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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
6又有大祭司亚那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读经 有大祭司 那和该 山大，

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
7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甚么能力，

读经
徒四
5-14

奉谁的名做这事呢？」
8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
9「治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9「治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

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
10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

所钉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11 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12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12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3 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就希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
14 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

跟过耶稣的
徒四5-14

诸长乐牧师 2017.06.04
分享于东京国际基督教会

七个礼拜以前，我们渡过了复活节！
经过七个礼拜，就是五十天以后，今天是教会的五旬节主日。
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圣灵降下以后门徒们有很大的改变，

为主 证他们得着为主做见证的能力，而且教会也被建造起来。

圣灵充满有两方面的意义，
圣灵充满也是 个神给我们的命令 是给每 个人的圣灵充满也是一个神给我们的命令，是给每一个人的！

特别是教会的领袖，更要常常经历圣灵的充满。
五旬节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 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使徒会是什么样五旬节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使徒会是什么样。

徒六按立职事的时候，要求的条件之一也是圣灵充满。

今天也许我们会误会，就是觉得圣灵充满一定要说方言，
但是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 不是每一个人都说方言但是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不是每 个人都说方言。

圣灵充满在圣经里面有两个字，
有一个字是讲到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有 个字是讲到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
改变我们的性格和性情，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加五22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所以我们想想，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这九个果子？
或者说有没有这九种味道在我们的身上？

这方 的 作 每 个得救重 的基 徒 都 经 的而这方面的工作是每一个得救重生的基督徒，都要经历的！

如果我们说我们得救了，我们的生命结不出这些果子、没有改变，
那我们的得救是值得存疑的 使徒保罗也说那我们的得救是值得存疑的！使徒保罗也说：

「你说你有信心，你没有行为，那么你的信心就是假的！」
你说你信了耶稣 但是在你身上一点都看不出这九个果子你说你信了耶稣，但是在你身上 点都看不出这九个果子，

那么你的信心是需要经过怀疑的。



另外一个方面，圣灵不仅仅在我们里面工作，
圣灵也赐给我们能力和恩赐 让我们能够去传福音 建立教会圣灵也赐给我们能力和恩赐，让我们能够去传福音、建立教会。

因为无论是传福音、无论是建立教会，都需要靠着圣灵的大能。
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血气的力量，想要完成这些事情。我们不可能靠着自己血气的力量，想要完成这些事情。

亚四6 不是倚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

那是先知鼓励那些归回的人建造圣殿的一节很重要的圣经。先知鼓 归 人建造圣殿 要 。
传福音、建立教会要圣灵的大能，要经历圣灵的充满。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在五旬节之后不久所发生的事情！
徒三一开始说，有一个在圣殿美门口、生来就是瘸子的人得了医治。

你可以想象如果有一个人，他一直都在我们教会门口讨饭，而且他不能行走！
但是有一天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为他祷告，他站起来走着、跳着、赞美神！

这个对不信的人、对着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件事情。
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讲道有3000人悔改 但是这个人得医治以后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讲道有3000人悔改；但是这个人得医治以后，
圣经说有5000人悔改。你可以看见这样的一个福音工作，何等需要圣灵的大能。

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得医治，却让宗教领袖非常地不高兴！
一方面他们不能够否认这个人得医治 方面他们不能够否认这个人得医治，
另外一个让他们更惊讶的是这些门徒们的改变！

在不久前彼得在大祭司的园子里面，是何等的胆怯！在 彼得在 ， 怯
在一个小小的使女面前，都不敢承认他是跟过耶稣的。

当耶稣被钉的时候，这些门徒除了约翰之外，通通跑光了！
但是如今他们变成是何等地有胆量。

他们没有受过什么学问，他们是加利利的那些渔民，
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就做了一个结论—

这些人会有这样的改变，是因为他们跟过耶稣。
弟兄姊妹 在我们的身上 不信的人 或者信徒看见什么？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身上，不信的人、或者信徒看见什么？

看得出来我们是跟过耶稣的吗？
我们的言行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我们就是一个标志！我们的言行有 定的影响力的，我们就是 个标志！

1996年的时候中国刚刚开放，有一个传道人
就介绍我进上海一个华商团契讲道就介绍我进上海 个华商团契讲道，

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开放，
所以我们都还保持一点神秘！所以我们都还保持 点神秘！

当我出发的时候我不知道来接我是谁？
我们好像做特务一样，保持神秘！
可是当我出关以后、出了机门，马上就有一对夫妇跟我打招呼，

我从来没见过他们，我说：「你们怎么知道是我？」
他说 「我们 看就知道 你是信友堂的传道人 」他说：「我们一看就知道，你是信友堂的传道人。」

信友堂传道人好像有一个味道、好像有一个风格，

所以我今天愿意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 起来思想所以我今天愿意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
你是否是跟过耶稣的人！

第一个是跟过耶稣的意义是什么？第 个是跟过耶稣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个是跟过耶稣的改变有哪些？

一、跟过耶稣的意义
耶稣呼召人来信靠他 其实耶稣呼召你来信靠他的时候 不是只有理智上的认同—耶稣呼召人来信靠他，其实耶稣呼召你来信靠他的时候，不是只有理智上的认同

我相信、我承认我是个罪人、耶稣你爱我，这些我都觉得不错！我相信。
不是只有理智的认同而已！耶稣邀请一个人信靠他的时候，是叫他来跟随他！只 智 ， 跟随他
一次相信，终身跟随！耶稣是呼召人来作他的门徒！不是呼召人来认同他的理论。

「门徒」的意义，在我们中国人的了解，就是学徒！
你要学师父的手艺；更要学师父的精髓。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就要做一个很严肃的决定—
决定一生都要跟随耶稣。他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他对我有什么要求，我就跟随。
在古时候你会发现 甚至在我成长的时候都会发现 个人要做学徒的时候在古时候你会发现，甚至在我成长的时候都会发现，一个人要做学徒的时候，

常常就到了师父的家里。一开始常常做一些觉得很无聊的事情。
我的母亲告诉我说 以前做学徒 你不先帮师父家里洗三年的马桶我的母亲告诉我说，以前做学徒，你不先帮师父家里洗三年的马桶，

你不帮他洗孩子的尿布，你别想学任何东西。三年以后也许你开始学一点东西！



我们跟随耶稣也是一样，要不断地跟他在一起。
所以跟随耶稣的意义就是 一直跟耶稣在一起所以跟随耶稣的意义就是，一直跟耶稣在一起。

跟耶稣在一起有三件事情会发生：1.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
弗四我们学了基督，我们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弗四我们学了基督，我们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如果你不学习耶稣，你就仍然是一个旧人；你学了耶稣，你才能够穿上新人，
才能够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基督徒的意义就是「小基督」的意思。

我们常常看到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学耶稣！」
我常常听到一个回答：「我又不是耶稣！」这句话是不合乎圣经真理的！
耶稣要我们学习他的样式、要我们效法他的模样，罗八神呼召我们的目的。

保罗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不论在任何事情上，都要让基督
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所以当我们学习耶稣的时候 不是学习 些理论而已！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当我们学习耶稣的时候，不是学习一些理论而已！

而是学习耶稣的生命和性格、价值观。耶稣：「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我们就学习不为明天忧虑；耶稣：「我心里柔和谦卑！」我就学习柔和谦卑。我们就学习不为明天忧虑；耶稣：「我心里柔和谦卑！」我就学习柔和谦卑。

所以跟随耶稣，就是学习耶稣的样式。

2. 跟过耶稣就是，与耶稣建立坚固的关系。
我们和耶稣有生命的关系：当我们接受主以后 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和耶稣有生命的关系：当我们接受主以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有、或没有，没有中间第三个。
你有没有神儿子的生命？你不是有、就是没有！这是一个关系。你有没有神儿子的 命 你不是有、就是没有 这是 个关系。

也是一种连结的关系：约十五我们好像枝子一样，要连在葡萄树上面。

我们常在主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结果子。
我们也许会说：「没关系！他多结点果子！我不结果子，没关系！」
但是 约十五不结果子的后果是严重的，不结果子的枝子会被神砍下来，

丢在外面用火烧掉。

路十三主耶稣也讲到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那个无花果树老不结果子，

有人替它求情说 「我们再施点肥 再给它一些照顾！」结果是一样的！有人替它求情说：「我们再施点肥、再给它一些照顾！」结果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仍然不结果子，那棵树就要砍下来。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结圣灵的果子、我们有没有结福音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结圣灵的果子、我们有没有结福音的果子，
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不是可有可无的。

3. 耶稣要跟我们建立的是一个朋友的关系。(约十五15)

在旧约里只有两个人被称为上帝的朋友 一个是是亚伯拉罕 一个是大卫在旧约里只有两个人被称为上帝的朋友， 个是是亚伯拉罕、 个是大卫。
他们敬畏神，他们没有保留地奉献。

大卫爱神，以至于他们成为神的朋友。大卫爱神，以至于他们成为神的朋友。
摩西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神称他为朋友。
你会发现，当神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告诉他的朋友！

神要灭所多玛、蛾摩拉的时候，他说：「我不能够不告诉我的朋友
亚伯拉罕！如果我不告诉他，我就不够意思。」(创十八17)

今天很多人说：「牧师，我都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常常说：「耶稣是我的好朋友！」唱诗歌说：「耶稣是我的最好朋友！」
但是 问题是 我是不是耶稣的好朋友 常常我们只要耶稣给我所需要的但是，问题是—我是不是耶稣的好朋友？常常我们只要耶稣给我所需要的

各样恩典和祝福，但是当神给我一点要求的时候，却跟神保持距离、
以策安全 我们一方面知道上帝是圣洁的 是轻慢不得的；以策安全。我们 方面知道上帝是圣洁的、是轻慢不得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希望得到上帝无穷的祝福。

4. 有悔改成长的生命
彼前一个人得救以后 就会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就是上帝的话彼前 个人得救以后，就会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就是上帝的话，

他属灵生命应该是不断地成长的！从一个婴孩逐渐地变成长大成人。
我们的生命到底成不成长？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成长，就是我们生病了！我 底成不成长 如 我 ，就 我 病了

这几年，做我的好朋友，有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就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我都强迫你看我孙子的照片！而且你一定要说：「好看！」。
「不好看」，我就跟你有仇。但是你会发现这几年，有的人如果说：

「怎么才多久没看，你的孙子都长大了！」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
脸书 直把我孙女刚刚出生 四年前的照片 直显示出来脸书一直把我孙女刚刚出生、四年前的照片，一直显示出来。

每一张都很可爱！但是如果四年后，她还是这个样子，你一定会跟我说：
「牧师 该带她看医生！四年前 抱在手上 四年后 还抱在手上「牧师，该带她看医生！四年前，抱在手上，四年后，还抱在手上，

还不会走路、还不会叫人！这孩子有病啊！」
同样地，在我们信主几年以后，我们有没有成长？我们对神的认识同样地，在我们信主几年以后，我们有没有成长？我们对神的认识

有没有更增加？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地成长跟改变！



二、跟过耶稣的改变。
1 就是可以放胆传讲神的救恩！「传福音」跟学问的大小无关1. 就是可以放胆传讲神的救恩！「传福音」跟学问的大小无关，

你看那些官府的人说这些人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其实传福音
跟一件事情很有关系，是你对救恩有经历 有确据和勇敢。跟 件事情很有关系，是你对救恩有经历、有确据和勇敢。

一个推销员如果对自己要推销的东西没有把握，
他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推销员。他是不可能成为 个好的推销员。
有一次有个人跟我推销东西讲了半天，最后我讲得比他还好！

那个人就是我的小舅子。最后他就说：「姊夫，你不要买了！」
同样地，你对福音有没有这样的把握？当他们宣告说：(使四12)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

靠着得救。」今天我们的问题常常是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却做不到。

我们知道要去传福音，但是每次我们跟谁说：「你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不敢 」 奇怪 犯 他都敢 传福音 他 敢「我不敢！」好奇怪！犯罪他都敢；传福音，他不敢！

我们实在是需要圣灵的帮助。

而且你会发现那样的一个真正传福音的，是敬畏神的人。
当官府禁止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彼得说：(使四19)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合不合理？你们自己去想一想！」

他们被释放了以后回到教会里面，他们一起祷告一件事情—
只求神继续给他们胆量，

传讲上帝的话并且用神迹 证实他们所传的道传讲上帝的话并且用神迹，证实他们所传的道。

你我为很多事情向神祷告过！有没有我们同心合意祷告：
「神啊！给我们胆量 继续为你来做见证 传福音！」「神啊！给我们胆量，继续为你来做见证、传福音！」

这样的祷告会震动地的！

他们祷告完 连地都徒四他们祷告完了连地都震动！

我求神有一天在东京国际基督教会也做这样的工作，
让我们火热起来 让我们为神勇敢让我们火热起来、让我们为神勇敢。

2. 生命、性格的成熟，开始过圣洁的生活。
弗四25 29以前偷的 不要再偷了；以前说谎话的不要再说了；弗四25-29以前偷的，不要再偷了；以前说谎话的不要再说了；

以前爱生气的，不要再生气了！生气要有节制，太阳下山就不要生气了！

夫妻吵架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读这节圣经—不可含怒到日落，夫妻吵架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读这节圣经 不可含怒到日落，
这是我常常和师母拿来破冰的方式！我们也会吵架、也会不高兴，
但是我们常常提醒：「太阳要下山了！该结束了！

否则就不合乎神的心意，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

同时我们凡事不祗是从环境，来解释我们的遭遇，而是能够从
神和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遭遇。
罗八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约瑟的父亲过逝了 他的哥哥非常害怕！君子报仇 三年不晚！创五十约瑟的父亲过逝了，他的哥哥非常害怕！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过去我们害我们的弟弟，现在弟弟大概爸爸过逝了就要修理我们了！
我愿意弟兄姊妹永远记得约瑟怎么说我愿意弟兄姊妹永远记得约瑟怎么说，

创五十2「你们的意思原来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

基督徒不能祗从平面来解释所有的事情，
基督徒要从神的眼光，来诠释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
请问约瑟的哥哥祗会从平面解释事情，

他们的心会怎么样？充满了害怕、充满了不安！

但是惟有从上头来的解释，才有真正的平安、你才服得下来。
你碰 好的老板你碰到不好的老板是不是？

你碰到不好的老师或是不好的配偶是不是？
你的小孩很难管 是不是？你的小孩很难管，是不是？

弟兄姊妹，神的意思是好的！
因着你信靠主 临到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情因着你信靠主，临到你身上的每 件事情，

都经过神的作为！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好的、坏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好的、坏的，

我们觉得失败的、或是成功的。



3. 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他的改变，一定是很甘心乐意地奉献。
初代教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特征之一就是变得非常慷慨初代教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特征之一就是变得非常慷慨。

他们说凡物公用，他们卖了田产、家业，最让我讶异的是一句话四32：

「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这意思是什么？如果散会以后没 说 是自 。」这意思是什么？如果散会以后
你觉得你需要我身上的西装，你说：「牧师，这一件给我，好不好？」

我就要给你！当然不是这样随便的！而是我真正看见你的需要，我愿意把
我的东西来跟你分享。但是我也不会在你的懒惰上，与你的罪一同有分。

每一次教会的复兴，都带动上帝家里面的复兴，也带下弟兄姊妹慷慨的奉献。
一个复兴的教会就是大家都爱、众弟兄姊妹都爱这个教会。
撒下七大卫愿意为上帝建殿，上帝就大大地祝福他。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 生当中有机会建礼拜堂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一生当中有机会建礼拜堂的时候，
我们都要好好地来参与，因为这是一个蒙福的机会。

这个建筑已经40年 所以今天来的时候 大家都看到我们需要整修！这个建筑已经40年，所以今天来的时候，大家都看到我们需要整修！
约十耶路撒冷有修殿节。

也许我们没有机会，参与40年前建造这个礼拜堂，
但是今天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参与这样一个整修的工作。
我们要为整个整修来祷告，也要为这个整修来奉献。

这次我们预估需要的费用是两千伍佰万这次我们预估需要的费用是两千伍佰万，
回去好好地祷告—

上帝我在这一次修殿的当中 我要参与多少？上帝我在这 次修殿的当中，我要参与多少？

八年前我们台湾的教会建殿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的储蓄是有限的其实我自己的储蓄是有限的，
但是我仍然愿意奉献了四佰万的日币。

如果你了解一个牧师的生活，你知道四佰万对我是多大！会痛耶！如果你了解 个牧师的生活，你知道四佰万对我是多大！会痛耶！
奉献要奉献到会痛！对不对？你买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会说：「我心痛！」但是你奉献，要奉献到心痛。

但是我也愿意跟弟兄姊妹讲：
不久以后上帝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不久以后上帝给我 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跟师母买了一个小小的房子。
那个屋主好奇怪，前一个买主比我所出的价要多四佰万，好奇 ， 买主 我 价要 万，

但是他对那个买主就是不顺眼，
他说：「我就是要卖给你！」

你卖房子会这样吗？你会跟日圆不顺眼吗？
我只认定一件事—

我的经历跟大卫一样，我爱神的家、神眷顾我的家，
耶稣是不改变的。

你是跟过耶稣的吗？我是跟过耶稣的你是跟过耶稣的吗？我是跟过耶稣的。
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过「跟过耶稣」的记号，

愿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不断地改变 更像耶稣愿我们每 个人生命都不断地改变，更像耶稣。

天父我们这个时候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好兴奋。

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跟随你，我们就会改变。
改变到一个地步，众人都认得出来。

我求你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求你祝福我们教会的每 位弟兄姊妹，
一天天、一点点地这样的改变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

以致于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出去 人家都说我们是跟过耶稣的以致于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出去，人家都说我们是跟过耶稣的。
也求你祝福我们这次整修会堂的工作，

让我们看这是 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让我们愿意竭力地摆上让我们看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们愿意竭力地摆上，
为着整个的过程来祷告、也为着过程来奉献。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