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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第 9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会) 

当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全世界的时候，他在世界各地留下了

零星不全的希腊文化。 最后这些希腊文化变得很有影响

力。虽然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帝国，希腊文化的精神仍然

存在。  所以世界虽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还是被希腊文

化所支配着。  

比较起来，希腊文化比较注重艺术而希伯来文化却偏向法

律规章。  希伯来文化的代表是法立赛人，他们非常严谨

也非常注重律法。  所以这不难解释这些文化之间的冲

突； 因为彼此注重的地方完全不一样。 

在这段时间里，以色列是分裂的。犹太人可分为希历尼人

和希伯来人。 而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是有希历尼文化背景

的物质主义者。反观法立赛人却是希伯来文化的跟随者。 

因此当一个人想要有效的接近犹太人， 他不但要俱备对

希历尼文化的认识， 也须要对希伯来文化有一定的了

解。  所以，神拣选了祂的器皿，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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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的出生地，大数 ，是希腊文化中心之一的地方。因

为他的父母都是希伯人， 而且都是法立赛人， 保罗顺理

成章的也遵行希伯来的文化， 直到他十四岁那年，  认

识了一些希腊文化背景的玩伴， 因此开始对希腊文化有

初步的认识。  但是他的父母为了不让保罗接触希腊文

化， 当他十四岁时，宁可送他到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

学，受教于迦玛略门下， 他是当时最有名的法利赛人教

师之一，而不愿他到小亚细亚去读书  。   

之后保罗虽然深深的被法立赛文化所影响， 但是他从未

真正摆脱幼年时他所接触的希历尼文化。 这种种的一切

装备使保罗成为最合神使用的器皿； 他将带着耶稣基督

真理的福音走进那些希历尼人的世界。  所以从第九章开

始，神让我们知道在他眼里的保罗原来是这么样的一个

人。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

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

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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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 他就仆倒

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甚么逼迫

我。他说、主阿、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

稣。用脚踢刺是难的。(使徒行传 9:1-5) 

保罗暸解到。他说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腓立比书 3:13) 

保罗这时对神的理解: 他说了一句连他自己都还不明白的

话， “主啊，你是谁?”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启示

对保罗的影响力， 还有神如何把这个人一百八十度的扭

转过来。在这段经文里更提到神的灵早已开始在保罗的心

里动工。  因为神让他知道逼迫神的儿女还有抵挡真道是

极困难的事。 俗话说得好，「对着尖刺踢是难上加难的

事」。 

农人把这些 “尖刺”当作工具放置在犁的前面，所以当

牛不乖，不听话而且开始向后踢的时候，牛踢到的尖刺会

告诉牠们如果选择继续踢会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 而这

样就可以保护到正在耕犁的人。  这就是这句俗语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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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我相信司提反的死对保罗来讲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当他看司提反死的时候。 他说我喜悦他被害， 这就代表

保罗是公会中的一份子，他以公会会员的身份对司提反的

死投了赞成票。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保罗须要结过婚才

能做公会会员，但是关于保罗妻子的叙述，圣经里并没有

记载。  有一些早期教会流传说当保罗接受基督教的时

候，他的妻子离开了他，然后两个儿子其中之一跟了保

罗，另一个跟从他的妻子。  但是那只是传说罢了， 我

们并不知道可不可信。 

虽然保罗看到了司提反的死以及听了他的信息，并且更看

到神圣灵的膏抹，他仍旧决定继续当一个正统的法立赛

人，想要把这个刚兴起的教派从犹太主义里除名。  所以

保罗去了大祭司那里 

后来，当保罗在对腓利比教会作见证的时候，他说， 

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 腓立比书 3:6) 

然后当他去到大马色的路上，突然神对他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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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主阿、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使徒行传 9:5) 

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件有趣的事。  保罗当时不是正在逼迫

教会吗? 但是耶稣却把自己与教会画上等号。  所以从这

里我们知道，冲着我们所来的逼迫也是直接针对我们主

的。  祂完全的把自己归于教会。因为祂并没有说，你为

什么要逼迫 “我的教会”。耶稣说，你为什么要 “逼迫

我”? 因为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 

起来、进城去、你所当作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使徒行

传 9:6) 

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起来、进城去、你所当作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使徒行

传 9:6) 

神在这里对保罗的命令不是非常简明扼要吗?  记得上个

礼拜我们讲到神有时候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  所以神

宁可不一次告诉保罗他的未来，他只是很简单的告诉他，

起来，进城去，你所当作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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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

见人。(使徒行传 9:7) 

也有人认为这段经文好象互相矛盾。  这是因为保罗在使

徒行传二十二章重新叙述他之前的经历， 当时跟他同行

的人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但是在这里他用的是不同的希

腊文， “他们并没有听清楚声音”。  更明确的说法

是，那些同保罗行走的人无法了解当神对保罗讲话时的声

音。 他们没有听到任何话语。  所以这里是没有矛盾

的。  他们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

人。   

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甚么。(使徒行

传 9:8) 

他当时有了瞎眼的经历。 

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使徒行传 9:8) 

从那时候开始，对保罗来讲，进大马色的方式一定跟他以

前所想象的，是大不相同的。  他原是带着大祭司给他的

文件，开始把信神的人丢进监牢里。但是出乎意料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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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以双眼失明的被朋友领进城里。 

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使徒行传 9:9)  

我相信在这三天里，一定有很多事情在保罗的头脑里激荡

着。  神把他跟从外界来的干扰切除了，包括一些知觉上

的干扰，所以他才能好好的静下来思想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  就这样在这三天里他失去了视觉，不吃也不喝，为

的就是要仔细回想他以前所做过的事。 

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

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

说、起来、往直街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

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

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

阿、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

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

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

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

我的名。(使徒行传 9:10-15) 



8 of 31 

使徒行传第 9章 

神须要一个有像保罗背景的人。  一个可以跟希伯来人沟

通的人， 一个可以了解希历尼文化，以及一个可以跟列

王讲话的人。  所以神拣选了保罗作为祂的器皿。 保罗

自己也知道神的手临到他，当他还在母腹时就已经被神捡

选了。在他过去的经验里，神的手临到他，磨练他，装备

他，完成神想要他做的工。 

对每个神的仆人也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回头看见神如何装

备我们，完成祂所想要我们做的。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

的书信里说到，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

们行善、就是 神所预备叫们行的”(以弗所 2:10)。 

神知道他对我们生命的计画。  神也知道他所须要你去完

成的事工是什么。 

现在，神正在装备你去做祂的事工。 然后有一天你会发

现你有的一切背景，这一切都是神的计画，这一切都是装

备我们成为合适的器皿。 这就变成一件值得兴奋的事，

因为早在我们不认识神，不清楚祂的时候，祂早已在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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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动工，准备我去完成他所要我去做的工。 一个被

拣选的器皿。 

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

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使徒行

传 9:15) 

对我来讲是一句很有趣的陈述。 

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使徒行传 

9:16) 

我怀疑如果今天我是保罗的话，神呼召我并且让我知道以

后所有我必须遭受的患难，我不知道我是会继续为祂做工

或者就直接下台一鞠躬说， “ 神阿，为什么你不派另一

个人去。 叫另一个人去做好了。”  我佩服保罗。 虽然

神让他知道以后所有的苦难但是他已经准备好了。他摆上

了他的生命然后从那时开始就没有退路。 他已跟神定了

一个约，一个有义务的约，一个他不准备回头的约。因为

他知道是神的手在他的生命里引领他走到今天的局面。无

论如何，我要走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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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拿尼亚就去了、(使徒行传 9:17) 

当神指示亚拿尼亚去找保罗的时候，他认为神犯下了一个

大的错误。 神阿，我听过这个人，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所以亚拿尼亚就走开了。 

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使徒行传 

9:17) 

我喜欢这段，因为他马上就承认保罗为他的弟兄。 他马

上就接待保罗成为主里的弟兄，弟兄扫罗。 

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使徒行传 9:17) 

你现在记得他 (保罗)所说的， 

就是耶稣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甚么逼迫我。(使徒

行传 9:4) 

所以在这里亚拿尼亚说的是神，甚至是耶稣。 

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使徒

行传 9:17) 

要知道亚拿尼亚并不是使徒，他只是一个门徒。 那时在



11 of 31 

使徒行传第 9章 

大马色的教会里，我们便再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仅仅

只是一个普通的门徒神就使用他做为祂的器皿去按手在保

罗身上而医治了他，让保罗得以恢复视力，也让他得以接

受神灵的浇灌。 

扫罗的眼睛上、好象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

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

同住了些日子。 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 神的

儿子。(使徒行传 9:18-20) 

现在，保罗借着他丰富的圣经知识，他知道耶稣就是主。

他能从圣经上知道，也明白神已经应许差遣他的儿子到世

上来。他领悟到以赛亚的预言，一个童女应当受孕然后生

下一子，应取名为以马内利，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

同在。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

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

的父。(以赛亚书 9:6) 

所有的经文就开始在保罗的脑中连贯起来所以他能够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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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其实就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开始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传

福音给犹太人，告诉他们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

不是这人么。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

长那里。(使徒行传 9:21) 

他们为保罗所讲的而感到惊奇。 在第二十一节与二十二

节之间，这里有一段时间在经文里没有被指出，但是照希

历尼的书信看来，保罗离开大马色之后并不是去与属血气

的商谈，而是真正的等待神给他进一步的指示。 他到达

位于阿拉伯沙漠的旷野里，在那里待了两至三年的时间等

侯主，等候被在耶稣基督里的真道所带领。 

所以在保罗被改变之后，写信给哥罗西教会里说到， 

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

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

去、见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惟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

到大马色。(加拉太书 1:16-17) 

然后在那里耶稣教导保罗，福音，他所宣告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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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说，我回去大马色。 

过了三年、纔上耶路撒冷去见矶法、和他同住了十五

天。(加拉太书 1:18) 

但却不是去指示，而单单是去分享所发生的事。 所以在

靠近阿拉伯的沙漠所度过的三年并没有在使徒行传里被提

到，但是如果你想要把这段事放入经文中的话，保罗前往

沙漠这三年的旅程是被放在第二十一与第二十二节之间。 

但扫罗越发有能力。(使徒行传 9:22) 

在第二十二节这里扫罗在能力上已大大增加。 那三年的

时间是在他生命中一段让他变得有能力的时候，因为他只

有单纯地在等候神。 

我对于那些到我面前来说的人有点担心，“恰克，我想要

做神的事工。” 然后我说， 嗯，那不错阿。你当基督徒

多久了?” (他会说) “喔，已经两个月了。” 然后他们

想有一个讲台，一个他们可以开始讲道的地方。 保罗在

圣经上有非常丰富的背景，但是他却没有马上就进入事工

中，因为他须要一些时间在阿拉伯旷野中准备他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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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教导下长达三年。  

神用祂所准备好的器皿，但是这段准备的时间对于未来有

效的事工是息息相关的。 我相信在目前教会中有一个错

误的观念—他们按手在别人身上的速度太快了。 我认为

这些年来教会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悲剧。那就是无论当好莱

坞的一些名人公开声明他们的信仰时，一瞬间，他们马上

就会收到每一个教会以及讲座的邀请，想请他们来，当大

会的讲员。然后他们就会一个礼拜接着一个礼拜的到处分

享他们的见证，在美国这些兴奋的群众面前到处做他们的

见证。 

很不幸的是他们花了太多时间在国内来回旅行，在大家面

前做见证，所以他们唯一听到的就是自己的见证! 所以他

们从来没有在神的话语上扎根。 他们从来没有一个根

基。 所以许多的名人就这样到处宣传他们闪亮的见证，

然后过一段时侯你会说， “嗯， 某某人发生了什么

事…”(他们会说) “嗯 他又回到了旧的生命。 之前所

发生的并没有存在太久。” 这是因为这个教会犯了一个

很悲惨的错误那就是认为只要这个人是一个在某一方面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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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就的人，那么他就应该可以马上的成为一个神学家或

是一个经文上的老师。 

那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徦设。过去有一些非常有成就的科学

家因为接受了神所以马上每个人都想要他们来分享他们悔

改的见证。 嗯，你可以是一个生物天才，但是那不代表

说你知道有关于圣经的一切。 这就是因为保罗当初须要

建立一个根基， 所以他去了阿拉伯，对任何人来说这是

一个很有智能的作法。 不要太急躁了。 先确认你已经挖

得够深也已经立下了一个根基。 

耶稣说过关于两个人盖房子的事。那聪明的人挖得够深并

且把根基立在盘石上。 那愚笨的人却马上把房子盖在沙

子上。 很不幸的，这正是大部分人所做的事。 他们想要

赶快开始。 让我们赶快把房子盖起来，让我们开始搭骨

架，诸如此颣的事。 但是他们却还没有挪出时间立下一

个结实的根基。 所以当风雨一来，房子就被摧毁了。 

所以慢慢来，先立下根基。 如果神呼招你，神不会很着

急的。 我们是那一个会着急的人，但是神想要准备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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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以后会用的器皿。 所以当保罗在旷野里的时候，他倍

增了他的能力然后三年后才回到大马色，成为神有利的器

皿。 

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使徒行传 

9:22) 

因为他有丰富的圣经背景所以他可以使用他们的经文去证

明耶稣就是弥赛亚。 这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我们可

以很容易地拿旧约的经文然后去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 

但看不见的人就是瞎眼的。 

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使徒行传 9:23) 

虽然他证明了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些却激怒了他们所以他

们就开始想要谋害他。 但有人告诉保罗，他们已准备要

杀他。 

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在城门守候

要杀他。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缒下

去。(使徒行传 9:24) 

所以他并没有一个很光彩的样子离开大马色。 反而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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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光荣的样子离开，在一个篮子内翻过墙，逃过那些计

谋害他的犹太人。 这时他来到了耶路撒冷， 并且第一次

见到使徒们。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

信他是门徒。(使徒行传 9:26) 

这是一个悲剧， 因为在他第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就被教会所拒绝。 

惟有巴拿巴接待他 (使徒行传 9:27a) 

你记得这个人巴拿巴。人说他有一个不同的名字，但是他

们叫他巴拿巴， 这意思就是慰藉之子。 所以在这边你就

可以看到为什么他有这个名字。 巴拿巴是大家聚在一起

的伙伴。 

惟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

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

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

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犹太

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使徒行传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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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的事工好象对周遭的人总是有影响。 在所有他讲过

道的地方，最后不是复兴就是暴乱。 所有人无论如何都

能被他影响，有些反对和有些赞同的人。 但是不管怎么

样保罗懂得鼓动众人。 

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数去。(使

徒行传 9:30) 

在耶路撒冷，有这些弟兄知道有人准备要杀保罗。 多么

惊人的方式去开始你的事工阿。 先前的两个地方你必须

悄悄地离开因为有人些想要取你性命。 所以他们把他送

去了大数，换句话说，回家去吧保罗! 然后他们就把他送

回去大数。 

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 

(使徒行传 9:31) 

    我不知道剩下的这些有多健康。 他们赶走了保罗。 

嗯，这代表他们的见证并不再像从前一般夸口。 他们开

始跟其它人和平相处。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健康教会的像

征。 从这里开始保罗在大数整整十年。 到底是多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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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确定，但是大部分的学者相信他这次回去大数， 他

前前后后待了十年。 好家伙，无可质疑的在这段时间里

神不断的加添给保罗恩典和神的信实。 但在这时候保罗

的事工是安静的。 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 

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使徒行传 9:31) 

现在我们离开保罗，记载到关于彼得的事。 

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 (使

徒行传 9:32) 

在这个时候，彼得决定到处探访这些刚从犹大出来的信

徒。 在前往海边的路上，在吕大的地方就是现今拉德之

城 就是在班古吕安机场的地方，彼得前往探访那边的圣

徒。 

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雅、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

年。 彼得对他说、以尼雅、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

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仑的

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使徒行传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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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对讲带有信心的话， 所以这话有能力。 找到一个平

衡点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有一些人把这一件事变得

很极端， 好象他们可以提升人的地位到跟一样， 好象你

可以拥有你想要的， 你只是开口说。 然后他们所重视的

就是说出来的的话，以及这句话的能力， 所以你可以靠

着信心讲你想要的。 “我想要做一个百万富翁。 我想要

开一台奔驰。 我想要在丽多岛上有一个大屋。 我想

要。” 

他们叫你讲这些有信心的话。 想象你所渴望的。 想象你

自己正在开一辆名贵的跑车。 看见你自己在交通里穿梭

着，想象! 然后， 你知道， 你正在运用这些创造能力。 

你就可以有你想要的一切。 神不是说， 你们都是我手中

的工作吗? 所以他们继续讲关于有信心的话语， 还有想

象你所要的东西。  

这叫做“形而上学”。 你可以在拿破仑希尔的书中找到

同样的东西， 想象成真然后变为富有 或者 第十三位在

巴比伦的最有钱人。 这是一部分的形而上学然后是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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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能力存在在潜意识里面。 然后靠着想象加上你的

目标一遍又一遍的宣告， 你就把这些事深植在你潜意识

的地方， 所以当这些潜意识开始形成计划的时候，这些

事就可以变成真实因为你使用了充满大能力的潜意识。   

当然属灵的作家会说你正在使用的是灵的大能， 第四个

空间， 然后你正在运用这个能力去作事。 但这事的成功

不需要灵， 这些事之所以成是因为那些人想要去遵守这

些准则， 你会找到许多，许多的人做见证说他们在事业

上的成功完全是归功于拿破仑希尔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在 

‘思想变富’里面的准则。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会有反对它的倾向。 因为这是

一个那么危险的异端，我们比较容易就退缩但是那是错误

的， 我们容易就从神想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上畏缩下来， 

离开了信心的生活也离开了话语上信心的宣告。 我在这

里很确定地说在彼得告诉以尼雅之前，神早已对彼得的心

说话，叫他说出来。 

你记得当保罗在莱士塔的时候， 他察觉躺在那边的瘸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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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有被医治的信心时他说， 弟兄， 耶稣可以完全医治

你，起来行走。然后这个瘸了四十年的人就站起来行走， 

因为保罗对他说了有信心的话语。 但是在保罗说带有信

心言语之前， 圣灵早已经显现给保罗圣灵想要做的事。 

我并不能指挥神的工， 我也从来不想去指挥神的工。 因

为这是神的工作， 都是源自于祂的。 对我来说认定神正

在做的工是很重要的。那是这里真正的关键。多少次神借

着我们对某些人说信心的话语，而人们借着这些话语也有

了信心的行动。我们就会说，是的， 都是神做的。 

耶稣常常这样做。 当刚强! 今晚我想要告诉你这带有信

心的话语。 被拯救! 被释放! 在耶稣里过得胜的生活! 

现在你可以拿这些信心的话然后说， “是的，主， 我会

变坚强。 是的主， 我会得胜。” 然后这些话就可以变

成带有信心的言语，照着这样行你就可以得胜， 你就可

以找到力量， 你也会找到神在你生命里做大能的工。 神

的工就会因此而完成，所以有信心的言语是很重要的。 

但是当这些人把这个信息带到极端时确是不对的。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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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有一个平衡点。 常常有些时候当我们被这份事情上的

狂热而三振出局时， 有些人就会接着说， “喔 恰克说

这是不对的， 你不应该这样做，” 但是在那里还是有一

个我们须要维持的平衡点。 神是在今天还正在做工。 神

是会在今天作工。 是有能力可以从信心中出来。 我们是

可以看到神的工在人的生命中被完全，我们是可以对他们

说带有信心的话语。   

我们选择做是很重要。 但我们不做极端份子， 想掌控整

个世界。 就是好象我突然发现一个新奇的能力，而我在

掌控中，这就是我要事情完成的方法。 神，在这里，快

一点!然后我就拿走神的掌控权和神的工， 因为我现在变

得很有能力， 我能决定要发生的事。  

很容易我们就走上追逐能力的路，所以你必须要非常小心

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些东西喜欢权力，我自己也喜欢这个有

权力的感觉，所以在这条权力的路上是很容易变得得意忘

形的。 

我之前读到关于战神的故事， 那个北方之神， 当他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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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能力时， (他) 是多么的兴奋! 他马上跳上他的马然

后开始在天上骑来骑去并向地球指去，因为当他指的时

候， 他可以让雷从他的手指上出来并且劈在地球上。 他

就这样发现他的大能力，就在发出大雷的当中。 他就骑

遍了地球， 掷下这些雷电， 引起了打雷。 他花了一整

天在天空中骑来骑去把雷电丢在这世界上。 然后他就回

去到北方的世界， 充满了有能力的感觉，他大叫， “我

是战神!”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马回过头来说， “恩， 你

怎么那么笨没有用马鞍呢!” 所以我们当小心这些权力的

过程!  

彼得说了带有信心的话语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话所带来

的能力。 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一个正当的想法， 就是不能

把这些想法偏激化。 所以医治以尼雅的结果， 全地区的

人， 在雪伦谷那里， 在看见这个有缺陷八年的人， 被

医治， 他们就相信而且回转向神。 

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利尼话、就是多

加。〔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使徒行传 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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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羚羊， 有恩慈， 美丽的。 

他广行善事、多施赒济。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

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

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

去、不要耽延。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

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

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使徒行传 9:36-39) 

所以在这里她为穷人做东西， 一个令人惊讶的¸ 美丽的

女人。 

彼得叫他们都出去、(使徒行传 9:40a) 

他可能就这样把耶稣生活中的一页拿掉了，因为那时候耶

鲁来找耶稣是关于他女儿的事。 然后就在耶稣往耶鲁家

的方向时， 有仆人来说， 

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

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马可福音

5:35-36) 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马可福音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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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来到这家的时候， 默哀者已经聚集在一起为这十

二岁小女孩的死而伤心难过。 然后耶稣说， 孩子不是死

了， 是睡着了。 所有人就嘲笑他。 他就告诉他们，出

去。 然后他就叫彼得与约翰进来， 这两个圈内人。  

耶稣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利大古米。〔翻出

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马可福音 5:41) 

彼得看到耶稣排除这些不相信和怀疑的人。 彼得也这么

认为， 因为这些人所做是合理的， 就算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还开始为她的死默哀。 (他们说) 看她所做这些美丽

的东西， 喔， 她真是一个很好的人之类的话， 彼得就

把他们请出去。 有可能也是因为他所要做的事实在是太

古怪了， 万一什么事都没发生， 他才不会觉得困窘。 

我也会这么做。 

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她就睁

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使徒行传 9：40) 

在这里他叫这女孩大比大，注意到跟耶稣叫另一个小女

孩， 大比大，是很接近的。 在这里他是对一个己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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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 一具躺在那边的尸体。 其实跟尸体讲话是够古怪

的了。 但是他还是跪下来祷告说， 大比大起来。 

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

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

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

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

彼得在约帕一个硝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使徒行

传 9:40－43) 

 在这里我们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所提醒的话(在

约翰第 14 章)， 当时他对门徒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

作。并且要作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

奉我的名、无论求甚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

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甚么、我必成就。(约翰福音

14:12-13) 

    在这里彼得正在做耶稣所做过的事。 在这里有一个

非常值得注意的事，一个蒙恩使徒所做惊人的神迹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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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帕教会让死人复活， 多加被神从死里带回来。 所以

我们看到这些能力在这先前的教会中仍是存在的。 这也

是其中一个代表早期教会的记号， 就是圣灵的大能在教

会里运行着。 

    我们应该认为神不再用这么大能的方式工作了吗? 我

觉得有这样的假设是错误的。 我想 (我知道)耶稣不管是

昨天，今天，或是到永远都是一样的。 我不相信我们应

该为教会今天的不足而怪神。 我想我们应该怪的是教

会， 还有我们自己。 我相信这种能力到今天还存在着。 

我相信神的大能可改变生命， 可让人有 180 度的转变。 

我相信神的大能可以让人脱离病床， 也可以拯救人脱离

一些摧毁人的捆绑， 让人得自由。 我更相信神的大能可

以让死人复活。 我不相信神会有任何欠缺在祂的能力或

是他想要显明他自己的能力方面。  

我觉得缺乏的是在我们这一边，我相信最主要的就是我们

不知道如何应付这能力所带来的知名度以及注意力。 我

自己深知我没有办法应付这能力所带来的知名度。 我并

不信我自己。 我怕我会被骄傲所抬高。 我怕我会出去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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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迹奇事打广告， 就是没有办法应付这事工所带来的一

切。 

以前有几年我禁食祈求这样的能力。 当我想要经历这种

能力的时候神对我的心说， “我已经给了你更好的路。 

一条爱的路。” 然后我就再没为这神迹的能力而祷告。 

现在我看这个神迹，神能改变一个人生命的神迹是无可推

诿的， 神能把他们转过来， 这并不是一个最伟大的神

迹。 更好的是当一个人的生命完全被神的圣灵从罪的捆

绑中释放出来，而活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那会比能叫死

人复活的神迹更重要。如果活过来的仍然过着坟墓与罪的

生活，或是从这个神迹当中你被骄傲所拔高，那对神而

言，也是个没有用处的人。 

神的臂膀并非短的， 但是我们看到的确是在神迹侍奉里

的骗子比在现实里还多。 那些自称自己拥有这个能力的

人我是不会去相信的，很多时候，在我的背后，我知道他

们的存在。 但是话又说回来，这却不代表我们不应该寻

求或是渴慕这一颣的事情。 我自己不会再去渴慕这些事

情因为神已经跟我讲过了。 但是这却不代表可能神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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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这样的事使用你。 但是就算祂是这样使用你，我会

赞美祂以及和赞美祂在你生命里所做的工。 我并不想要

站在拘束神的立场上，我也不觉得这会是我们应该有的立

场。  

因为神是能够做出超过一切我们所求所想的。  

    现在我不想进入第十章因为在那里有许多我们须要了

解的事。 那是一个长和重要的一章。 在讲关于传福音从

外邦人开始的事。 所以我们会从下礼拜天晚上开始， 第

十和第十一章。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为着圣灵的能力。 主阿，我

们祈求你真正的彰显这个能力。 触摸我们的生命， 膏抹

我们的生命， 也藉由天父能向这个世界彰显你的荣耀。 

主啊， 就在今晚，我们把自己献上给你。 像保罗一样， 

我们要问， 主你要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已经准备好，在

你的面前为的就是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 任何你要我们

完成的工作。 主阿， 你已向我们显明， 所以当你这样

做的时候你早有一个向我们显明的目的了。 主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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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寻求去完成也能去了解我们所要了解的。 请带领， 

使用我们， 也借着我们归荣耀给你自己的名，我们感谢

你。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