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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Introduction

導言

【福音的勝利】

諸多歷史學家相信，人類有史以來最為關鍵的三十年，其中所發生的大
事乃關乎一小群人，主要是猶太人，如何在聖靈能力的引導之下，把福
音傳遍了當時的天下。而使徒行傳記錄了這極其重要的三十年，始於西
元31年耶穌復活升天，止於西元62年保羅在羅馬第一次被囚禁（徒28：
31）。使徒行傳一定是在西元62年後不久寫成的，因為書裡的敘事就此結
束。後來有證據表明保羅獲得釋放，繼續展開宣教的工作，一邊旅行一
邊傳道，有五年之久，然而在西元67年，保羅再次被捕，於羅馬殉道。

使徒行傳一書沒有指明作者，但根據教會一直以來的傳統觀點認為其作
者是路加，即歌羅西書4：14中提到的「所親愛的醫生」，他也是保羅
旅行佈道的同伴（提後4：11；門24）。而且傳統觀點認為第三卷福音書
的作者也是路加，他的確在使徒行傳1：1中提到了「前書」（請參照路
1：3）。因此路加福音與使徒行傳是關乎基督教起源的兩部書卷，分別
闡述了基督教的源起（耶穌的生平與傳道）及開拓（使徒宣教的艱苦創
業）。

這兩部書共計組成了新約《聖經》中27%的內容，僅就單一作者來說，其
貢獻是最大的。在歌羅西書中，保羅提到路加是他的外邦人同工，不在
「奉割禮的人中」（西4：7－14）。路加是新約《聖經》僅有的一位非猶
太籍作者。
這也正是路加的主題之一：救贖的普世性。上帝不偏待任何人，祂已呼
召教會去向萬民作見證─不論種族、無關階層，也不分男女（徒1：8；
2：21，39，40；3：25；10：28，34－35）；若是出於偏見或利益，導致
教會沒能向全世界傳福音，就是與福音本身的性質相悖，並且也與上帝
真理之道的根基相矛盾。因為在上帝面前，我們人人平等：我們都是罪
人，都同樣需要耶穌基督的救贖。
路加筆下的主要人物是保羅，這並非偶然。保羅作為「外邦人的使徒」
（羅11：13），佔據了使徒行傳幾乎三分之二的篇幅。
使徒行傳另外還包括了以下重大主題：上帝的神權和祂的神聖旨意（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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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25；20：27；23：11）；耶穌以救主的身分被高舉（徒2：32，
36；3：13，15；4：10－12；5：30－31）；特別是聖靈的作用，為了教會
的使命，聖靈賜給教會力上加力，並且隨時的引導（徒2：1－4；4：24－
31；8：14－17，29，39；10：19－20）。儘管上帝樂意使用保羅這個人，
他給世界帶來的影響確實也遠遠超過其他使徒，甚至超過他們力所能
及，然而事實上，早期教會的成功並不是因為人的智慧和能力（林前15：
10）。
使徒行傳產生於早期教會的成形階段，在這個時期，教會的管理才能甚
至神學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透過教會處理諸多問題的方法，我
們都能夠看到教會的成長，例如：關於耶穌復臨、外邦人在教會中的地
位，以及信心對於得救的重要性等等。而早期教會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
完成這一切，足以證明只要信徒為了上帝的美名和榮耀，在祈禱中存心
謙卑，在生活中彼此接納，而且樂意被聖靈使用，上帝必定能夠藉著他
們成就一番大事。
使徒行傳講述了那些蒙上帝呼召的人曾經開創的福音工作；而我們這些
蒙上帝呼召的人即將完成這項大工，現今我們能夠從他們的經歷中學習
到哪些寶貴的真理呢？

作者簡介
威爾遜．巴羅奇（Wilson Paroschi），執教於巴西聖保羅州的巴西復臨大學（UNASP），擔任新約
釋經學教授。他曾就讀於美國安得烈大學，在2004年獲得新約研究的博士學位，2011年他在德國海
德堡大學完成博士後的研究。

基本信仰28條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將聖經作為其信仰的唯一綱領，所堅守的28條基本信仰皆出自
聖經的教導。該基本信仰架構出本會對於聖經教訓的理解與表述。以下是28條基
本信仰的簡寫版本，僅供參考。完整版本請參見www.Adventist.org/beliefs

❶聖經

聖經，新約聖經及舊約聖經，乃是著寫成文
的上帝的聖言。它由上帝默示，藉著聖潔的
神人被聖靈感動說出及寫成。聖經是上帝旨
意最至高無上、最權威、最可靠的啟示。
（詩119：105；箴30：5，6；賽8：20；約
17：17；帖前2：13；提後3：16，17；來
4：12；彼後1：20，21。）

❷三位一體的上帝

有一上帝：父、子、聖靈，為一永恆存在之
三位的結合。上帝是不死的，全能、全知、
超乎一切，並無時無處不在。祂是無窮的，
超乎人的理解，但是藉著祂的自我啟示，仍
能為人所知。上帝就是愛，祂永遠配得全體
受造之物的崇拜、敬仰及服事。（創1：26；
申6：4；賽6：8；太28：19；約3：16；林
後1：21，22；13：14；弗4：4－6；彼前
1：2。）

❸父上帝

永在的父上帝是創造主、萬物的根源、維持
者，及一切受造之物的統治者。祂公義、聖
潔、恩慈、充滿憐憫、不輕易發怒、滿有
信實與堅定的愛。（創1：1；申4：35；詩
110：1，4；約3：16；14：9；林前15：
28；提前1：17；約壹4：8；啟4：11。）

❹子上帝

永在的子上帝，已在耶穌基督裡成為肉身。
藉著祂，萬物得以造成，上帝的聖德因而彰
顯，人類的救贖大工得以完成，這世界也受
了審判。耶穌基督永遠是真實的神，也成了

真實的人。（賽53：4－6；但9：25－27；
路1：35；約1：1－3，14；5：22；10：
30；14：1－3，9，13；羅6：23；林前15：
3－4；林後3：18；5：17－19；腓2：5－
11；西1：15－19；來2：9－18；8：1，
2。）

❺聖靈上帝

永在的聖靈上帝，在創造、上帝成為肉身及
救贖上，都曾積極參與。祂與父上帝、子上
帝具有同樣的位格。祂曾感動聖經的作者
們。祂曾以能力充滿基督的生命。祂吸引
人、感動人，那響應祂感動的人，祂就更
新，變化為上帝的形像。（創1：1，2；撒下
23：2；詩51：11；賽61：1；路1：35；4：
18；約14：16－18，26，15：26；16：7－
13；徒1：8；5：3；10：38；羅5：5；林前
12：7－11；林後3：18；彼後1：21。）

❻創造

上帝是萬物的創造主，並且祂創造過程的真
實記錄，已在聖經中啟示出來。耶和華創造
了整個宇宙，並在實實在在的六日之內造了
「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並在那第
一週的第七日安息。祂設立了安息日，作為
祂完成創造大功的永久紀念。（創1－2；5；
11；出20：8－11；詩19：1－6；33：6，
9；104；賽45：12，18；徒17：24；西1：
16；來1：2；11：3；啟10：6；14：7。）

❼人的性質

男女受造都是依上帝的形像並具有個性，有
思想、行動的能力與自由。雖然受造為自由

的生靈，但各人都是身、心、靈密不可分的
整體。生命、氣息及一切，都需依靠上帝。
（創1：26－28；2：7，15；3；詩8：4－
8；51：5，10；58：3；耶17：9；徒17：
24－28；羅5：12－17；林後5：19，20；
弗2：3；帖前5：23；約壹3；4；4：7，8，
11，20。）

❽善惡之爭

為了上帝的聖德，祂的律法，以及祂對宇宙
的統治，整個人類都參與了基督與撒但之間
的善惡大斗爭。這項爭戰始於天庭。那時，
一個受造能作自由選擇的生靈，因高抬自
我，變成了撒但，成了上帝的仇敵。他領導
部分天使發起反叛。（創3；6－8；伯1：6－
12；賽14：12－14；結28：12－18；羅1：
19－32；3；4；5：12－21；8：19－22；林
前4：9；來1：14；彼前5：8；彼後3：6；
啟12：4－9。）

❾基督的生、死與復活

藉著基督完全順從上帝旨意的人生：祂的受
苦、受死與復活，上帝為人類提供了贖罪的
唯一方法，使凡因信而接受這項贖罪的人能
得永生，並使全體受造之物更明白創造主無
限聖潔的愛。（創3：15；詩22：1；賽53；
約3：16；14：30；羅1：4；3：25；4：
25；8：3，4；林前15：3，4，20－22；林
後5：14，15，19－21；腓2：6－11；西
2：15；彼前2：21，22；約壹2：22；4：
10。）

❿得救的經驗

上帝因祂無限的慈愛與憐憫，使那無罪的基
督為我們成為罪，為要使我們在祂裡面成為
上帝的義。我們在聖靈引導下，就會感覺自
己的需要，承認自己罪孽深重，悔改我們的
罪愆，並相信耶穌為主、為基督、為代罪
者、為我們的榜樣。（創3：15；賽45：22；
53；耶31：31－34；結33：11；36：25－
27；來2：4；可9：23，24；約3：3－8，
16；16：8；羅3：21－26；8：1－4，14：
17；5：6－10；10：17；12：2；林後5：
17－21；加1：4；3：13，14， 26；4：4－
7；弗2：4－10；西1：13，14；多3：3－

7；來8：7－12；彼前1：23；2：21，22；
彼後1：3，4；啟13：8。）

⓫在基督裡成長

藉著祂在十字架上的死，基督勝過了罪惡的
權勢。祂在世上工作時，就征服了邪靈，粉
碎了魔鬼的能力，並確定了他們最終的毀
滅。當我們在基督的平安、喜樂，以及祂愛
我們的保證中與祂同行時，耶穌的勝利，就
使我們能勝過那些仍企圖控制我們的邪惡勢
力。（代上29：11；詩1：1，2； 23：4；
77：11，12；太20：25－28；25：31－46；
路10：17－20；約20：21；羅8：38， 39；
林後3：17，18；加5：22－25；弗5：19，
20；6：12－18；腓3：7－14； 西1：13，
14；2：6，14，15；帖前5：16－18，23；
來10：25；雅1：27；彼後2：9；3：18；約
壹4：4。）

⓬教會

教會是承認耶穌基督為主、為救主之信徒的
團體。繼舊約時代上帝的子民之後，我們蒙
召從世界出來，一同聚集，為要崇拜、交
通、學習上帝的聖言，舉行聖餐、服務人群
及向普世宣講福音。（創12：1－3；出19：
3－7；太16：13－20；18：18；28：19，
20；徒2：38－42；7：38；林前1：2；弗
1：22， 23；2：19－22；3：8－11；5：
23－27；西1：17，18；彼前2：9。）

⓭餘民及其使命

普世的教會是由所有真正相信基督的人所組
成。但在末日，背道廣泛蔓延之時，有一批
餘民蒙召出來遵守上帝的誡命及耶穌的真
道。這批餘民宣告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宣
講靠基督得救，並宣告祂復臨的日子已經臨
近。（但7：9－14；賽1：9；11：11；耶
23：3；彌2：12；林後5：10；彼前1：16－
19； 4：17；彼後3：10－14；猶3，14；啟
12：17；14：6－12；18：1－4。）

⓮基督身體的合一

教會是由許多肢體合成的一個身體。這些肢
體是從各國、各族、各方、各民選召出來

的。在基督裡我們是新造的人。種族、文
化、學識、國籍的不同，以及地位、貧富、
性別的差異，都不可在我們中間造成分裂。
（詩133：1；太28：19， 20；約17：20－
23；徒17：26，27；羅12：4，5；林前12：
12－14；林後5：16，17；加3：27－29；弗
2：13－16； 4：3－6，11－16；西3：10－
15。）

⓯洗禮

藉著洗禮，我們公開承認對耶穌基督的死與
復活的信心，並見證我們對罪已經死了，並
見證我們要以新生的樣式而活。這樣我們承
認基督是主、是救主，成為祂的子民，並蒙
接納成為祂教會的教友。（太28：19，20；
徒2：38；16：30－33； 22：16；羅6：1－
6；加3：27；西 2：12，13。）

⓰聖餐禮

聖餐禮是領用耶穌的血與身體的象徵，表達
我們對祂，我們的主與救主的信心。聖餐禮
是對所有相信的基督徒開放的。（太26：
17－30；約6：48－63； 13：1－17；林前
10：16，17；11：23－30；啟 3：20。）

⓱屬靈的恩賜與職事

上帝在各世代都賜給祂教會每一位教友屬靈
的恩賜，讓他們用在愛的服務上，使教會及
人類都共同獲益。依據聖經，這些恩賜包括
的職事有：信心、醫病、說預言、宣講福
音、教導、治理、和好、同情、自我犧牲的
服務，並幫助人鼓勵人的愛心。（徒6：1－
7；羅12：4－8；林前12：7－11，27，28；
弗4：8，11－16；提前3：1－13；彼前4：
10，11。）

⓲預言的恩賜

聖經表明先知是聖靈的恩賜之一。這項恩賜
乃是餘民教會的一項特徵，本會相信它曾顯
現在懷愛倫的工作中。她的著作具有先知的
權威，並且清楚地表明聖經是一切經驗與教
訓必須接受試驗的標準。（民12：6；代下
20：20；摩3：7；珥2：28，29；徒2：14－
21；提後3：16，17；來1：1－3；啟12：
17； 19：10；22：8，9。）

⓳上帝的律法

上帝律法的諸般偉大原則表達在十誡中，也
表現在基督的生活裡。它們表達上帝的愛、
上帝的旨意，以及上帝對人的品行及各種關
係上的要求，各世代的人都要遵行。這些命
令乃是上帝與祂子民立約的基礎，也是上帝
審判的標準。（出20：1－17；申28：1－
14；詩19：7－14；40：7， 8；太5：17－
20； 22：36－40；約14：15；15：7－ 10；
羅8：3，4；弗2：8－10；來8：8－10；約
壹2：3； 5：3；啟12：17；14：12。）

⓴安息日

那賜福的創造主，在六日創造大功之後，第
七日便安息了，並為所有的人設立了安息
日，作為創造的紀念。上帝那永不改變之律
法的第四條誡命，要求人依從安息日的主
──耶穌⸺的教訓與做法，遵守這第七日
的安息日，作為休息、崇拜與服務的日子。
（創2：1－3；出20：8－11；31：13－17；
利23：32；申5：12－15；賽56：5，6；
58：13，14；結20：12，20；太12：1－
12；可1：32；路4：16；來4：1－11。）

管家

我們是上帝的管家。祂託付我們時間與機
會、能力與錢財、地上的福分與資源。我們
有責任適當地使用它們。我們藉著對上帝和
同胞的忠誠服務，將十分之一歸回上帝，並
獻上其它捐款用以傳揚福音並支持教會成
長，而承認上帝的所有權。（創1：26－28；
2：15；代上29：14；該1：3－11；瑪3：
8－12；太23：23；羅15：26，27；林前9：
9－14；林後8：1－15；9：7。）

基督徒的品性

我們蒙召要成為一批敬虔的百姓，在個人及
社交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思想、感情、行
動，都與聖經的原則相和諧。為了讓聖靈在
我們裡面重造主的品格，就讓我們只參與那
些能在我們生命中產生像基督的純潔、健
康、喜樂的事。 （創7：2；出20：15；利
11：1－47；詩106：3；羅12：1，2；林前
6：19， 20；10：31；林後6：14－7：1；

10：5；弗5：1－21；腓2：4；4：8；提前
2：9， 10；多2：11， 12；彼前3：1－4；
約壹2：6；約叁2。）

婚姻與家庭

婚姻是上帝在伊甸園所設立，並由耶穌所確
認，為一男一女在相愛中廝守終身的結合。
對基督徒而言，婚約的應許不僅是對配偶立
的，也是對上帝立的，並且這種婚姻關係，
應該只由信仰相同的男女雙方建立。（創2：
18－25；出20：12；申6：5－9；箴22：
6；瑪4：5， 6；太5：31，32；19：3－9，
12； 可10：11，12；約2：1－11；林前7：
7，10，11；林後6：14；弗5：21－33；
6：1－4。）

基督在天上聖所的服務

天上有一個聖所，是主所支的真帳幕，不是
人手所支的。基督在其中為我們服務，為了
使信徒能獲得祂在十字架上只一次獻上的贖
罪祭的好處。祂升天時，即就任我們的大祭
司，並開始祂代求的工作，這便是大祭司在
地上聖所的至聖所中所預表的工作。（利
16；民14：34；結4：6；但7：9－27；8：
13， 14；9：24－27；來1：3；2：16，
17；4：14－16；8：1－5；9：11－28；
10：19－22；啟8：3－5；11：19；14：6，
7；20：12；14：12；22：11，12。）

基督復臨

基督復臨是教會有福的指望，是福音最高的
境界。救主降臨是真實的，祂要親自降臨，
是肉眼能見、普世性的。祂復臨時，死去的
義人將要復活，並與活著的義人一同得榮
耀，被接到天上。但那不義的人則要死亡。
（太24；可13；路21；約14：1－3；徒1：
9－11；林前15：51－54；帖前4：13－18；
5：1－6；帖後1：7－10；2：8；提後3：
1－5；多2：13；來9：28；啟1：7； 14：
14－20；19：11－21。）

死亡與復活

罪的工價乃是死。但是上帝，那唯一不死
的，卻要賜永生給祂的贖民。在那日以前，

死對所有的人乃是一種無知覺的狀態。當基
督──我們的生命──顯現之時，復活的義
人與活著的義人要得榮耀，被提到天上，與
他們的主相遇。那第二次的複活，就是不義
之人的複活，則要等一千年之後。（伯19：
25－27；詩146：3，4；傳9：5，6，10；但
12：2，13；賽25：8；約5：28， 29；11：
11－14；羅6：16－23；林前15：51－54；
西3：4；帖前4：13－17； 提前6：15；啟
20：1－10。）

千禧年與罪的結束

千禧年乃是第一次復活與第二次復活之間，
基督與聖徒在天上施行統治的時期。在此時
期中，已死的惡人會受審判。地會完全荒
涼，沒有活人居住，但被撒但及他的使者佔
據。一千禧年結束時，基督與祂的聖徒並聖
城，一同從天降至地上。那時死去的惡人要
復活。他們與撒但和他的使者一起圍攻聖
城。但是從上帝那裡來的烈火會燒滅他們，
並潔淨地球。這樣，宇宙就永遠不會再有罪
及罪人。（耶4：23－26；結28：18，19；
瑪4：1；林前 6：2，3；啟 20；21：1－
5。）

新天新地

在義人所居的新地之中，上帝會為蒙贖之人
預備永遠的家鄉，並一個享受永生、愛、喜
樂，及在祂面前學習的完美的環境。因為在
這裡，上帝會親自與祂的子民同住。痛苦與
死亡將成為過去。善惡之間的大斗爭要結
束，不再有罪惡。宇宙萬物，有生命之物與
無生命之物，都會宣揚上帝就是愛。祂將施
行統治直到永遠。阿們！（賽35；65：17－
25；太 5：5；彼後 3：13；啟11：15； 21：
1－7；2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