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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腓利—傳福音者 
 

讀經： 

使徒行傳六章 3-6 節，八章 5-8 節，12 節，26-39 節，廿一章 8-9 節 
 

引 言 

新約的書信以弗所書四章 11-12 節提起：『他所賜的，有使徒，有

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

基督的身體。』明言主賜給教會的工人（主僕），有人是使徒的恩賜，

有人是先知的恩賜，有的是傳福音的恩賜，還有的是牧師和教師的恩

賜。其中有 一種恩賜是『傳福音的』，我們要略為解釋一下甚麼是『傳

福音的』？ 

所謂『傳福音的』，即說明他從主領受一份專一的託付傳揚福音；

在福音上有明顯的果效，亦即他有領人歸主的特別恩賜。用今日的術

語來說，即傳福音的專家。這種恩賜當然與傳揚基督的關聯極其密切，

我們不能不留意、不詳細來看它，故我們要舉提傳揚基督的第五位人

物—腓利。我們之所以提起他，乃因聖經特稱他是『傳福音的腓利』

（徒廿一 8)。他委實配稱為傳福音者；因他一面傳揚基督，同時也靠

主行神蹟、醫病趕鬼，引領多人歸主，甚至叫行邪術的悔改，完成神

託付他傳福音的使命，證實他是受神差遣的傳福音使者，堪稱為傳福

音的榜樣（典範）。因此當我們提起傳揚基督的人物時，不能略過他。

我們來看這位傳揚基督的腓利，在他身上幾個重要的屬靈經歷。 

 

（一） 腓利的字義 

「腓利」的字義，是愛馬者。一個愛馬的人，一定要熱悉馬的特

性，此說出他對馬應有豐富的經驗。關於馬的特性，在聖經中有不少

的記載，我們僅提出三處來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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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敏捷 

士師記五章 22 節的記載：那時壯馬『馳驅、踢跳、奔騰』。『馳

驅、踢跳、奔騰』即迅速、敏捷貌也。淺而言之，即行動非常靈活、

快捷。由「腓利」的字義，說明 一個傳揚基督者之性格、行動必須是

快速、靈活。 

 

2. 力大 

『馬的力大』（詩一四七 10)，屬靈意指剛強的事奉。凡要作傳揚

基督的使者，靈裏必須剛強，因傳揚基督的使命是艱巨的。難怪使徒

保羅年老寫信給提摩太時，提醒他：『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

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

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總要按神的能力，與我為福音同受苦

難。』（提後一 7-8) 
 

3. 爭戰 

箴言廿一章 31 節記載：『馬是為打仗之日預備的，得勝乃在乎耶

和華。』屬靈意指有爭戰的靈。因馬奔騰、踢跳、馳驅勢，英勇雄姿

貌，兇猛地追趕仇敵。由於古代爭戰之武器，都是用刀劍、槍矛和馬

兵；故馬即指爭戰。就其屬靈意義，說明一個傳揚基督的使者，必須

要有爭戰的靈才能戰勝仇敵，推翻撒但陰府之權勢，除滅惡魔、污鬼、

邪靈，搶救那將亡的靈魂。 

感謝主！在我們教會中有一班弟兄姊妹，每逢傳福音聚會時，他

們的行動如腓利之字義，快速、敏捷；在聚會開始前，有人用電話聯

絡同學，有的外出邀請親友，有人佈置會場……。當福音聚會開始，

會前、會後禱告之負擔的靈，剛強如同馬的力大；有人作見證，傳福

音之靈如出戰的壯馬，奔騰、踢跳、馳驅，勢非得勝不罷休；真實活

出腓利之字義的特點。願一切榮耀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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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七個執事 

自五旬節聖靈沛然而降之後，使徒們因被聖靈充滿，越發不泊恐

嚇，不避危害，大放膽量為復活的基督作見證；於是信而歸主的人越

發增添，連男帶女的很多。但是當門徒增多時，凡物公用，事務繁多，

以致在天天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就必須興起一班人出來照管

飯食，辦理雜務。於是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我們撇下

神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

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丶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大眾都喜悅這話，就揀選了司提反，

乃是大有信心丶聖靈充滿的人；又揀選腓利丶伯羅哥罹、尼迦挪丶提

門、巴米拿，並進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徒六 2-5) 

聖經提起使徒們所選出來管理飯食的七位執事，是有其必備之資

格；即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感謝主！傳福音的腓

利是被選為七執事中之一員。現在我們要援引腓利被選為七執事之資

格，來說到要勝任傳揚基督使者該有的典範（見證）。 

 

1. 好名聲 

『有好名聲』，意即身為傳揚基督之使者，不僅是毫無劣跡惡行，

且生活上具有清廉、忠誠、公義、正直等美好高尚之品德。同時更顯

示出他是有名望，被人尊重丶信服。屬靈意思即生活滿有見證；否則

非但不能被主使用，更將成為福音的攔阻。 

 

2. 聖靈充滿 

這裏說到腓利是『被聖靈充滿』；不僅顯示他在五旬節時被聖靈

充滿，得聖靈能力為主作見證，更是經歷被聖靈充滿後，所帶來諸多

的福分，平安、喜樂、成聖、滿足、釋放……等。同時也說明他肯完

全順服聖靈，在生活上、工作上、事奉上完全受主聖靈支配的人。求

主施恩使我們也如腓利，被聖靈澆灌充滿，且能學習並進入完全順服

聖靈，在生活、工作並事奉上，完全受主聖靈帶領。 

第五篇：腓利—傳福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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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充足 

腓利的『智慧充足』；此並非指天然的聰明，也不是指從地上來

的智慧；乃指他得着『從上頭來的智慧』說的（雅三 17)。就着屬靈

經歷而言，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人，其生活、工作、事奉、行事為人、

待人接物，是以基督作智慧的人（林前一 30)；亦即主耶穌所稱許忠

心、良善，又有見識的僕人（太廿四 45)。 

 

4. 管理飯食 

我們知道飯食的管理是繁重勞苦的事務服事；尤其當時門徒增多，

先是三千人受浸，接下來五千人信主，你可以想像料理上萬人的飯食，

是何等勞累繁重，且不是一、兩個禮拜的短期間服事，乃是天天的長

期服事。腓利被選擔負管理飯食之職責重任，說明他有刻苦耐勞、不

怕麻煩之品德。 

弟兄姊妹，在事奉上有良好的性格是相當重要的，腓利之所以被

主重用，其原因之一，是他具有良好的性格。他的行動迅速，如敏捷

的馬匹。在管理飯食時，有忍苦耐勞、不怕麻煩之品性。這次的暑期

特會，有兩位弟兄任勞任怨，甘心擔負管理四百多人的膳食，他們每

清早四點就起來，偕同廚師下山到市場採買，無論早、午、晚，一天

三餐，只要廚房缺短任何東西，他們便不辭辛勞、東奔西跑、不怕麻

煩地服事我們，真實地表顯出腓利之性格。真是感謝主！ 

 

（三） 作聖靈的出口 

我們進一步要來看腓利所以成為傳福音的使者，能被主大大使用，

因在他身上有一顯明之特質，即作聖靈的出口。弟兄姊妹，當基督要

被傳揚，祂必須先尋得聖靈的出口。故此我們要用腓利向埃提阿伯的

太監傳揚基督之史實，來說到一個傳揚基督的使者，如何作聖靈出口

之經歷。 

 

1. 跟隨聖靈的聲音 

第五篇：腓利—傳福音者 



 傳揚基督 
 

 
50 

 

前文已提述腓利被選為七執事之一（徒六 5)，但不久因司提

反為主殉道，隨之耶路撒冷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之外，門徒相繼

分散到猶太和撒瑪利亞各地。然而感謝主，那些散居各地的信徒，仍

堅毅不撓往各處傳揚福音。其時『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督；

眾人聽見了，又看見腓利所行的神蹟，就同心合意地聽從他的話，因

為有許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聲呼叫，從他們身上出來；還有許

多癱瘓的、瘸腿的，都得了醫治。在那城裏，就大有歡喜。』（徒八 5-
8)當腓利所作的工蒙主祝福，有顯著的果效之時，聖經記說：『有主

的一個使者對腓利說：「起來，向南走，往那從耶路橄冷下迦薩的路

上去。」那路是曠野。腓利就起身去了……』（徒八 26-27)由『腓利

就起身去了』言明腓利的行動是何等敏捷、迅速。果然，腓利去了，

就看見埃提阿伯的太監坐車迎面而來。此時聖經記說：『「你去，貼近

那車走。」腓利就跑到太監那裏……』（徒八 29-30)這裏很清楚給我

們看到，腓利是認識聖靈的聲音，是跟隨聖靈的聲音而行動，是完全

受聖靈支配的人。 

親愛的弟兄姊妹，主耶穌曾說：『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

他們，他們也跟着我。』（約十 27) 感謝主，傳褔音的腓利實在是一

位被聖靈充滿，活在聖靈裏面，又認識聖靈的聲音，也是跟隨聖靈的

聲音而行動，完全受聖靈支配，盡託付傳揚基督的使者。 

近代印度有一位相當被主用，跟隨聖靈傳揚基督的主僕巴新弟兄

(Bakht Singh)，他曾見證說：某晚他已上床睡覺，卻聽見聖靈的聲音，

對他說：「起來」，他便更衣外出；聖靈又說：「一直走」，他就跟隨聖

靈的聲音一直走，就這樣走了一段路程，來到了河邊，看到一對男女；

心裏很奇怪，夜已深，為何這對青年還在那裏？這時聖靈說：「上前

去向他們傳福音」，他就順從照着去做，這對青年男女很敞開地把他

倆的苦衷向巴新弟兄傾訴。原來這對青年深深相愛，可是雙方父母卻

堅決反對他們結婚。他們在絕望、消極的心情下，決定相約跳河自殺。

感謝主！巴新弟兄就向他們見證，主如何帶領他來到這裏，無非是要

挽救他們。讚美主！聖靈大大作工，他們便在河邊跪下禱告，接受耶

穌作救主。哈利路亞！我們的弟兄真如當日的腓利，跟隨聖靈的聲音

第五篇：腓利—傳福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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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到迦薩，向太監傳福音一樣。但願主恩待我們在餘下的年日，能學

習如何跟隨聖靈的聲音，經歷無論尺寸步，靠聖靈的指揮，作聖靈的

出口。 

 

2. 憑聖靈說話 

腓利如何作聖靈的出口呢？因他不但跟隨聖靈的聲音行動，同時

也是憑聖靈說話的人。且看使徒行傳八章 27-35 節的記載 ：『腓利就

起身去了；不料，有一個埃提阿伯人，是個有大權的太監……他上耶

路撒冷禮拜去了；現在回來，……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

走。」腓利就跑到太監那裏，……於是請腓利上車，與他同坐。……

腓利就開口，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這裏並無明文記載腓利

是「憑聖靈說話」的字眼，但由腓利是跟隨聖靈的聲音而行動，去接

近太監，接着『腓利就開口，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顯出他是

憑聖靈說話，作聖靈出口的人，因為一個隨從聖靈聲音而行動的人，

必然是憑聖靈說話。同時腓利就『開口，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

這句話已足夠叫我們看見，他是憑聖靈說話的人。因為『……真理的

聖靈，他來了，就要為我作見證；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你們從起頭

就與我同在。』（約十五 26-27) 意即聖靈來要為基督作見證。現在腓

利開口向他傳講基督，為基督作見證，表明他是憑聖靈說話，作聖靈

的出口。 

另一面太監回答說：『我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徒八 37)，從

這句話叫我們不難明白，當腓利向太監傳講基督時，聖靈就在太監裏

頭作工，因聖靈的感動而信主。由此也說出腓利憑聖靈說話，作聖靈

出口之顯着的例證。 

關於憑聖靈說話，我們要引用主耶穌在地上曾教導門徒說：『人

帶你們到會堂，並官府和有權柄的人面前，不要思慮怎麼分訴，說甚

麼話，因為正在那時候，聖靈要指教你們當說的話。』（路十二 11-12)
可見說話的不是門徒，乃是聖靈；這就是腓利憑聖靈說話，作聖靈的

出口之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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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重用的主僕巴新弟兄(Bakht Singh)，某次他頭髮蓄長了，

為此尋求主：「主啊！我何時去理髮？」裏面的聖靈對他說：「且慢。」

他就順服。過了幾天，他又問主：「主！我今天可以理髮嗎？」聖靈

又對他說：「再等候。」他又順服了。過了幾天後的一個晚上，大約是

九點左右，聖靈對他說：「你現在去理髮。」他起初認為這個時間理

髮店應已打烊了，但聖靈很清楚地催促他：「現在要去。」於是他就

隨從聖靈的帶領，出門去理髮。 

果然當他到了理髮店時，理髮師正好要關門，他毅然進去請理髮

師為他剪髮，理髮師不得不為他理髮。當理髮師為他剪髮時，聖靈說：

「現在向他傳福音。」於是巴新弟兄便開門見山地問他說：「先生，

你信耶穌嗎？」理髮師莫名奇妙地回答：「沒有。」弟兄進一步問他：

「你心中有沒有平安、喜樂？」理髮師被問得答不上話來，於是弟兄

便開口對他傳講基督耶穌是人類的救主，祂在十字架上擔當世人的罪，

凡相信接受耶穌的，就不被定罪，反得永生；並且心中必得赦罪的平

安，和救恩的喜樂……。感謝主！巴新弟兄憑聖靈說話，作聖聖靈的

出口，當夜理髮師便蒙恩得救了！ 

由上述腓利向太監傳講基督，帶領太監得救之經過，使我們看到

傳講基督，叫人蒙恩得救，顯然是聖靈在人的心裏早已作準備的工作，

另一面主找到聖靈的出口，亦即主得著憑聖靈說話傳講基督之使者。 

親愛的弟兄姊妹，司提反是因傳講基督而殉道。他如何傳講基督

呢？使徒行傳六章 10 節記載：『司提反是以智慧和聖靈說話，眾人敵

擋不住。』可見司提反也是憑聖靈說話，作聖靈出口的人。這次我們

在聚會中，都從主領受了傳福音的使命，但切記回去之後，無論是個

人或小組，每逢外出要向親友傳講基督時，當認真學習操練，作聖靈

的出口。如同腓利，跟隨聖靈的聲音行動，憑聖靈說話，作聖靈的出

口。就經歷而言，要學習主要我往何處去，我就去；要我說何語，我

就說；要我如何，我就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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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將基督的啓示帶紿人 

感謝主！傳福音的腓利身上還有一特點，即將基督的啟示帶給人。

關於腓利將基督的啟示帶給人，我們仍從這一段聖經史實的記載來說

明：『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個埃提阿伯人，是個有大權的太

監，……他上耶路撒冷禮拜去了；現在回來，在車上坐着，念先知以

賽亞的書。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走。」腓利就跑到太監那

裏，聽見他念先知以賽亞的書，便問他說：「你所念的，你明白嗎？」

他說：「沒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太監對腓利說：「請問，

先知說這話是指着誰？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別人呢？」腓利就開口，

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徒八 27-35）此段經文記載：『太監對

腓利說：「請問，先知說這話是指着誰？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別人

呢？」』(34 節）說出太監對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所講的耶穌基督毫無認

識。但腓利開口「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 明言腓利對基督有啟

示，並且明白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所講的那一位，乃是指着神的兒子耶

穌基督。因此便藉着聖經將基督的啟示傳達給太監。 

由此實例，很清楚地讓我們看到 ，太監雖然曾到耶路撒冷聽過

道，作過禮拜，但他對基督並不認識，迨至那天腓利與他同坐在車上，

向他解釋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所記載的那一位，乃是指着神的兒子耶穌

基督。其時太監才認識『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徒八 37）屬靈意即

腓利將以賽亞書記載的那一位啟示的基督傳達給太監。這也是傳揚基

督使者之重大神聖的責任（使命）。 

就着具體的經歷而言，我們當如何將基督的啟示傳遞給人呢？現

在我們要具體地來看，腓利如何逐步將基督的啟示傳達給太監。首先

『腓利就開口，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徒八 35）言明聖經是

為基督作見證（約五 39）。故一個要將基督的啟示傳給人的人，不但

他所傳的信息內容，必須出於聖經，自然地他對聖經有認識，更重要

的是自己當先有得着基督啟示之經歷。這也是使徒老約翰一再強調的 

『論到從超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們所聽見，所看見；親眼看過，

親手摸過的。（這生命已經顔現出來，我們也看見過，現在又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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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原與父同在，且顏現與我們那永遠的生命傳給你們。）』（約壹一 1-
2） 

接着腓利對太監說：『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說：「我

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徒八 37）意即要帶領人悔改相信。因得

着基督光照啟示之結果，必看見自己是罪魁需要救主，而悔改認罪，

接受耶穌作救主。這也是保羅在羅馬書十章 8-10 節所說的：『我們所

傳信主的道。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

得救，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 

這裏所說的不過是對基督啟示初步入門的經歷而已，以後還需繼

續得到基督的啟示。如同以弗所書三章 18 節所說：『能以和眾聖徒一

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間高深。』意即不僅個人要繼續得到基督

的啟示，同時還得繼續將所得基督的啟示帶到聖徒們中間，使大家更

多認識基督，『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神的兒子，

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弗四 13） 

 

（五） 運用基督得勝的權柄 

在傳福音腓利被主使用之經歷中，還有一特點即運用基督得勝的

權柄。且看使徒行傳八章 5-13 節這段的記載：『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去，

宣講基督；眾人聽見了，又看見腓利所行的神蹟，就同心合意地聽從

他的話，因為有許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磬呼叫，從他們身上出

來；還有許多癱瘓的丶瘸腿的，都得了醫治。在那城裏，就大有歡喜。

有一個人，名叫西門，向來在那城裏行邪術，妄自尊大，使撒瑪利亞

的百姓驚奇；無論大小都聽從他，說：「這人就是那稱為神的大能者！」

他們聽從他，因他久用邪術，使他們驚奇，及至他們信了腓利所傳神

國的福音和耶蜂基督的名，連男帶女就受了洗。西門自己也信了，既

受了洗，就常與腓利在一處；看見他所行的神蹟和大異能，就甚驚奇。』 

由此史實記述中，使我們看到腓利被主使用之特點，除了他是作

聖靈出口的人，進一步他能將基督的啟示傳給人，同時又能運用基督

得勝的權柄來傳揚基督，大大彰顯神的榮耀！詩云：「哈利路亞！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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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得勝！疾病得消殺，因藉耶穌完全得勝，成於各各他。哈利路亞！

耶穌得勝，寶血有能力！仗祂十架，時時誇勝，魔鬼就逃匿。耶穌得

勝，仍舊得勝，勝過罪、死、魔！」（聖徒詩歌 668) 

親愛的弟兄姊妹，可見要成為－個有能力傳揚基督的使者，必須

認識基督得勝的權柄；要知道神的兒子耶穌基督，曾經道成肉身，在

十字架上成功救贖，解決了罪惡、世界丶肉體；祂又藉十字架的死，

敗壞那掌死權的魔鬼，且把死亡廢去了。當祂從死裏復活，便得了天

上地下所有的權柄，並且被神右手高舉立為主、為基督，叫他作君王、

作救主。神將祂升為至高，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切在

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

基督為主」。當我們有了這樣的認識和經歷，自然地就會運用基督得

勝的權柄來傳揚基督。 

接着我們要來看腓利如何運用基督得勝的權柄之經歷： 

 

1. 傳神國的福音 

腓利到撒瑪利亞傳揚基督時，乃是傳神國的福音。他不僅傳相信

耶穌，就得平安、喜樂、永生的福份。並且他是傳神國的福音，叫人

看見神立基督作君王，建立國度；蒙救贖的人，當順服祂的權柄，作

祂的子民，並擴展神的國度。 

 

2. 傳耶穌基督的名 

因基督所得的名是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故是大有權柄的名，包

括統管宇宙萬有的大權柄。這包羅宇宙萬有的大權柄，乃是藉着基督

的名通行出去。誠如總統命令乃藉他簽名（用璽），才能通行全國一

樣 。今天基督已將祂的權柄賜給教會（眾聖徒），我們只要使用基督

全能的名，祂的權柄便通行在地如同在天。腓利到撒瑪利亞傳揚基督

時，即使用耶穌基督的名，趕鬼、醫病、行誹蹟，於是那城裏就大有

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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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的憐憫，記得我剛蒙召出來事奉，傳揚基督時，還不

懂運用基督得勝權柄的名。無論個人或弟兄姊妹患有疾病時，只懂得

到主面前哀哭，懇求主憐憫醫治；當然主也垂聽禱告。但是主是恩上

加恩的神，不久之後，使我經歷靈浸（被聖靈澆灌），亦即帶領我走

上信心的道路，從那時候開始主便將我帶進腓利運用基督得勝權柄之

名的經歷了。 

主後 1963 年，台北神的教會的見證剛被主興起來不久，我們幾

位同工經常在主面前同心禱告，等候聖靈說話，尋求主的引導，該往

何處傳福音。某日，有位婦人帶她五、六歲的孫子來我們中間，說到

這孩子已經去過台北市各小兒科醫院，接受不少醫生的治療，至今仍

高燒不退，據說他發燒經常是到 38°C 左右，當群醫束手無策時，請

求我們為這孩子禱告。其時我們看到這小孩子被熱病纏磨得骨瘦如柴，

真是可憐。於是我們請這婦人安心回家，明天再帶孩子及孩子的父母

一同來教會。 

翌日清早，我們幾位同工就禁食禱告，不久這婦人帶着孩子及孩

子的父母依約前來。我們幾位同工就憑信心，奉拿撒勒耶穌基督權能

的名，按手在孩子的身上，奉主的名斥責熱病。禱告後，果然身上的

燒因耶穌基督權能的名完全消退。不僅如此，過了一個禮拜，這孩子

便食慾大增，身體逐日康健起來。不久教會為人施浸，他們全家都受

洗歸入主名。願榮耀歸主！ 

從那次開始，蒙主的恩待和保守，直至今日，在事奉上一直不離

開運用基督得勝之名的權柄。及至移民來菲事奉，有一次某禮拜堂一

位女傳道告訴我，他們教會中有一位會友的女兒，整天身子一直抖得

不停，已先後看過好幾家大醫院，求診過無數的名醫治療，毫無見效，

是否我能去為他按手禱告。我答應了，就隨她去了這姊妹家。果然見

她身子不停地顫抖，裏面得聖靈清楚的感動，這是被鬼所附。於是我

先勸慰這姊妹的丈夫，而後我們同心禱告，遂運用基督得勝的權柄，

並奉拿撒勒耶穌基督權能的名，驅逐姊妹身上的惡鬼離開。很奇妙的

事立即發生，禱告後，姊妹的身子不再顫抖，馬上從她的眼神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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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已離開。就此姊妹得着榮耀的釋放，不再受魔鬼纏繞痛苦，並全家

屬靈得到復興！哈利路亞！ 

但願主使我們餘下的年日，在傳揚基督時，更多經歷腓利運用基

督得勝之權柄，叫魔鬼大蒙羞辱，撒但權勢潰崩，主的尊名大得尊崇！ 

 

（六） 有虔誠的後裔 

末了一點，且看使徒行傳廿一章 8-9 節記載，保羅在該撒利亞，

往耶路撒冷途中曾到腓利家裏；聖經記載：『第二天，我們離開那裏，

來到該撒利亞，就進了傳福音的腓利家裏，和他同住，他是那七個執

事裏的一個，他有四個女兒，都是處女，是說預言的。』由此記載，

我們可以看到傳福音的腓利身上，還有一難能可貴的特點是有虔誠的

後裔。聖經說：『他有四個女兒，都是處女。』就屬靈的意義，『處女』

即指有生命的見證。不僅如此，這四個女兒，『且都是說預言的』，更

是說出她們是敬虔活在神面前，並作聖靈的出口。哦！腓利作聖靈的

出口，連他四個女兒也都是說預言，作聖靈的出口。 

舊約的末了瑪拉基書二章 15 節記載：『雖然神有靈的餘力能造多

人，他不是單造一人嗎？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願人得虔誠的後

裔。』這裏告訴我們人類墮落之後，神可隨意重新造人，但祂並不如

此行，祂只造一人，其意旨乃願人得虔誠的後裔。 

惜乎，縱觀今日基督教有太多家庭之後裔，非但不敬虔，甚至遠

離主，不讀經、不聚會、不禱告……失去見證，與不信主的外邦人形

影相隨。求主藉傳福音的腓利身上之特點，激勵我們，使我們羨慕作

聖靈的出口，如同腓利將基督的啟示帶給人，又能運用基督得勝之權

柄，並得到虔誠的後裔。阿們！ 
  

第五篇：腓利—傳福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