经清楚表明，他拣选了

扫罗，让他成为向整个外邦世界宣教的福音使者。 

亚拿尼亚就去了，他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请留意他是怎么

说的。他说：“兄弟扫罗。” 他已经相信扫罗是他在基督里的弟兄。他接着

说：“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

充满。” 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于是马上起

来受了洗。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开始出来宣讲耶稣基督。

这是何等奇妙的神迹！你可以想象犹太人有多么惊讶，因为他们听到自己昔

日的领袖在传讲耶稣基督的名。他们感到非常郁闷，因为扫罗现在成为了最

危险的人物。一个曾经如此仇视教会的法利赛人领袖，如今居然变成了基督

徒，并且四处传讲耶稣的名。因此他们商议要杀害扫罗。他们想找一个机会

逮住他。他们甚至昼夜在城门守候，要干掉他。当大马士革的基督徒得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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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险情况，他们意识到让扫罗继续待在城内是不安全的，于是他们在夜间

用筐子把扫罗从城墙上缒下去，帮助扫罗逃离了大马士革，去到耶路撒冷。 

当扫罗回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但门徒和使徒们知道后，都

不信任他。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圈套，是为了设计抓捕他们。他们不相信扫罗

是一个基督徒。唯有巴拿巴是例外，我们在前面的课上提到过他。巴拿巴领

扫罗来到使徒那里，将扫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如何遇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

他又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传道，都述说了一遍。于是扫罗和门徒出入

来往，并开始在耶路撒冷传讲耶稣基督的名。犹太人知道后，又想找机会下

手杀他，因为他们想封住扫罗的口，不想让百姓知道在这个人的生命中所发

生的事情。弟兄们知道了，就打发扫罗离开耶路撒冷。他们说：你最好回到

你的家乡大数去，在那里待一段时间，直到形势转危为安，直到上帝呼召你

出来为祂做工。于是扫罗回大数去了。 

那时，不仅耶路撒冷的教会，而且犹太和撒玛利亚等各地的教会都得平

安、有安息、被建立，人数不断增长。在这一课里，我们留意到上帝全能的

属性，祂是无所不能的。他从天上照下大光，将扫罗击倒在地。我们也留意

到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因为他甚至明言扫罗所住的那条街的名字。上帝又呼

召扫罗去向万国万民传扬福音。我们看到全能和全在的上帝有权柄让万事都

互相效力，使祂的教会得益处，使祂的名得荣耀。让我们都借着耶稣基督的

恩典，能够成为祂的教会的一份子。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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