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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至十一月裡在五至十一月裡在五至十一月裡在五至十一月裡，，，，我們仔細查看了使徒行傳我們仔細查看了使徒行傳我們仔細查看了使徒行傳我們仔細查看了使徒行傳：：：：基督教的興起基督教的興起基督教的興起基督教的興起、、、、教會的建立教會的建立教會的建立教會的建立；；；；使徒的事跡使徒的事跡使徒的事跡使徒的事跡、、、、

信徒的增長等等信徒的增長等等信徒的增長等等信徒的增長等等。。。。在這個月份在這個月份在這個月份在這個月份，，，，我們整理一下過去所領受的我們整理一下過去所領受的我們整理一下過去所領受的我們整理一下過去所領受的、、、、檢視一下自己有否在主內檢視一下自己有否在主內檢視一下自己有否在主內檢視一下自己有否在主內

生根生根生根生根、、、、建造建造建造建造。。。。 

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 (12 月月月月 3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2 月月月月 9 日日日日) :  

首先，我們重溫一下使徒行傳的綱要：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在耶路撒冷的見證在耶路撒冷的見證在耶路撒冷的見證在耶路撒冷的見證 (一至七章一至七章一至七章一至七章) 
描述耶穌復活後的顯現、門徒遭受逼迫、殉道，及耶路撒冷教會的情況。 
 
上帝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增加得很多，也有許多祭司聽從了這信仰。(6:7)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福音推廣至猶太福音推廣至猶太福音推廣至猶太福音推廣至猶太、、、、撒瑪利亞撒瑪利亞撒瑪利亞撒瑪利亞(八至十二章八至十二章八至十二章八至十二章) 
記述腓利及彼得的傳道旅程；福音自耶路撒冷傳到撒馬利亞，教會被建立起來的經過。 

腓利 第一次傳道旅程 
8:5 – 13 

耶路撒冷 � 撒馬利亞 

第二次傳道旅程 
8:26 – 40 

耶路撒冷 � 迦薩 � 亞鎖都 � 該撒利亞 
             （撒馬利亞附近） 

彼得 傳道旅程 
9:32 – 10:48 

耶路撒冷 � 呂大 � 約帕 � 該撒利亞 

 
那時，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建立起來，凡事敬畏主，蒙聖靈
的安慰，人數逐漸增多。(9:31) 
上帝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12:24) 
 
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廣傳福音見證直到地極廣傳福音見證直到地極廣傳福音見證直到地極廣傳福音見證直到地極(羅馬羅馬羅馬羅馬) (十三至廿八章十三至廿八章十三至廿八章十三至廿八章) 
記述保羅將福音帶到羅馬的的宣教旅程、保羅在外邦人的大城市如哥林多與以弗所等地
的工作；以及保羅從該撒利亞被押往羅馬受審，福音的得勝。 
保羅的傳道旅程： 

第一次傳道旅程 
(巴拿巴同行) 
13:4 – 14:28 

敘利亞的安提阿 � 居比路/塞浦路斯 � 彼西底的安提阿 

� 以哥念 � 路司得、特庇 

第二次傳道旅程 
(提摩太、路加同行) 
15:36 – 18:22 

路司得、特庇 � 馬其頓 � 帖撒羅尼迦 � 庇哩亞 

� 雅典 � 哥林多 � 以弗所 � 該撒利亞 � 安提阿 

第三次傳道旅程 
18:23 – 21:17 

安提阿 � 以弗所(寫哥林多前書) � 特羅亞 

� 腓立比(寫哥林多後書)  � 亞該亞、哥林多(寫加拉太

書、羅馬書)  � 腓立比 � 耶路撒冷，被捕到該撒利亞 

 

於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增加。(16:5) 
(保羅)…放膽傳講上帝的國，並教導主耶穌基督的事，沒有人禁止。(28:31)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福音是在何時開始傳開的福音是在何時開始傳開的福音是在何時開始傳開的福音是在何時開始傳開的？？？？如何傳開的如何傳開的如何傳開的如何傳開的？？？？你願被你願被你願被你願被建造建造建造建造放膽傳講上帝的國放膽傳講上帝的國放膽傳講上帝的國放膽傳講上帝的國嗎嗎嗎嗎？？？？ 

22001122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讀讀讀讀讀讀讀讀經經經經經經經經計計計計計計計計劃劃劃劃劃劃劃劃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二二二二階階階階階階階階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55--1122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使使使使使使使使徒徒徒徒徒徒徒徒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惟惟惟惟惟惟惟惟喜喜喜喜喜喜喜喜愛愛愛愛愛愛愛愛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和和和和和和和和華華華華華華華華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律律律律律律律律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晝晝晝晝晝晝晝晝夜夜夜夜夜夜夜夜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想想想想想想想想，，，，，，，，這這這這這這這這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便便便便便便便便為為為為為為為為有有有有有有有有福福福福福福福福！！！！！！！！」」」」」」」」  ((詩詩詩詩詩詩詩詩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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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 (12 月月月月 10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2 月月月月 16 日日日日)：：：： 

 

早前提及過，《使徒行傳》除了記載使徒的事工，也紀錄了教會的建立、擴展。教會發
展的特徵之一，就是信徒人數的加增。以下是使徒行傳其中的幾節經文：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2: 47) 
 
但聽道的人有許多信了，男人的數目約有五千。(4:4) 
 
信主的人越發增添，連男帶女都很多…(5:14) 
 
上帝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增加得很多，也有許多祭司聽從了這信仰。(6 : 7) 
 
所以，他們中間有許多信了，又有希臘的尊貴婦人，男人也不少。(17 : 12) 
 
為什麼信主的人不斷加增為什麼信主的人不斷加增為什麼信主的人不斷加增為什麼信主的人不斷加增？？？？試看看以上經文的前文試看看以上經文的前文試看看以上經文的前文試看看以上經文的前文，，，，尋找尋找尋找尋找信徒信徒信徒信徒加增的加增的加增的加增的一些一些一些一些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初期教會與旺的初期教會與旺的初期教會與旺的初期教會與旺的原因原因原因原因：：：：  
1. 人的見証人的見証人的見証人的見証  

a.生命的見証生命的見証生命的見証生命的見証  
他們都專注於使徒的教導和彼此的團契，擘餅和祈禱。眾人都心存敬畏；使徒們又行
了許多奇事神蹟。信的人都聚在一處，凡物公用，又賣了田產和家業，照每一個人所
需要的分給他們。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地在聖殿裏敬拜，且在家中擘餅，存着歡喜
坦誠的心用飯，讚美上帝。(2: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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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他們一同聚集他們一同聚集他們一同聚集他們一同聚集，，，，遵守主道遵守主道遵守主道遵守主道、、、、真誠真誠真誠真誠相交相交相交相交、、、、同心不住感恩同心不住感恩同心不住感恩同心不住感恩、、、、禱告禱告禱告禱告，，，，有美好的見證有美好的見證有美好的見證有美好的見證，，，，別別別別人人人人看到看到看到看到
後後後後，，，，也因此對基督教的信仰更感興趣也因此對基督教的信仰更感興趣也因此對基督教的信仰更感興趣也因此對基督教的信仰更感興趣。。。。 

b.言語的見証言語的見証言語的見証言語的見証  
你們棄絕了那聖潔公義者，反而要求釋放一個兇手給你們。你們殺了那生命的創始
者，上帝卻叫他從死人中復活；我們都是這事的見證人。(3:14-15) 
但聽道的人有許多信了，男人的數目約有五千。(4:4) 

有生命的見證仍需加上人用言語傳開基督的道理有生命的見證仍需加上人用言語傳開基督的道理有生命的見證仍需加上人用言語傳開基督的道理有生命的見證仍需加上人用言語傳開基督的道理，，，，門徒願意不斷傳講門徒願意不斷傳講門徒願意不斷傳講門徒願意不斷傳講，，，，福音也被傳開福音也被傳開福音也被傳開福音也被傳開。。。。 
 
2. 道的能力道的能力道的能力道的能力  

上帝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增加得很多，也有許多祭司聽從了這信仰。
(6:7) 
又有許多平素行邪術的人把他們的書都拿來，堆積在眾人面前焚燒。他們計算書價，
得知共值五萬塊銀錢。這樣，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普遍傳開了。(19:19-20) 

神的道本身帶神的道本身帶神的道本身帶神的道本身帶有能力有能力有能力有能力，，，，能剖開人心思意念能剖開人心思意念能剖開人心思意念能剖開人心思意念，，，，能使人歸向光明能使人歸向光明能使人歸向光明能使人歸向光明，，，，得勝罪與撒旦的權勢得勝罪與撒旦的權勢得勝罪與撒旦的權勢得勝罪與撒旦的權勢。。。。 
 
3. 主的工作主的工作主的工作主的工作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2:47) 
主的手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數很多。(11:21) 

  是主將得救的人加給教會是主將得救的人加給教會是主將得救的人加給教會是主將得救的人加給教會，，，，教會得興旺教會得興旺教會得興旺教會得興旺，，，，人能得救人能得救人能得救人能得救當然當然當然當然是是是是上帝上帝上帝上帝的恩的恩的恩的恩。。。。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從以上三點看來從以上三點看來從以上三點看來從以上三點看來，，，，教會興旺或信徒增多教會興旺或信徒增多教會興旺或信徒增多教會興旺或信徒增多，，，，除了除了除了除了上帝的大能外上帝的大能外上帝的大能外上帝的大能外，，，，信徒的配合也信徒的配合也信徒的配合也信徒的配合也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試檢視一下自己試檢視一下自己試檢視一下自己試檢視一下自己，，，，有否好好配合上帝有否好好配合上帝有否好好配合上帝有否好好配合上帝，，，，為祂作美好見證為祂作美好見證為祂作美好見證為祂作美好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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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 (12月月月月17日至日至日至日至12月月月月23日日日日)：：：： 

 

教會的興旺，乃因上帝的恩與信徒的信服配合。但在教會被建立的同時，撒旦與仇敵亦

時刻對教會及信徒虎視眈眈，希望乘虛而入。我們都知道保羅在傳道旅程中，除了在所

到之處放膽宣講上帝的道外，更常常掛念異地的教會，甚至在羅馬被囚時，仍不斷寫信

給不同教會（參第一週保羅的第三次傳道），當中有勉勵、有訓示，教導教會明辨是非、

持守真道，激勵信徒彼此愛心服待： 

 

保羅在第三次傳道旅程中寫給該教會之書信： 

書信書信書信書信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教會教會教會教會、、、、背景背景背景背景/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危機危機危機危機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後書 

 

哥林多教會哥林多教會哥林多教會哥林多教會 
哥林多教會是保羅所創立的(林前 4:15)。保
羅在第二次旅程來到哥林多，與一對猶太人
夫婦亞居拉和百基拉同住，在會堂的猶太人
和希利尼人中間傳道。後來因猶太人的抗拒
毀謗，保羅退出會堂，在附近猶士都的家
中，開始獨立的福音事工。保羅離開哥林多
時，教會已經非常穩固，人數也不少，信徒
大部分有外邦人的背景，只有小部分是猶太
人。雖然有一部分出身貴族，但大部分是平
民和奴隸。這教會顯然受到了當時異教習俗
相當程度的影響，道德方面也一樣。 
 
保羅在寄出哥林多前書後，哥林多教會的
情況卻愈趨向下，於是保羅心裡難過，再
送出一封＂叫人憂愁＂的信(此信已散
失)。後來提多給他帶來哥林多教會的好消
息，於是保羅寫出後書，勸勉哥林多教會。 

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保羅給哥林多教會的疑難解
答。他根據三大福音真道的原
則：十字架道理、榮神益人和
愛的金律，矯正和教導教會各
類之混亂問題: 
紛爭結黨(林前 1:11) 
淫亂(林前 5:1-13) 
爭訟(林前 6:1-11) 
問題的根源(林前 6:12-20) 
嫁娶及相關的事(林前 7:1-40) 
吃祭偶像的物(林前 8:1-11:1) 
屬靈的事(林前 12:1-14:40) 
復活(林前 15:1-58) 
 
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後書 
使徒職份(2:14-7:1) 
互信(7:2-16) 
勸勉信徒愛心捐獻(8:1-9:15) 
使徒權柄(10:1-13:14) 

加拉太書加拉太書加拉太書加拉太書 加拉太加拉太加拉太加拉太眾眾眾眾教會教會教會教會 
在保羅第二次旅行至加拉太南部之後，與
第三次旅行至希利尼之前，這其間有熱心
於摩西律法，自稱是基督徒的猶太主義者
來到小亞細亞各教會，攻擊保羅的教訓：
他們詆譭保羅，質疑他的使徒職分；認為
外邦人須受割禮，使自己猶太化之後，方
能得救；反對保羅只講恩典不講律法，他
們強調在恩典之外也須注重行為，鼓吹信
徒遵守猶太禮儀和規條。加拉太教會對真
道的認識淺薄，以為須奉行割禮，遵守摩
西一切的律法方能得救。保羅第三次旅行
至希利尼時，有人把將加拉太眾教會猶疑
不定的消息告訴他，於是保羅作書引導並
勸勉他們，使之棄謬歸真。 

 
保羅使徒權柄的來源
(1:10-2:21) 
福音真義(3:1-4:31) 
福音的實行(5: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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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 
 

羅馬教會羅馬教會羅馬教會羅馬教會 
在保羅到訪前，羅馬已有一個頗興旺，但
在福音真道上尚未成熟的教會。保羅當時
在羅馬帝國東方幾省的福音事工似乎已告
一個段落，他渴望到西班牙去開闢新的福
音工場(羅 15:23-24)，而羅馬是往西班牙的
必經之路，因此他希望與羅馬的教會建立
密切關係，以支持他日後向羅馬、西班牙
的事工發展，為此他寫信給那裏的眾聖
徒，讓眾人熟識他的異象和負擔，以及學
習真道，使教會得以健康發展。 

 
世人需要救恩(1:18-3:20) 
因信稱義(3:21-8:39) 
上帝的揀選(9:1-11:36) 
基督徒生活標準(12:1-15:13) 

 

因保羅的書信，除了當時的教會在真道上得以被糾正外，也給現代教會清楚認識救恩。

當你在真道上有所疑惑時，是否懂得回到聖經當中，尋找答案？ 

 

 

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 (12 月月月月 24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2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經文背誦及默想經文背誦及默想經文背誦及默想經文背誦及默想：：：： 

 

1. 回顧過去一年，我們查看了歌羅西書及使徒行傳。你還記得保羅在歌羅西書裡的教導

嗎？歌羅西教會當時面對什麼問題？今天的我們是否亦面對同樣問題？ 

 

既然你們接受了主基督耶穌既然你們接受了主基督耶穌既然你們接受了主基督耶穌既然你們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要靠着他而生活就要靠着他而生活就要靠着他而生活就要靠着他而生活，，，，照着你們所領受的教導照着你們所領受的教導照着你們所領受的教導照着你們所領受的教導，，，，在他裏面生在他裏面生在他裏面生在他裏面生

根建造根建造根建造根建造，，，，信心堅固信心堅固信心堅固信心堅固，，，，充滿着感謝的心充滿着感謝的心充滿着感謝的心充滿着感謝的心。。。。(西西西西2:6-7) 

既然你們與基督同死而脫離了世上粗淺的學說既然你們與基督同死而脫離了世上粗淺的學說既然你們與基督同死而脫離了世上粗淺的學說既然你們與基督同死而脫離了世上粗淺的學說，，，，為甚麼仍像生活在世俗中一樣為甚麼仍像生活在世俗中一樣為甚麼仍像生活在世俗中一樣為甚麼仍像生活在世俗中一樣，，，，去服從去服從去服從去服從

那那那那「「「「不可拿不可拿不可拿不可拿、、、、不可嘗不可嘗不可嘗不可嘗、、、、不可摸不可摸不可摸不可摸」」」」等類的規條呢等類的規條呢等類的規條呢等類的規條呢？？？？這些都是根據人的命令和教導這些都是根據人的命令和教導這些都是根據人的命令和教導這些都是根據人的命令和教導，，，，論到這論到這論到這論到這

一切都是一經使用就都敗壞了一切都是一經使用就都敗壞了一切都是一經使用就都敗壞了一切都是一經使用就都敗壞了。。。。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名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名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名這些規條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用私意崇拜用私意崇拜用私意崇拜，，，，自表謙卑自表謙卑自表謙卑自表謙卑，，，，

苦待己身苦待己身苦待己身苦待己身，，，，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毫無功效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毫無功效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毫無功效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毫無功效。。。。(西西西西2:21-23) 

 

2. 今年的教會主題是「生根、建造」；你的聖經知識上有否增長？你的信仰是否仍紮根

於真道上？你的生命「建造」得怎樣？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純全純全純全、、、、可喜悅可喜悅可喜悅可喜悅

的旨意的旨意的旨意的旨意。。。。(羅羅羅羅12:2) 

 

來年的教會主題是「更新、察驗」。你認為你自己清楚知道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

的旨意嗎？你願意與教會及弟兄姊妹一起，讓上帝更新自己的心思，使自己在真道上更

有智慧、站立得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