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作 上帝做的家庭的事情们 为
-食物和家庭-

2021 年 11 月 7 日的布道

使徒行传 2：41-47

道介讲 绍
本周我们将开始为期三周的”食物与家庭”系列讲道。

我们将从使徒行传第 2 章的一段话开始。

这些经文就在彼得传讲耶稣死和复活的道之后。

圣灵把信心赐给了 3000 人，他们相信了耶稣。

今天，我们将看看这些新基督徒如何爱上帝，如何作为一个教会大家庭彼此相爱。

我现在要读我们的经文段落。

请倾听并敞开心扉，让神用他的道对我们说话。

使徒行传 2：41-47
41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42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43 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  

44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  

45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46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47 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 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请和我一起祷告。

天父，谢谢你邀请我们加入你的教会大家庭。

我们蒙福，又安全，又满有平安，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

圣灵，谢谢你今天教导我们耶稣里的新生活。

我们奉祂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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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今天布道的主要观点或主旨。

主旨：教会是一个身体，致力于四项活动。

在使徒行传第 2 章中，你可以阅读彼得在 2000 年前向来自许多国家的游客传讲的道。

他们在耶路撒冷庆祝这个叫做五旬节的节日。

如果你看看使徒行传 2：41，你可以看到人们是如何回应彼得的布道。

第 41 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那是很多人！

这些来自许多不同国家的人现在因折对耶稣的新的信心而合一。

这将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

作为一个新的教会大家庭，他们将如何互动？

我们在第 42 节看到他们做了四件事。

第 42 节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

我们稍后将会看一看这四项活动。

但首先，请注意，早期的基督徒“恒心”做这些事情。

他们致力于这些活动。

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试图开始锻炼身体，但是这很难做到，对不对？

我知道那种感觉。

你可以每天锻炼坚持大约一个星期。

在那之后，你失去了兴趣。

你忙于其他事情。

它永远不会成为你的一个习惯。

但是，当有人致力于锻炼身体时，他们会把它放在日历上。

他们把这作为他们日程中的优先事项。

他们致力于养成锻炼的习惯。

他们致力于锻炼的结果就是有健康的身体和心灵。

早期的基督徒致力于这四种习惯。

他们没有对这些习惯失去兴趣。

他们致力于这四项彼此坚固、相互促进的活动。

你看到第 42 节的四个活动了吗？

1.  学习上帝的话。

2.  彼此相爱、彼此服侍。

3.  一起吃饭，一家人一起团契。

4.  敬拜上帝和向上帝祷告。

我想帮助您了解这四项活动是如何相互连接起来的。

1.  他们学习上帝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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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在这里列出的第一件事就是，人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导。

他们想更多地了解耶稣。

值得庆幸的是，使徒们可以告诉他们许多关于耶稣言行的故事。

因为使徒们认识耶稣。

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 1：3—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

使徒也可以用圣经中的教导。

神的百姓渴望理解弥赛亚耶稣是如何履行旧约中上帝所有的应许的。

我的朋友们，这项活动之所以排在第一位，是因为它是其他三项活动的基础。

您可以在任何人类组织中进行活动 2 和 3。
但那些活动没有能力，因为那是建立在人类的智慧之上。

我们生活在一个总是对真理感到困惑的世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致力于从上帝的话语中学习真理。

我们这里没有使徒来教我们。

我们没有使徒来行神迹和奇事， 就像我们在第 43 节看到的一样。

但我们的圣经里有使徒的见证和教导。

当我们研究神的话语时，我们可以认识子耶稣，父神，圣灵神。

研究神的话语使我们合一，一同理解神是谁，我们是谁。

与上帝纵向的合一有助于我们体验彼此在水平方向上深刻的合一。

这是下一个话题。

2.  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侍。

我们在第 42 节看到的第二个活动是“交接”。

交接这个词的意思是“与他人一起分享”。

这些早期的基督徒以激进的方式相互分享。

你可以在第 44-45 中看到这一点。

“44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  

45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当你明白上帝对你非常慷慨时，它应该让你对别人更慷慨。

父神给了我们祂唯一的儿子作为我们的救主。

只有纯全而圣洁的神羔羊之血才能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

我们救恩的赎价是非常昂贵的。

我们的罪孽非常大，所以洗去它们的成本很高。

这 3000 名基督徒明白这一点。

他们感谢上帝对他们的慷慨。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彼此也非常慷慨。

我们在使徒行传第 4 章第 32至 35 节中读到了更多这方面的内容。

“32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都是大家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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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  

34 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35  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

需用的，分给各人。 

同一个声音团契（One Voice Fellowship）是一个教会大家庭，希望我们能像早期基督徒那样互相帮助。

使徒行传 4：32 说，是信的人慷慨地彼此相爱，彼此服侍。

这一点很重要。

他们与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们分享他们的资源。

他们在内心、灵魂和财产上合一，因为他们在耶稣里合一了。

现在我们应该看看早期教会的第三项活动。

3.  他们像一家人那样一起吃，一起团契。

使徒行传 2：46 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早期的基督徒经常聚集在一起。

他们“天天”这样做。

跟随耶稣不是我们自己就能做到的。

有时独自祷告是有好处的。

自己读圣经是健康的。

但是我们不能独自做每一件事，否则我们就不会健康。

罪是一种自私的动机， 即哪怕伤害别人，也要得到我想要的。

罪使我们分开，把我们和别人隔离开来。

然而，在耶稣拯救我们之后，我们开始抛开自私的有罪的行为。

我们从属灵的孤儿状态下被拯救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属灵大家庭的一员。

作为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彼此鼓励、彼此纠正、彼此服侍。

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的基督徒天天去殿里。

我们因为喜欢而去教会，但也因为需要而去。

请听希伯来书 10：25 -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第 46 节还说，早期的基督徒在家中相聚擘饼。

第 42 节也提到了擘饼。

这可能是指圣餐。

它似乎也指教会大家庭的晚餐， 就像我们每周在这里吃饭一样。

我想向您展示这张幻灯片，以便你们看到教会大家庭晚宴对“一个声音团契”的重要性。

我们从下午 4 点到 5 点聚在一起，按照语言分成一些小组。

各组用他们的语言读神的话，彼此代祷。

从下午 6 点到 7 点 15 分，我们都聚集在一起拜神。

我们在同一个地方，但我们的焦点是在垂直方向。

我们的焦点是上帝，而不是彼此。

我们星期天一起度过的另外一个小时是下午 5 点到 6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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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建立水平方向的社区的地方。

我们与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们建立友谊。

食物具有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强大能力。

请记住，那 3000 名初信的基督徒就包括从许多国家来耶路撒冷的人。

他们聚集在一起擘饼，因为他们渴望真正与上帝和彼此建立团契关系。

食物有那种力量。

当我们下周来到圣餐桌上进行团契时，圣灵将通过那顿饭加强我们与耶稣连接的纽带。

每周当我们聚在一起共进晚餐时，我们就作为一个教会大家庭建立和巩固了彼此之间的纽带。

我们也像早期的基督徒一样在家里聚集。

你们中的一些女士昨天在梅家见面祷告。

我也希望你们祷告让自己有机会邀请人到你们家中来。

食物和热情好客是与不认识耶稣的人建立友谊的有力工具。

你会祷告祈求上帝让你和来自你的祖国、说你母语的人建立联系吗？

你会考虑邀请这些人到你家里来建立友谊吗？

然后，在时机合适时，邀请他们在这里与大家共进晚餐。

当他们在星期天晚上和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时，他们会尝到基督徒团契的滋味。

我们将有机会向他们展示只有耶稣才能将每个国家的人团结成一个教会大家庭。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 42 节描述的第四项活动。

4.  他们敬拜上帝，向上帝祷告。

祷告是与神垂直的沟通

基督徒的敬拜是一种对话。

你知道吗？

对话是双方的沟通。

双方都发言，双方都听。

我们每周在一个声音团契的敬拜也是一种沟通。

我们听到上帝透过他的话对我们说话。

当我们唱歌赞美他时，我们是在向上帝回话。

上帝在洗礼和圣餐中也对我们说话。

当我们奉上十分之一和奉献时，我们是在告诉上帝我们也用金钱信靠他。

当牧师在敬拜结束时宣告祝福神的儿女时，上帝也在透过这种祝福向我们说话。

在整个敬拜中，我们借着悔改和祷告与上帝交谈。

这是参加整个敬拜的原因之一。

我知道我们的一些文化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更加灵活。

没关系。

我只想让你们看到， 因为敬拜是一种交谈， 如果你来晚了， 你就错过了谈话的一部分。

如果您在敬拜时被手机分心也是一样。

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家庭，坚定持守敬拜中这个对话的各个部分。

我们想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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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祷告的教会会彼此合一，相信上帝会供应我们所有需要。

当我们一起祷告和为彼此祷告时，祷告的教会就彼此合一。

这里再重复一次主旨：教会是一个身体，致力于四项活动。

1.  学习上帝的话。

2.  彼此相爱、彼此服侍。

3.  一起吃饭，一家人一起团契。

4.  敬拜上帝和向上帝祷告。

如果你思考一下这四项活动，会发现它们指向不同的方向。

基督徒团契必须是纵向和横向的。

你必须两者兼顾。

没有我们每个人与上帝的纵向关系，人类之间横向关系的力量就丧失了。

上帝可以在一个致力于这四项活动的教会大家庭中行大有能力的事情。

当我们这样生活时，人们会注意到。

外面的世界非常熟悉仇恨和分裂。

但是，我们在这个教会有机会向世界表明，来自不同文化和国家的人们可以成为一个大家庭。

当我们在耶稣里合一，一起做这四件事时，人们就会注意到。

他们会明白，只有上帝才能在我们中间做到这一点。

然后上帝会把其他人带进教会大家庭。

我们在上一节中看到了这一点：

第 47 节：“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有 3000 人听到彼得的布道，信了基督。

那次事件后不久，福音开始传遍全世界。

福音是如何传播的？

当人们听到好消息，看到好的果子，他们就信了。

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关乎盼望和救恩的信息，让我们与他人分享。

我们有幸告诉一个充满冲突和破碎的世界中的人们，耶稣是弥赛亚，他们可以在他身上找到永生。

我们还向世界表明，福音有能力做到我们在这个段落中看到的一切。

这样生活的基督徒群体非常有吸引力。

早期的教会得到了所有人的喜悦。

人们被他们在基督徒当中看到的爱和友谊所吸引。

它在第 47 节中说，主让教会大家庭的人天天加增。

重要的是，你要注意是主加添的他们的人数。

我们不去选择基督中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与基督团契，那么你必须与主添加到我们当中的人一起团契。

我们的教会会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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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时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

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文化。

我们会误解和伤害对方。

但是，是主选择了我们的弟兄姐妹。

他让我们成为一体，因此我们必须像一个身体那样去生活。

当我们如同一个身体时，它就带给我们巨大的喜乐，也带给上帝巨大的荣耀。

我对此感到兴奋。

你们难道不是吗？

让我们一起向上帝祷告，我们的父会在我们的教会大家庭中实现这样的事。

天父，谢谢你差来你的儿子耶稣，好叫我们就可以在垂直方向上与你和解。

既然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就拥有了弟兄姐妹。

我们有一个庞大、多样化的全球大家庭。

请帮助我们彼此相爱。

请帮助我们慷慨大方，就像你对我们慷慨大方一样。

请帮助我们用我们的时间、金钱和我们的整个生活去相信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下周我们查考圣经中有关圣餐的内容时，会继续思考食物和家庭系列。

下周我们还将作为一个教会大家庭一起领圣餐。

我希望你和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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