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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者的信念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
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
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3:16-17）



讀經班的祝福

願神祝福你讀經的日子！
神的話語使我們通達，突破心靈的障礙：你的言語一解
開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詩119:130）

神的話語使我們蒙福，活在主的旨意之中：你們若常在
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
求，就給你們成就。（約15:7）

神的話語在心裡並遵守，是我們愛神的表現，也必蒙神
所愛：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
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約
14:21）



複習1-6章

1. 使命的交付與等候聖靈：受聖靈的浸；聖靈降臨，得著能力。

2. 門徒被聖靈充滿：說起別國的話（聖靈澆灌）

3. 使徒做主的見證：使瘸腿的行走：（奉主的名，因信主的名）

4. 使徒在公會的見證: 因主的名（被聖靈充滿）；同心的禱告。

5. 聖靈的管教與能力：欺哄聖靈事件；大行神跡奇事；外部逼迫。

6. 聖靈充滿的人：管理飯食事件；司提反



6：1 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因為在天天的供

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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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

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4 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

為事。」 5 大眾都喜悅這話，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又

揀選腓利、伯羅哥羅、尼迦挪、提門、巴米拿，並進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

拉， 6 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禱告了，就按手在他們頭上。 7 神的道興旺起

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

8 司提反滿得恩惠、能力，在民間行了大奇事和神蹟。 9 當時有稱利百地拿會堂的

幾個人，並有古利奈、亞歷山大、基利家、亞細亞各處會堂的幾個人，都起來和司

提反辯論。 10 司提反是以智慧和聖靈說話，眾人敵擋不住， 11 就買出人來說：

「我們聽見他說謗讟摩西和 神的話。」 12 他們又聳動了百姓、長老，並文士，就

忽然來捉拿他，把他帶到公會去， 13 設下假見證，說：「這個人說話，不住地糟踐

聖所和律法。 14 我們曾聽見他說，這拿撒勒人耶穌要毀壞此地，也要改變摩西所交

給我們的規條。」 15 在公會裡坐著的人都定睛看他，見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被聖靈充滿的目的：為主作見證

經文 作用

1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2:4) ⽤話為主作見證

2 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對他們說… (4:8) ⽤話為主作見證

3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4:31) ⽤話為主作見證

4 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6:3) 人為主作見證

5 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6:5) 人為主作見證

6 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就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7:55-56)

⽤話為主作見證



七章：司提反為主殉道

1. 事奉：司提反的事奉大有果效，為耶穌作見證，在民
間行了大奇事和神蹟。（6:8）

2. 攻擊：司提反的事奉，引起了各會堂的反對。他們先
和司提反辯論，司提反以智慧和聖靈說話，他們抵擋
不住。於是就⽤卑鄙的手段，聳動眾人來捉拿司提反，
將他帶到公會，並設下假見證控告他。（6:9-14）

3. 殉道：司提反在接受公會審問的過程中，因為所說的
一番話，被暴民⽤石頭打死。（7:1-60）



七章：令司提反喪命的一篇講道，徒 Acts 7:1-60

使徒行傳最長的一篇講道不是彼得講的，不是保羅講的，而是司提反講
的。

聖經⽤來記載司提反殉道之前的講道所⽤的篇幅，超過了彼得在五旬節
的講道，也超過了保羅在雅典的講道。為什麼？這篇道有何特殊之處？
為何它受到如此的重視？

從表面上來看，這篇道似乎是在講以色列的歷史。司提反在猶太領袖的
面前，將大家所熟知的歷史複習了一遍。他從亞伯拉罕講起，然後講約
瑟，然後講摩西，然後講聖殿。照理說，這樣的一篇道是不會激怒猶太
人的，但司提反卻因此而送了性命。為什麼？

猶太人聽了這篇道，就「極其惱怒、咬牙切齒、把他推到城外、⽤石頭
打他」--為什麼？



7：1 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 2 司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
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 神向他
显现， 3 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
去。』 4 他就离开迦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 神使他从那
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 5 在这地方， 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
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
子。 6 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作奴仆，苦待他们
四百年。』 7 神又说：『使他们作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
在这地方事奉我。』 8 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
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位先祖。 9 「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
到埃及去； 神却与他同在， 10 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
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作埃及国的宰相兼管全家。 11 后来埃及和迦
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 12 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
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 13 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
被法老知道了。 14 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
来。 15 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 16 又被带到
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抹子孙买来的坟墓里。





17 「及至 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
多， 18 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 19 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
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 20 那时，摩西生
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 21 他被丢弃的时候，
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 22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23 「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
色列人； 24 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
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 25 他以为弟兄必明白 神是藉他的手搭
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 26 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
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甚么彼此欺负呢？』 27 那欺负邻
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28 难道你要
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 29 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
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30 「过了四十年，在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31摩
西见了那异象，便觉希奇，正进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 32『我是你列祖的
神，就是亚伯拉罕的 神，以撒的 神，雅各的 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
看。 33 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34 我的百姓
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
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

35 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 神却藉那在荆棘
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作首领、作救赎的。 36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
在旷野，四十年间行了奇事神迹。 37 那曾对以色列人说『 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
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 38 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奈山上，与
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

39 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 40 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
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甚
么事。』 41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
作。 42 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事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
以色列家啊，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 43 你们抬着摩洛
的帐幕和理番神的星，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
去。



 44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 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
式做的。 45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 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
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 46 大卫在
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 神预备居所； 47却是所罗门为 神造成殿
宇。 48 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 49 主说：天是我的
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
呢？ 50 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

51 「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
样，你们也怎样。 52 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
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 53 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
法，竟不遵守。」

54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 55 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
定睛望天，看见 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 神的右边， 56 就说：「我看见
天开了，人子站在 神的右边。」 57 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
去， 58 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作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
罗的脚前。 59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
灵魂！」 60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
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同樣的一篇以色列史，在司提反講它之前，猶太人自認為是上帝的選
民，律法的持守者。

在司提反講它之後，猶太人變成了「硬著頸項、心與耳未受割禮、時
常抗拒聖靈」的人，他們不但殺害先知，並且還殺害了彌賽亞。

眾人聽見這話，就極其惱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齒，大聲喊叫，摀著耳
朵，齊心擁上前去，⽤石頭將司提反打死。

使徒行傳一直強調，最反對門徒、逼迫並殺害他們的人，是在聖殿和
各會堂的猶太人。雙方爭執的焦點，就是耶穌。

門徒見證耶穌「是基督」，猶太人卻否認耶穌是基督。門徒以真道和
神蹟奇事來支持他們的見證，猶太人則以暴力和卑鄙的手段來逼迫並
殺害門徒。門徒雖然受逼迫，主的道卻大大興旺，並且得勝。



使徒行傳 8-11章：福⾳的進展：耶路
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
 耶路撒冷教會受逼迫：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8:4）

1. 撒瑪利亞人歸主：他們信了腓利所傳神國的福⾳，和耶穌基督的名，連男帶女
就受了浸。（8:12）

2. 埃提阿伯的太監（一個歸附猶太教的外邦人）歸主：太監說，看哪，這裡有水，
我受浸有甚麼妨礙呢？於是吩咐車站住，腓利和太監同下水裡去，腓利就給他
施浸。（8:36-38）

3. 逼迫教會的掃羅歸主：掃羅的眼睛上好像有鱗立刻掉下來，他就能看見，於是
起來受了浸。（9:18）

4. 百夫長哥尼流（一個歸附猶太教的外邦人）歸主：於是彼得說，這些人既受了
聖靈，和我們一樣，誰能禁止⽤水給他們施浸呢？就吩咐奉耶穌基督的名給他
們施浸。（10:47-48a）

5. 安提阿人（希臘人）歸主（11:20-21）：但內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們
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臘人傳講主耶穌。主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
了。



撒瑪利亞人歸主

管理飯食的腓利：腓利是七位管理飯食的人員之一，教
會分散之後，腓利到撒瑪利亞傳道，大有果效。

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去，宣講基督…他們信了腓利所傳神國的福
⾳和耶穌基督的名，連男帶女就受了浸。

1. 傳道者：我們都是傳道者，傳道並非使徒的專利，而是神對
每位門徒的託付。腓利在教會的責任是管理飯食，但是他很
會傳道，並且蒙神使⽤，將福⾳傳給撒瑪利亞人。

2. 所傳的道：腓利的信息非常清楚，他所宣講的是「基督」，
所傳的是「神國的福⾳和耶穌基督的名」。這樣傳的結果就
是使人信耶穌，不是信宗教，而是信耶穌。



八章：依附猶太教的外邦人歸主

福音的接受面擴大：隨著門徒傳福⾳的腳步，原先的障
礙一一被突破。福⾳的接受面⽇漸擴大，撒瑪利亞人信
主之後，依附猶太教的外邦人也開始信主…

有一個埃提阿伯人，是個有大權的太監，在埃提阿伯女王干
大基的手下總管銀庫，他上耶路撒冷禮拜去了。現在回來，
在車上坐著，念先知以賽亞的書。

1. 神的主導：神叫腓利去接近一位渴慕真理的人

2. 傳講的內容：腓利就開口從這經上，對他傳講耶穌。

3. 立即受浸：太監一信就叫停車，下水受浸。



8：1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
在犹太和撒马利亚各处。 2 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
哭。 3 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

4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5 腓利下撒马利亚城去，宣讲基
督。 6 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
话。 7 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
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 8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9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马利亚
的百姓惊奇； 10 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 神的大能
者。」 11 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 12 及至他们信了
腓利所传 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浸。 13 西门自
己也信了；既受了浸，就常与腓利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
就甚惊奇。



14 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马利亚人领受了 神的道，就打发
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 15 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
要叫他们受圣灵。 16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
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浸。 17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受了圣灵。 18 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
拿钱给使徒， 19 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
就可以受圣灵。」 20 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
因你想 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 21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
因为在 神面前，你的心不正。 22 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
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 23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
被罪恶捆绑。」 24 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
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 25 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
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马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



26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迦萨的路上
去。」那路是旷野。 27 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衣索匹亚（就是古实，
见以赛亚十八章一节）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衣索匹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
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 28 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
书。 29 圣灵对腓利说：「你去！贴近那车走。」 30 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
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31他说：「没
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利上车，与他同坐。 32 他所念的那段经，
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
口。 33 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原文是他的审判被夺去）；谁能述
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 34 太监对腓利说：「请问，先知说这
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 35 腓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
他传讲耶稣。 36 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
我受浸有甚么妨碍呢？」（有古卷加： 37 腓利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
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 神的儿子。」） 38 于是吩咐车站住，腓
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利就给他施浸。 39 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
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 40 后来有人在亚锁都遇见腓利；
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



九章：逼迫教會的掃羅歸主

福音的進展：福⾳不斷向前進，從耶路撒冷的門徒進展
到撒瑪利亞人，進展到依附猶太教的外邦人，進展到一
個迫害基督徒的人，他的名字叫掃羅。

掃羅行路，將到大馬色，忽然從天上發光，四面照著他；他
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對他說：「掃羅！掃羅！你為什麼
逼迫我？」他說：「主啊！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
逼迫的耶穌。起來！進城去，你所當作的事，必有人告訴
你。」

耶穌問掃羅為什麼逼迫他？掃羅所逼迫的是教會，耶穌說，
逼迫教會就是逼迫他。



九章：掃羅歸主記

第二個亞拿尼亞：第一個亞拿尼亞因欺哄聖靈而死，第
二個亞拿尼亞蒙主使⽤，帶領掃羅歸主。

當下，在大馬色有一個門徒，名叫亞拿尼亞。主在異象中對他
說：「亞拿尼亞。」他說：「主，我在這裡。」

第二個掃羅：第一個掃羅殘害教會，捉拿門徒下在監牢
裡。掃羅歸主之後，變了一個人，成為第二個掃羅。第
二個掃羅為主作見證，凡聽見的人都驚奇：

就在各會堂裡宣傳耶穌，說他是神的兒子。凡聽見的人都驚奇，
說：「在耶路撒冷殘害求告這名的，不是這人嗎？並且他到這
裡來，特要捆綁他們，帶到祭司長那裡。」但掃羅越發有能力，
駁倒住大馬色的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



九章：彼得的傳道事⼯

彼得周流四方：到猶太各地傳福⾳

 1a. 醫治以尼雅：彼得對他說：「以尼雅，耶穌基督醫好你了。
起來！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來了。

 1b. 呂大、沙崙的人歸主：凡住呂大和沙崙的人都看見了他，
就歸服主。

 2a. 使多加復活：彼得叫他們都出去，就跪下禱告，轉身對著
死人說：「大比大，起來！」她就睜開眼睛，見了彼得，便
坐起來。

 2b. 約帕人歸主：這事傳遍了約帕，就有許多人信了主。



9：1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煞的话，去见大祭司， 2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
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 3 扫罗行路，
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 4他就仆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扫罗！你为甚么逼迫我？」 5 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
逼迫的耶稣。 6 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 7 同行的人站在那
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 8 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
甚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 9 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10 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
他说：「主，我在这里。」 11 主对他说：「起来！往直街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
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 12 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
身上，叫他能看见。」 13 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
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14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
的人。」 15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16 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
难。」 17 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
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18扫罗
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浸； 19 吃过饭就健壮了。
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 20 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 神的儿
子。 21 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
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 22 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士
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23 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 24 但他们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他们又昼夜
在城门守候，要杀他。 25 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缒下去。 26扫罗到了
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 27 惟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
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
道，都述说出来。 28 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 29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
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 30 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凯撒利
亚，打发他往大数去。

31 那时，犹太、加利利、撒马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
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32 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 33 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雅，
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 34 彼得对他说：「以尼雅，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
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 35 凡住吕大和沙仑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
主。 36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腊话就是多加（就是羚羊的意思）；她广
行善事，多施周济。 37 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浸了，停在楼上。 38 吕大原与约
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
要耽延。」 39 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
哭，拿多加与她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 40 彼得叫她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
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她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 41 彼得伸
手扶她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 42 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
许多人信了主。 43 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硝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



十章：突破「外邦的禁忌」

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福⾳的進展，必定牽涉
到觀念的突破。猶太人視外邦人為不潔淨，這是一個世
代相傳、根深蒂固的觀念。神要彼得突破這個觀念。

彼得約在午正，上房頂去禱告，覺得餓了，想要吃。那家的人
正預備飯的時候，彼得魂遊象外，看見天開了，有一物降下，
好像一塊大布，繫著四角，縋在地上，裡面有地上各樣四足的
走獸和昆蟲，並天上的飛鳥；又有聲⾳向他說：「彼得，起來，
宰了吃！」彼得卻說：「主啊，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潔淨
的物，我從來沒有吃過。」第二次有聲⾳向他說：「神所潔淨
的，你不可當作俗物。」這樣一連三次，那物隨即收回天上去
了。



十章：突破「外邦的禁忌」

進入外邦人的家：哥尼流是一個外邦人，羅馬的軍官，
義大利營的百夫長。神要彼得去哥尼流家中傳福⾳。

彼得一進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腳前拜他。彼得卻
拉他，說：「你起來，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說著話進去，
見有好些人在那裡聚集，就對他們說：「你們知道，猶太人
和別國的人親近來往本是不合例的，但神已經指示我，無論
什麼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潔淨的。所以我被請的時候，就不
推辭而來。」

突破禁忌：猶太人不進外邦人的家，彼得不但進了哥尼流的
家，後來還住了幾天。和外邦人同桌吃飯，一起生活，是當
時猶太人的大忌，彼得卻突破了這個禁忌。



十章：突破「外邦的禁忌」

哥尼流全家歸主：彼得開口講道，一如既往為耶穌作見
證。哥尼流全家信主，並且領受了聖靈。

見證耶穌：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這都是你們
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
神與他同在。他在猶太人之地，並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有
我們作見證。他們竟把他掛在木頭上殺了。第三⽇，神叫他復
活，顯現出來。

領受聖靈：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
上…他們說方言，稱讚神為大。五旬節的時候，門徒「⽤別國
的話，述說神的大作為」。彼得在哥尼流家中講道，悔改信主
的人就領受聖靈，領受聖靈的人就「說方言，稱讚神為大」，
和五旬節的情況一樣。彼得眼見五旬節的神蹟在哥尼流家中重
演，知道這是神的作為，於是給他們施浸，並且住了幾天。



10：1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2 他是个虔诚
人，他和全家都敬畏 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 神。 3有一天，约在申初，他在
异象中明明看见 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 4 哥尼流定睛看他，
惊怕说：「主啊，甚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 神面前，已蒙记
念了。 5 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6 他住在海边一个硝皮匠
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 7 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
他的一个虔诚兵来， 8 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

9 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 10觉得饿了，想要吃。
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象外， 11 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
布，系着四角，缒在地上， 12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
鸟； 13 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 14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
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 15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 神所洁
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16 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 17 彼得心里正
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甚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
站在门外， 18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 19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
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 20 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
为是我差他们来的。」 21 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
来是为甚么缘故？」 22 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 神，为犹太通国所
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



23 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
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 24又次日，他们进入凯撒利亚，
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 25 彼得一进去，哥尼
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 26 彼得却拉他，说：「你起
来，我也是人。」 27 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
聚集， 28 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
往本是不合例的，但 神已经指示我，无论甚么人都不可看作
俗而不洁净的。 29 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
问：你们叫我来有甚么意思呢？」 30 哥尼流说：「前四天，这
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申初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
衣裳，站在我面前， 31 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
的周济达到 神面前已蒙记念了。 32 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
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硝皮匠西门的家
里。』 33 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
在 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34 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 神是不偏待人。 35 原来，各国中那敬
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36 神藉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
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 37 这话在约翰宣传浸礼以后，从
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 38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
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
神与他同在。 39 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有我们作
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 40 第三日， 神叫他复活，显现出
来； 41 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 神预先所拣选为他作见证的人
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42 他吩咐我
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 神所立定的，要作审判活人、死人的
主。 43 众先知也为他作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
罪。』」

44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45那些奉割礼、
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 46 因
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 神为大。 47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
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浸呢？」 48 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
给他们施浸。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行傳十一章：突破「外邦的禁忌」

有效的溝通：彼得在哥尼流家中有美好的經驗，然而，
個人美好的經驗並不足以導致全面性的突破，還需要有
效的溝通，使個人的經驗被全體所接受。彼得將他的經
歷詳細（挨次，按照順序）講給眾人聽，眾人接受彼得
的講法，歸榮耀給神。

爭辯與講解：使徒和在猶太的眾弟兄聽說外邦人也領受了神的
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禮的門徒和他爭辯說：
「你進入未受割禮之人的家和他們一同吃飯了。」彼得就開口
把這事挨次給他們講解說…

接受的過程：眾人聽見這話，就不言語了，只歸榮耀與神，說：
「這樣看來，神也賜恩給外邦人，叫他們悔改得生命了。」



11 ：1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 神的道。 2 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
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 3「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飯
了。」 4 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 5 「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象
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缒下，直来到我跟
前。 6 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 7 我且听
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 8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
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 9 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
当作俗物。』 10 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11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
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凯撒利亚差来见我的。 12 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
（或译：不要分别等类）。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
家。 13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
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14 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15我一开
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16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
翰是用水施浸，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浸。』 17 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
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 神呢？」 18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
只归荣耀与 神，说：「这样看来，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得救的條件

普遍的誤解：許多人誤以為得救的條件是「作好人、行
善事」，哥尼流的經歷將這個觀念完全推翻了。

一個虔誠的義人：他是個虔誠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賙
濟百姓，常常禱告神…他們說：「百夫長哥尼流是個義人，敬
畏神，為猶太通國所稱讚。」（徒10:2,22a）

但卻沒有得救：你打發人往約帕去，請那稱呼彼得的西門來；
他有話告訴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徒11:13b-14）

悔改信主，然後得救：彼得在哥尼流家為耶穌作見證，全家悔
改信主，全家得救。眾門徒聽了彼得的見證，歸榮耀給神說：
「這樣看來，神也賜恩給外邦人，叫他們悔改得生命了。」



行傳十一章：安提阿教會

外邦大城：無論是猶太全地或撒瑪利亞，都還在猶太人的
影響範圍之內。安提阿卻完全是一個外邦大城，歷史悠久，
希利尼文化根深蒂固。神要門徒在安提阿傳道。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並
安提阿；他們不向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講。但內中有居比路和
古利奈人，他們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傳講主耶穌。主與他們
同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徒11:19-21）

突破文化的障礙：一般門徒只和猶太人講，不向希利尼人講，錯
過了安提阿城主要的居民。但那些會講希利尼話的門徒，也向安
提阿人傳講主耶穌。

主與他們同在：主同在的證據不是聚會的人多，而是信而歸主的
人多：主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



行傳十一章：安提阿教會

 種族混合，何等美好！安提阿教會是第一個種族混合的教
會，猶太信徒和外邦信徒齊聚一堂，不分彼此。

 教會相助，何等美好！耶路撒冷教會差遣巴拿巴去幫助安
提阿教會，已經建立好的教會，自動去扶持尚未建立好的
教會。
 這風聲傳到耶路撒冷教會人的耳中，他們就打發巴拿巴出去，走到
安提阿為止。他到了那裡，看見神所賜的恩就歡喜，勸勉眾人，立
定心志，恆久靠主。（徒11:22-23）

 同心同工，何等美好！巴拿巴去找掃羅，一個蒙主使⽤的
人，自動去尋找同⼯。沒有嫉妒競爭，只有同心事奉。
 他又往大數去找掃羅，找著了，就帶他到安提阿去。他們足有一年
的⼯夫和教會一同聚集，教訓了許多人（徒11:25-26）



行傳十一章：安提阿教會

門徒被稱為基督徒：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
起首。（徒11:26b）

名稱上的突破：「基督徒」是一個名稱上的突破。一開始外
邦人弄不清楚基督信仰，羅馬官方也不清楚，以為就是猶太
教。到了安提阿，基督信仰的特點被凸顯出來。因為教會的
見證，安提阿人弄清楚了這不是猶太教，而是跟從耶穌的人
們。就給門徒起了一個新的名字，稱他們為基督徒。

從有名字的第一天開始，基督徒就是種族合一的：門徒稱為
「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安提阿教會是個種族混合的教
會。基督徒這個名字彰顯出合一的力量，在基督裡我們是合
一的，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



19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
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 20 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
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有古卷：也向说希腊话的
犹太人传讲主耶稣）。 21 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
了。 22 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
到安提阿为止。 23 他到了那里，看见 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
立定心志，恒久靠主。 24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
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25 他又往大数去找扫罗， 26 找着了，就带他
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
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

27 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28 内中有一位，
名叫亚迦布，站起来，藉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革老丟年
间果然有了。） 29 于是门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
的弟兄。 30 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