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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徒行傳」又被稱為聖靈行傳。《使徒行傳》記載聖靈的降

臨，教會正式成立並增長發展（徒 2 章），應驗了主耶穌所應

許的話「我要把我的教會建立在這磐石上」(太 16:18 )。當主耶穌

復活升天後，在世人眼中，主耶穌好像失敗了，祂離開時，國度還

沒有來臨，教會也沒有成立，門徒都非常懼怕。主耶穌沒有留下甚

麼強大的組織，但聖靈降臨後，教會成立，福音傳開，從耶路撒冷

傳到羅馬。

《使徒行傳》記載了大概 30 年的初期教會史，其中有關聖靈工

作的記載，成為今天教會很重要的啟示。教會若要建立，成長必須

有聖靈的工作。「聖靈」在新約出現超過 250 次。

使徒行傳主要信息包括﹕

1. 聖靈的降臨 – 教會正式成立

2. 聖靈的充滿 – 初期教會的生活

3. 聖靈的管教 – 初期教會的紀律與使徒們屬靈的權柄

4. 聖靈的教導 – 初期教會的組織、使徒們主要的事奉及分工

5. 聖靈的保守 – 教會受逼迫，教會分散，使徒們留在耶路撒冷

6. 聖靈的啟導 – 神所潔淨的不可當作污穢；彼得把福音傳給 

 外邦人

7. 聖靈的差派 – 保羅的三次佈道旅程，福音傳遍歐洲。 

 教會的差傳事工是一間成熟教會必有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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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增長不能沒有聖靈的工作。基督

賜給教會的大使命都是要藉聖靈來完成。彼

得和保羅的服事是完全在聖靈的帶領下。

I.	 耶穌基督給教會的使命	–	作主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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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耶穌要門徒（教會）作

祂的見證（to be My witness)。主不是

單單叫我們為祂作見證，用口為主作見

證 – 傳福音，善事，工作的表現固然是

重要的；但主這裡的吩咐是要求我們作

為祂的見證人(be, being His witness)。
這是指我們的生命、生活見證、行為表

現，不單是外表的工作。

    要作主有力的見證人，我們必需

要有聖靈的能力。當日使徒、門徒們順

服主吩咐，回到耶路撒冷等候聖靈的降

臨。「這些人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

親馬利亞，並耶穌的弟兄，都同心合意

的恆切禱告。」(徒1:14) 他們禱告十天

後，五旬節到了，聖靈降臨，他們大大

被聖靈充滿，講起別國的方言來，為主

作見證，講說神的大作為。(參徒2:4-
11)聖靈的降臨，教會正式的成立(徒

2:1-11; 參徒11:15）

    徒1:8 也是《使徒行傳》一個很好

的大綱分段﹕(一)門徒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作主的見證(徒1:1-8:3)；(

二)門徒在撒瑪利亞作主的見證(徒8:4-

12:25)；(三)在世界各地作主的見證 

(徒 13:1-28:31）。

II. 彼得作主的見證（徒 1:1-12 : 25）

彼得在被聖靈充滿前，曾三次在使女面

前不認主。他是在有被警告下，沒有生

命危險下，有時間反省下不認主(第二

和第三次不認主相隔了一個小時，(路

22:59)。但當彼得被聖靈充滿後，他

站起了講道，眾人聽了，覺得扎心 (徒

2:37)，這次講道約有三千人信耶穌 (徒

2:37-41)。第二次講道，男丁信耶穌的

約有五千人 (徒 4:4）。

 當彼得被聖靈充滿向官府、長老，

和文士、大祭司亞那和該亞法、約翰、

亞力山大，並大祭司的親族，直接地向

他們講道，證明他們所釘死在十字架上

的耶穌，就是他們的彌賽亞(徒4:8-12)
。這些人，就是不久前要求把耶穌釘死

在十字架上的。當這些人禁止彼得傳福

音，為主作見證的時候，彼得勇敢地回

答他們﹕「聽從你們，不聽從神，這在

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

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 

(徒 4:19-20) 使徒們的禱告及講道都

滿有能力﹕「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

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

的道。」(徒4:31）

 彼得順從聖靈的帶領把福音傳給哥

尼流（《使徒行傳》記載第一個信主的

外邦人)，彼得終於明白神所潔淨的不可

當著俗物。外邦不是俗物，福音也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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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外邦人中。彼得清楚講明是﹕「聖靈

吩咐我和他們同去，不要疑惑。」(徒

11:12）外邦信徒也和猶太信徒一樣的

領受聖靈﹕「我一開講，聖靈便降在他

們身上，正像當初降在我們身上一樣。

」(徒 11:15）

III. 保羅作主的見證（徒13:1-28:31）

   使徒保羅沒有信主前是迫害教會

的﹕「掃羅卻殘害教會，進各人的家，

拉著男女下在監裡。」(徒 8:3; 9:1-
2;  提前 1:12-16)  但神奇妙地拯救

了他，揀選他特別向外邦人傳福音 

(徒 9:3-19)。保羅信主後，清楚神呼

召他作外邦人的使徒(加 1:1-2,11-12; 
弗 3:1-13）。

   保羅的事奉是順從聖靈的帶領﹕是

聖靈把巴拿巴和保羅，差派出去作第一

次的旅途佈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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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

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

們去了。他們既被聖靈差遣，就下到西

流基，從那裡坐船往居比路去。」(徒

13:2-4）第二次佈道旅程，是聖靈禁止

他們在亞西亞講道，也是耶穌的靈不許

他們往庇推尼去。(徒16:6-7) 保羅在夜

間便看到馬其頓的異象，(徒16:9-10)
保羅便順從聖靈的帶領，把福音傳到歐

洲。

   第三次佈道旅程結束回耶路撒冷

時，聖靈已向保羅指證會有捆鎖患難等

待他。(徒20:22-23;參21:11)。保羅

沒有因為捆鎖患難就不回耶路撒冷，他

知道這是神的旨意。面對捆鎖患難，保

羅的回應是﹕「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

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

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

的福音。」(徒20:24) 保羅知道是神的

旨意要他往羅馬去(徒19:21)，所以他

不介意以囚犯的身分往羅馬。保羅信主

後就是這樣的順服神。

   在《使徒行傳》中我們看見了聖靈

大能的作為，當使徒們被聖靈充滿，便

為主作了奇妙無比的事，福音大大的傳

開，教會被建立起來。《使徒行傳》提

供了很好的教會成立、組織與增長教導

的指南。若要認識教會增長的神學信息

(a theology of church growth)，《使徒

行傳》是一卷必讀的書。讓我們一同在

教會裡成長，常常經歷聖靈奇妙大能的

作為。

Dr. Patrick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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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在二ＯＯ八年六月開始接觸「澳洲

聖經信息協會」，當時是接送太太前

往參加好士圍(Hurstville)浸信會及比華利山

(Beverly Hill)浸信會聯合舉辨之《加拉太書》

讀經日營，講員是鄧英善博士。

我當時並沒有參加這讀經日，原因是

自己內心屬靈的驕傲，覺得《加拉太書》已

經讀過不少次，況且在自己的教會小組查經

班裏，也曾經帶領過查考此書卷。故此，寧

願跑去游泳、做運動也不願意參加。那天是

星期六下午，當我獨個兒在比華利山浸信會

對面的街道上徘徊，等候太太查經班完結

時，街道上非常寧靜，內心不期然地進入一

些思潮。腦子裏好像聽見一些聲音對自己說

話：「為什麼我是在教會門外徘徊，而不是

在其中學習神的道？」過去多年來我一直為

太太禱告，祈求神讓她在真道上對主有更深

的認識。因為太太多年在教會的事奉像是「

馬大」式的動態事奉，盼望她能像有「馬利

亞」式的靜態事奉，能安靜在神面前聆聽神

的話語。我當時彷彿被神掌擱了一巴掌而醒

悟過來！我看見自己屬靈驕傲的罪。正如主

耶穌的教導：「祂(聖靈)既來了，就要叫世

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

(約16:8)神已經垂聽了我的禱告，我還是懵

然不知，不能儆醒體察神的心意。感謝父神

[迴 響] 

的恩典，藉著聖靈的提醒和教導，讓我在神

面前認罪。

當《加拉太書》讀經日完結後，太太

非常喜悅地與我分享她的得著，也希望能夠

參加一個月後舉辦的《以弗所書》查經班，

我即時應允和她一起參加。自此以後，我便

一直參加「澳洲聖經信息協會」的查經班。

那時是我剛從服侍了十五年的執事崗位退下

來。感謝父神的恩典和憐恤，祂知道我的軟

弱，體察我靈裏的乾渴，把我帶到「聖經信

息協會」的查經班裏，重新學習神的話語。

正如《以賽亞書》記載：「疲乏的，祂賜能

力，軟弱的，祂加力量…… 但那等候耶和華

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賽40:29-30)經過了兩年的學習和等候，蒙

父神的引導，參加了他們的同工行列，一同

在查經班裏服事，享受與其他教會的弟兄姊

妹在靈裏的分享，真是何等的美！

回想過去三年在「聖經信息協會」的學

習，確是感恩不盡。父神藉著太太的參與，

也把我的事奉從「馬大」式的動態服事，轉

到「馬利亞」式的靜態服事。如聖經教導：

「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賽55:9)，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

是按祂旨意被召的。」(羅8:28)感謝神！讚

美天父！

✑ 鄭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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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Ｏ一一年 2 月 26 日星期六，對於聖經

信息協會(澳洲)同工來說是一個期待

已久的日子。

清晨，來自各區不同查經班的36位同

工分別從雪梨的東西南北，悠然駕著車馳騁

在清靜的公路上，迎著柔和的春風，沐浴在

溫暖的陽光下，終於在 9 時前後到達環境幽

靜、綠樹林蔭、鳥語花香的 Vision Valley。
這次退修日的主題是「栽在溪水旁」，在神

奇妙的安排下，我們聚會的營地座落在有一

條清溪水環繞，並有許多參天大樹在周圍的 

Lakeside Chapel。

第一屆同工退修日在 9 時 30 分準時開

始，同工們用美妙的歌聲歡心稱頌一生牧養

我們滿有憐憫、恩典，且有豐盛慈愛的

救主耶穌基督。

由聖經信息協會(澳洲)的顧問鄭智

斌牧師分享詩篇 73：1-28 的信息，透

過詩人的提醒，看親近神與我有益的福

氣，幫助我們認定：神要用訓言引導我

當走的路，神是我心裏的力量，神是我

的避難所，神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迴 響] 

同工們在上、下午兩段與神相交的個人

靜修時間裏，安然領受那上好不能奪去的福

份，在神慈聲愛語裏對信仰有更深的反思，

對自己有更深的認識，對事奉有更新的方

向，對主的呼召有更大的承擔，對厚賜恩福

的主有更深的愛。

在豐富午飯過後是彼此同心的集體遊戲

環節，同工們熱切投入各自的隊工，同心協

力參與配搭，在一片歡聲笑語中領取獎品結

束活動。

最後在同工彼此建立的分享中，各人都

深信神的話是我們生命活水的泉源，也是使

我們腳步堅穩的能力，更是我們人生隨時的

幫助和安慰。

✑ 曾雪莉



[06]   Newsletter 2011/June Issue 12

✑ 小雨點

[迴 響] 

(註:以上所引述的經文全出自詩篇。日常生活裡，我們可以把經文化作禱文，就是把神的
話語消化後化為自己的禱文，呈到神的寶座前。你將發現用這樣的祈禱方式會更有信心和
能力，值得我們恆常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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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謝神！聖經信息協會(澳洲)首次舉

辦的同工退修日，已於 2 月 26 日在 

Vision Valley 舉行。這次退修日的主題是「

栽在溪水旁」。當天天氣風和日麗，我們

聚會的場地座落湖邊的小教堂，正正配合

了大會的主題。

協會的顧問鄭智斌牧師為我們傳講主

題信息，出席有三十六位同工。當天的節

目有詩歌敬拜、信息

分享、靜修時間、小組

討論、集體遊戲、同工

分享及祈禱等，內容充

實，參加者皆感到身、

心、靈的滿足；並期盼

下次可舉辦宿營，以致

有更充裕的時間去進行

多元化的活動。

[協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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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又被稱為聖靈行傳。「使徒行傳」記載聖靈的降臨，教會正式

成立並增長發展（徒 2 章），應驗了主耶穌所應許的話「我要把我的教會建立在這

磐石上」（太16:18）。當主耶穌復活升天後，在世人眼中，主耶穌好像失敗了，

祂離開時，國度還沒有來臨，教會也沒有成立，門徒都非常懼怕。主耶穌沒有留下

甚麼強大的組織，但聖靈降臨後，教會成立，福音傳開，從耶路撒冷傳到羅馬。

《使徒行傳》記載了大概30年的初期教會史，其中有關聖靈工作的記載，成

為今天教會很重要的啟示。教會若要建立、成長必須有聖靈的工作。

《使徒行傳》主要信息包括﹕

1. 聖靈的降臨 – 教會正式成立

2. 聖靈的充滿 – 初期教會的生活

3. 聖靈的管教 – 初期教會的紀律與使徒們屬靈的權柄

4. 聖靈的教導 – 初期教會的組織、使徒們主要的事奉及分工

5. 聖靈的保守 – 教會受逼迫，教會分散，使徒們留在耶路撒冷

6. 聖靈的啟導 – 神所潔淨的不可當作污穢；彼得把福音傳給外邦人

7. 聖靈的差派 – 保羅的三次佈道旅程，福音傳遍歐洲。 

  教會的差傳事工是一間成熟教會必有的事奉。

「使徒行傳」提供了很好的教會成立、組織與增長教導的指南。若要認識教

會增長的神學信息(a theology of church growth)，「使徒行傳」是一卷必讀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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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信息查經班] 

《約翰福音》是與前三卷符類福音很不相同的一卷福音書，當中記載著許多

耶穌基督直接所講的話。西門彼得回答耶穌說：「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

歸從誰呢？」（約6:68）你對主的認識有多深？跟從主有多堅定？

《約翰福音》也被稱為「信的福音」。「但記這些事要叫你們信耶穌是基

督，是神的兒子，並且叫你們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約20:31）

主要內容包括：主耶穌所行的七件神蹟；主耶穌所說的七句「我是…」；每

個神蹟前後及七句「我是…」的話，都有耶穌寶貴的教導，還有主耶穌上十架前

的教導、預言，這都是每個基督徒應該知道的。

講師：鄧英善牧師 （現場講解或播放DVD）

講師： 鄧英善牧師
日期: 2011 年 6 月 18 日及 6 月 25 日 (星期六)

時間: 上午 10:00 至下午 4:30 
地點: Church of Christ, 365 Victoria Ave. Chatswood 2067
費用: 包括講義和茶點 $120.00, 12/6/2011 前報名可享優惠價 $100.00
 有需要者，可直接向本會申請減免。

 首次報讀研經課程者，須繳交註冊費 $10。
 支票請寫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郵寄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P.O. Box 1779,  Chatswood NSW 2067 
 報名查詢 0411 318 260 or 0416 478 390   

Email:bes.aus@bibleexposition.org

有關《約翰福音》研讀課程，詳情請參閱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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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信息查經班] 

講師：鄧英善牧師 (現場講解或看DVD)

聚會地點 時 間 　　　　　　　　　　日 期

 日間:上午10:30至中午12:30

 夜間:晚上7:30至晚上9:30  　　約翰福音   

北 區 週一(夜間)  1/8/11 ~ 12/9/11 (7週)
Chatswood 粵 語  10/10/11 ~ 7/11/11 (5週)
Church of Christ
365 Victoria Aveune, 週二(日間)  2/8/11 ~ 13/9/11 (7週)
Chatswood, NSW 2067 粵 語  11/10/11 ~ 8/11/11 (5週)

西 區 

宣道會希伯崙堂 週一(夜間)  1/8/11 ~ 12/9/11 (7週) 
51 Hawkesbury Road, 國語、粵語  10/10/11 ~ 7/11/11 (5週)
Westmead, NSW 2145 

西南區 週一(日間)  1/8/11 ~ 12/9/11 (7週)
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國語、粵語  10/10/11 ~ 7/11/11 (5週)

90 Homebush Road, 週二(夜間)  2/8/11 ~ 13/9/11 (7週)
Strathfield NSW 2135 粵 語  11/10/11 ~ 8/11/11 (5週)

南 區 

華人恩典基督教會 週二(夜間)  2/8/11 ~ 13/9/11 (7週) 
1A, Kensington Street, 粵 語  11/10/11 ~ 8/11/11 (5週)
Kogarah, NSW 2217 

西北區 

播道會活石堂 週三(日間)  3/8/11 ~ 14/9/11 (7週) 
5-7 Castle Hill Road,  粵 語  12/10/10 ~ 9/11/11 (5週)
West Pennant Hills NSW 2125 

西北區 

澳洲華人宣道會迦南堂 週四(夜間)  4/8/11 ~ 15/9/11 (7週) 
2/4 Gladstone Road,  粵 語  13/10/11 ~ 10/11/11 (5週)
Castle Hill, NSW 2154

報名查詢 0411 318 260 or 0416 478 390  Email:bes.aus@bibleexposi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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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簡報]

聖經信息協會(澳洲)

1/7/10-31/3/11 收支簡報
 $

學費及售賣聖經收入 18,159.14

奉獻 43,820.10

其它收入 1,360.26

總收入 63,339.50

銷售成本及開支 64,368.54

期間不敷 -1,029.04

感
謝神的保守眷顧，帶領本會在澳洲

快將走過恩典滿滿的五年，在這歲月

裡，因著您們對【聖經信息協會】的支持

和代禱，讓我們一同在推動信徒讀經運動

上，經歷神測不透的豐盛，見證在神凡事

都能的信實和恩典。為這特別的日子，協

會將籌辦以下活動：

聖經信息協會五週年感恩專輯

我們將藉著這特別的紀念日子，出版

一本《聖經信息協會五週年感恩專輯》，

透過圖文並茂，數算神豐盛的恩典，並分

享【聖經信息協會】的各項事工，榮神益

人！這全彩色 A4 的專輯將於 2011 年 11 月
出版，發行 5000 本，在悉尼各華人教會免

費派發。

如有感動，在金錢上支持本會推動信徒 
讀經運動，可用以下奉獻方法:

1.  請以支票抬頭Cheque payable “ Bible 
Exposition Society (Australia) ” 寄回本會。

2.  可直接存入本會銀行帳號,收條寄回 
本會。

Bank : Westpac Banking Corporation
Branch : Hornsby East Side NSW
BSB: 032285   A/C No. 302665

徵 稿
在此誠意邀請一直支持我們的學員和同

工，踴躍投稿，數算神恩，方式以文章、

漫畫不拘。 

徵廣告
廣告客戶可在專輯刊登廣告，以支持專輯的

印刷費；並願透過這本專輯，可以將您的產

品、服務、事工在華人群體中推廣，一舉兩

得，互助互惠。

有興趣刊登廣告者，請聯絡: 

Shelley Zeng 0411-318260   
email: bes.aus@gmail.com

聖經信息協會五週年紀念

聖經信息協會五週年感恩聚餐晚會

日期：2011年11月13日 (星期日)
地點：車士活金福海鮮酒樓

請預留時間參加，同頌主恩！

Anniver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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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1. 感謝神！保守帶領研讀《詩篇》查經班已在 7/3 順利開始，現吸引約 370 人
在 8 班 6 個不同區域報讀。

2. 感謝神！帶領眾多新同工加入《詩篇》查經班事奉，求神加恩加力賜福他們的

事奉。

事工：

1. 為本地查經班祈禱：

	 • 求神保守、潔凈眾同工的心懷意念，讓眾人能手潔心清事奉蒙神喜悅。

	 • 求神吸引更多人報讀《約翰福音》查經班，和《使徒行傳》聖經課程。

	 • 求神保守各查經班每次能順利運作。

2. 為各地聖經信息協會及聖經信息學院(BEI)整體事工祈禱：

	 • 求神賜鄧牧師有屬靈洞見發展美國、澳洲、香港、遠東及世界各地的整體事

工、有清晰的異象、長遠的計劃、有聰明智慧帶領事工在各地推廣發展。

	 • 感謝神！保守帶領在台北開始聖經信息查經班，求神堅定同工事奉心志，能

彼此配搭。求神活潑的聖言更新眾弟兄姊妹建立生命。

	 • 感謝神！全新聖經信息協會網站已推出，求神使用網站推廣事工，造就信

徒，建立神國度。

	 • 求厚賜百物、滿有豐盛恩典的神，為各地事工發展預備足夠的經費、人手和

各樣所需。

	 • 求神繼續保守帶領在不同地區開展的查經班，預備不同恩賜的弟兄姊妹加入

聖經信息協會的事奉。

	 • 感謝神過去五年在我們當中行奇事，恩領澳洲聖經信息協會的事工不斷發

展，為即將要出版一本五週年感恩專輯，求神感動弟兄姊妹踴躍投稿見證主

恩榮耀神。求神賜智慧給籌委會，去策劃於 13/11/11 舉行的五週年感恩聚餐

晚會，讓神在當中得榮耀。

同工：

• 求神加恩加力保守鄧牧師有健康的身體和有智慧聰明分配時間，賜他從神而來

的能力兼顧及順利完成各地繁重的教導工作，並保守看顧牧師的家人。

• 求神醫治身體軟弱的同工及保守同工家人的健康。

• 求神保守帶領同工當中尋找工作的肢體，賜下信心、盼望等候神最好的安排。

[感恩代禱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