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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十一月份教會統一查經 

經文﹕使徒行傳十一章 1 節～十二章 25 節 

主題﹕救恩臨到外邦人 

查經目標﹕學習使徒們敬虔的服事，越是在苦難的日子，越是要有信心，誓將主的福音傳到世界每一個角落。 

建議程序﹕ 

一、唱詩敬拜（二十分鐘） 

二、讀經：輪流讀（兩分鐘） 

三、禱告（三分鐘） 

四、使用事先設計的問題 ，帶動分享討論，找出經文的原意和意義，帶來心意的更新，激發生命的轉變。建

議按照觀察→解釋→應用步驟來使用相應的問題。（四十五分鐘）                                                                                               

研經筆記要點 參考問題 

 11:1 – 11:18  彼得以見證勝過奉割禮者的控告 

 11:19 – 11:30  安提阿教會的建立與蒙恩 

 

 耶路撒冷教會勝過仇敵的逼迫 

 12:1 – 12:5     禱告的原因――希律王的逼害 

 12:6 – 12: 24         禱告的結果――教會的得勝 

 12:25                     巴拿巴和掃羅帶同馬可回到安提阿 

 

請簡述前一章的大意，並思

考與本章的關系。 

 

觀察﹕ 

請浏覽本次的經文，看看總

共可分幾段？ 

 

 

一，11:1 – 11:18  彼得以見證勝過奉割禮者的控告 

1.  奉割禮者控告彼得和未受割禮的人一同吃飯(1~3 節) 

 『領受』一詞，原文意指人自願、樂意地接受或學習一些事，並將之緊握、

保存；『神的道』即神的話(logos)。 

 V2〔背景注解〕『割禮』乃是神與祂的選民猶太人立約的記號(創十七

10)，他們的男嬰于出生後第八天須受割禮。猶太人藉此割禮，表明在他們

的身上有神賜福的證據，有別于其它外邦人。 

 “和他爭辯”，表明在彼得和奉割禮的門徒之間，興起了意見上尖銳的沖突。 

 V3〔背景注解〕舊約禁止猶太人吃不潔淨的食物(利十一章)，外邦人則不受

食物典章的限制。猶太人因不知外邦人的食物來源，爲免誤食不潔之物，故

從來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飯。但新約時代，基督已廢掉了那些律法上的規條，

 

 

解釋﹕外邦人也領受了神的

道到底是件好事還是壞事？

那爲什麽卻成了一些人怪罪

彼得的借口呢？ 

 

應用﹕參腓一 18，請分享在

服事主的事工上應有的態

度。 
 

解釋﹕參徒十五 1，請解釋那

些“奉割禮的門徒”是指哪一

群人？ 

 

解釋﹕基督徒是否必須行肉

身的割禮？『割禮』有何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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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外邦人得與猶太人合一(弗二 11~18)；神也在異象中，借著示意彼得吃一

些不潔淨之物，使他接納外邦人(徒十 9~16；十一 2~10)。 

 『未受割禮之人』指外邦人。 

 

2，彼得在約帕看見從天上來的異象(4~10 節)（請參閱徒十 9-15） 

 『 挨次』指『按著次序』(路一 3)。 

 『城裏』在此不是指城牆裏面，而是指『行政管轄範圍內』；彼得當時是住

在海邊的一個家裏(徒十 6)。 

 「魂遊象外」出神，恍惚，激昂，昂奮。 

 『定睛』原文含有『專注地觀看』或『目不轉睛地仔細察看』的意思。 

 

 V8〔背景註解〕摩西律法中的條例規定，走獸、昆蟲和飛鳥分成潔淨的和

不潔淨的；猶太人不可吃不潔淨的活物(利十一 46~47)。此項飲食條例的設

立用意在使猶太人和外邦人有所分別，歸神為聖。 

 

3. 彼得遵從聖靈的吩咐與弟兄同去該撒利亞 (11~12 節) 

 「是從該撒利亞差來見我的，」這三個人是哥尼流所打發的(徒十 7~8，

33)，聖靈說是祂所差遣的(徒十 20)。 

 不要疑惑，原文或作『不要分別等類』，意即不要有所歧視。 

 V12〔背景註解〕彼得加上六位弟兄，一共七個人在場。『七』是完全的數

目字，七個人的見證是完全的見證。按當時埃及的法律，要完全證明一個案

件，必須有七個證人；又按照當時羅馬的法律，要證明一件真正重要的文

件，必須有七個印章。因此彼得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我們一共有七個見證

人，故這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事實。 

 「我們都進了那人的家，」『那人』是指哥尼流(徒十 25)。 

 

4. 彼得得知那人係奉天使的吩咐差人邀請(13~14 節) 

 V14 由本節的話可見，在哥尼流尚未從彼得聽見福音以前，無論他的行爲

是如何的良善(參徒十 2，4)，仍不能使他得救。 

 「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你的全家』在此應包括哥尼流的家人、伺候

兵、奴隸、親屬密友和一切受邀請來參與聚會的人(徒十 7，24，44)。『得

靈的意義？(西二 11) 

 

解釋 ﹕「和他們一同吃飯

了」觸犯了什麽條例?  

 

 

解釋﹕從第 4 節的“挨次”

我們可以看出使徒彼得有怎

樣的品格？ 

 

 

應用﹕當主要托付我們去作

一件我們從來沒有作過的事

時，我們是否也像彼得一樣

說「這是不可的」呢？我們

怎樣來克服服事主的攔阻? 

 

 

觀察﹕正當那時是指什麽 

時候？(參徒十 17~19)。 

 

 

應用﹕當我們看見了主觀的

異象以後，是否需要有客觀

的環境(如這裏的三個人來

訪)來加以印證，證實我們

所見的異象確實是從神來

的？ 

 

 

 

 

 

 

應用﹕怎樣才能使你和你一

家都得救? 你得救的有把握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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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的條件是相信主耶稣，而相信乃是個人的事，誰要得救，誰就必須親自

相信主。而這裏說『你和你全家』，並不是說一個人得救，就自動會使他的

全家也都得救；乃是說一個人真實的得救，理應影響到他的家人，並且神也

樂意作工促成全家得救，這在聖經中有許多的實例(創七 1；書二 18~19；

路十九 9；徒十六 15，31；十八 8)。 

 

5. 彼得見聖靈也降在他們身上，故不敢攔阻神(15~17 節) 

 「我一開講，」不是說彼得剛要開口講話之時，而是說彼得才不過講了一些

起頭的話，還要往下繼續說的時候(徒十 34~44)。 

 『降』字的意思是『傾倒在整個人身上』，意指聖靈的澆灌(徒二 17~18)。 

 『當初』指五旬節(徒二 1~4)。聖靈如何在五旬節澆灌在猶太人門徒身上，

藉以向不信的猶太人證明，這是出于神的作爲；如今聖靈也借著澆灌在外邦

人信徒身上，向猶太人信徒證明，這是出于神的作爲。 

 「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你們要受聖靈的洗，」這是主耶稣在徒一 5 的話，

引自可一 8。 

 「受聖靈的洗」是耶稣基督職事的標記；就是將悔改且相信主的人浸到聖靈

裏，使他們得著神的生命，成爲基督的身體──教會(林前十二 13；徒二

2~4)。 

 〔背景註解〕有關聖靈的浸禮在聖經中只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在五旬節，

第二次就是在哥尼流的家。雖然在《使徒行傳》裏記載著許多人接受聖靈，

但是，只有這兩次是稱作『在聖靈裏受浸』，這是甚麽緣故呢？因爲五旬節

是爲猶太人，哥尼流家裏是爲外邦人；一次是開猶太人的門，一次是開外邦

人的門。 

 水浸是舊生命的結束，靈浸是新生命的開始；前者需要悔改(可一 4)，後者

需要悔改且相信福音(可一 15)。 

 

6. 眾人就不言語，只歸榮耀與神(18 節) 

 主耶稣是爲全人類的罪而死的，因此福音是爲全人類的；我們傳福音的對象

應當擴及各種族、各階層的人們。 

 

 

 

 

 

觀察﹕請解釋聖靈如何在彼

得身上作工？ 

 

 

 

 

 

 

解釋﹕接受聖靈的浸禮有甚

麽重要的意義？ 

 

 

 

 

 

應用﹕參照彼得在 17 節的

話，我們對神的救贖大工應

持怎樣的態度？ 

 

解釋﹕眾人就不言語，他們

是心悅誠服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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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提阿教會的建立與蒙恩 

 

1.  門徒在安提阿得著很多希臘人信而歸主(19~21 節) 

 『腓尼基』即今黎巴嫩，是在加利利西北部，沿海岸的一條狹長平地，包括

推羅和西頓二城。 

 塞浦路斯，小亞西亞南面，地中海的一個大島，又稱居比路。 

 「安提阿，」『安提阿』在今日土耳其境內，位于地中海的東部，是奧隆特

河(Oronte River)的出口處。當時敘利亞境內的産物，皆由這一條河進出；

同時也是巴勒斯坦、敘利亞和小亞細亞之間的必經之路。在使徒的時代人口

約有五十萬，是當時世界第三大都市，僅次于羅馬和亞力山大，有許多猶太

人居住在那裏。 

 古利奈，今屬北非利比亞的城市。 

 「也向希臘人傳講主耶稣，」『希臘人』指根本不信神的；這是向外邦人傳

揚福音的開始，也是教會布道工作的一大突破。 

 「主與他們同在，」原文作『主的手與他們同在』，表明主親自參與向外邦

人傳揚福音的工作。 

 

2.  巴拿巴來到安提阿勸勉眾人(22~23 節) 

 

 「他們就打發巴拿巴出去，」耶路撒冷教會派遣巴拿巴的主要目的，是要證

實外邦人對福音的接受，是否真實出于神。而教會所打發的人選巴拿巴非常

合適，一方面因他的心胸寬大，氣度恢宏(參 23~26 節)；另一方面他也是塞

浦路斯人(徒四 36)，由他來了解並幫助這些『塞浦路斯人』(參 20 節)的工

作，自然會比別人更加得心應手。 

 「立定心志，」指心中定意或決志(purpose of heart)。 

 

3.  巴拿巴使許多人歸服主(24 節) 

 

4.  拿巴從大數帶掃羅到安提阿一同教訓門徒(25~26 節) 

 〔背景注解〕掃羅剛信主三年之後，曾上耶路撒冷，想與信徒結交，但大家

都怕他，不信他也是個基督徒。惟有巴拿巴接待掃羅，領他去見使徒，因此

使掃羅得以與耶路撒冷的信徒們出入來往(徒九 26~28)。知掃羅者，惟巴拿

巴也。巴拿巴有知人之明，他深知掃羅才能高于自己，爲著建造安提阿教

會，需要借助于掃羅的幹才，所以去尋找他。 

 

 

 

 

應用﹕從那班四散的信徒 

身上我們能學到什麽？我們

對神的事工上又該持怎樣的

態度？如果不是主的能力，

而光想要靠人的力量來成就

福音的事工行嗎？ 

 

 

 

 

 

 

 

 

 

 

解釋﹕參照徒 4：36，請解釋

巴拿巴是誰？ 

 

應用﹕請從耶路撒冷教會派

遣巴拿巴去安提阿這件事

上，分享教會對外宣事工的

重要性。 

 

 

解釋﹕爲什麽巴拿巴看見神

所賜的恩就歡喜？ 

 

觀察﹕從 V24 對巴拿巴的描

述, 我們可以看出他是個怎

樣的人？ 

 

 

 

解釋﹕巴拿巴和掃羅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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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數，位於今日土耳其的小亚细亚半岛的東南部，位於托魯斯山脈之下、西

德奴斯河流往地中海的出海口。是羅馬帝國時期基利家省的首府、使徒保羅

的出生地。 

 V26〔背景注解〕安提阿在當時是一個色情行業很興盛的城市，那裏有月桂

樹女神廟，充斥著偶像和廟妓等邪淫行徑，人們的道德觀念低落，生活糜

爛，行爲敗壞。當有一班基督徒，在真理上訓練有素，在生活行爲上有良好

的見證，他們出現在如此的社會環境中，乃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對比，因此會

被人們當作一群『奇特』的人看待。 

 「找著了，就帶他到安提阿去，」這裏表明巴拿巴所作的有兩件：(1)

『找』――尋找人才，發掘人才；(2)『帶』――帶領人才，培養人才。 

 『教訓』是指教導、訓練別人，使之不但『認識』所信的基督，並且『熟

稔』作爲基督徒所應有的知識和實行；『教訓』在此含有一次再一次的教導

和訓練，直到對方完全學會爲止的意思。 

  (1)『基督』這名乃是超乎萬名之上的名(腓二 9)，因此能與基督這名沾上關

系乃是無上的光榮；(2)『基督徒』表明自己是屬于基督的，基督乃是萬主

之主，一切信徒都樂意向祂奉獻所有；(3)『基督徒』這名表明裏面充滿基

督，外面彰顯基督的人；(4)『基督徒』不但口裏稱呼基督，並且行事以基

督的心意爲心意。 

5. 知亞迦布預言將有大飢荒，果然應驗(27~28 節) 

 

   「亞迦布，」《使徒行傳》記載他曾兩次述說預告性的預言，均極靈驗(徒

廿一 10)。 

 『天下』指當時羅馬帝國的版圖範圍內；先知亞迦布的意思，應不是指羅馬

帝國全境，而是指在羅馬帝國境內多處將有饑荒發生。 

 『革老丟』是羅馬的皇帝，在位期間爲主後四十一至五十四年。據說猶太地

的饑荒，發生在主後四十七至四十八年。 

6. 徒捐錢託巴拿巴和掃羅送到眾長老那裏(29~30 節) 

 

 「照各人的力量捐錢，」財物奉獻應當照著自己的力量而爲；不要作難，不

要勉強；因爲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林後九 7)。 

 “長老”不是指民間的長老(徒四 5，9)，而是指教會的長老；此處是《新約聖

經》中首次提到教會的長老。長老這一個職分，主要是爲著治理教會(提前

三 5；五 17)，所以長老又稱監督(徒廿 17，28)。並且這裏提到『衆長

導』的方式來建造教會, 這

與當時的其他教會有何不

同？ 

 

 

 

 

 

 

 

 

 

 

 

應用﹕你是否敢于向外人宣

稱你自己是基督徒？ 

 

 

 

解釋﹕爲什麽說成全造就初

信的基督徒，乃是一件刻不

容緩的燃眉要務？ 

 

 

 

 

 

 

 

 

 

 

 

 

 

 

 

 

 

應用﹕神喜悅怎樣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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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表示在一個地方教會裏面，長老是『複數』的，所以一個正常的地方

教會，決不可以一人負一切的責任，一人包辦一切的服事。 

  根據聖經，長老們不只負責照管教會的事務，並且也負責牧養並教導神的

群羊(徒廿 28；多一 9；彼前五 2)。不過，並非每一位長老都有話語的恩

賜，所以長老們的主要職分，仍爲『管理』、『照管』神的教會。教會裏面

的一切行政、事務、人物、如何主張、如何進行、如何注意，都是由長老們

負責照管的。 

 

十二章    耶路撒冷教會勝過仇敵的逼迫 

一、禱告的原因――希律王的逼害： 

1.使徒雅各被害(1~2 節) 

 『那時』大概是指前一章巴拿巴和掃羅一同教訓、建造安提阿教會的時候

(徒十一 25~26)。 

 『希律王』指希律亞基帕一世，在位時期由主後四十一年至四十四年。他是

希律一世(大希律)之孫，治理巴勒斯坦全境。他是亞基帕二世的父親(徒廿五

13) 

 『苦害』包括監禁、磨難、責打、戲弄、沒收財産和殺戮等。 

 「用刀殺了，」即斬首，這是羅馬政權合法的行刑方式(太十四 10)。猶太人

只能以石頭打死罪犯(徒七 58)。 

 「約翰的哥哥雅各，」主耶稣曾經預言雅各和約翰將要喝祂所喝的杯(太廿

23)，意指他們兩個兄弟將會爲著主的見證遭受苦難；雅各是使徒中第一位

殉道者，至于約翰則遲至他年老時才被流放到拔摩的海島上(啓一 9)。 

2.拘禁使徒彼得(3~4，6 節) 

 「那時正是除酵的日子，」指逾越節七天的節期，這七天中猶太人須吃無酵

餅，故又稱除酵節(出十二 18~20；路廿二 7)；那個時候會有許多猶太人由

各地前來耶路撒冷守節。 

 〔背景註解〕「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按照羅馬計時法，夜晚有四更，每更

由一班兵丁看守，故共有四班。如此嚴密的看守法，一般只適用于特別重要

的死刑囚犯，以確保不使其逃獄。 

『逾越節』在此處指整個七天的節期。通常在逾越節期間，因爲有成千上萬

的百姓擁擠在耶路撒冷街道，故執政者不敢冒然公開行刑，以免激發暴亂(太

廿六 5；可十四 2)。 

 

解釋﹕作者路加將本章一至

廿四節插入于十一章卅節和

十二章廿五節之間，有何目

的？ 

 

 

 

 

 

 

 

 

 

 

應用﹕從第 6 節彼得在這樣

凶險的環境中仍然能夠安心

入睡，來分享我們如何也能

在大災難來臨時，仍有平安

和喜樂。(参徒二 25~26) 

 

 

 

解釋﹕從第 5 節看，教會有

没有偏心？是否只爲彼得禱

告，而未爲雅各禱告，以致

雅各被殺(2節) ？ 

 

 

 

應用﹕禱告在我們屬靈生命

中起到怎樣的作用？我們在

怎樣的情況下要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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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會卻為彼得切切的禱告神(5 節) 

 『切切』一詞，是指禱告的迫切和誠摯。『禱告神』原文是『向神禱告』；

禱告的對象是神，並不是禱告給人聽的。 

 

二、禱告的結果――教會的得勝 

1.神差遣天使救彼得脫離希律的手(7~11 節) 

 『忽然…站在旁邊』表示神的拯救是在人意想不到的時候突然來臨； 

 「束上帶子，」當時人的衣服是長袍式的，白天用帶子將之束緊，以防松

脫。到了晚上就寢時，就將帶子解開，才能舒服地睡覺。 

 「醒悟過來」清醒過來。 

 「和猶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猶太百姓』是指猶太教首領和硬著頸項不

肯相信主耶稣的猶太人；他們極力支持希律殺害使徒的計劃，『盼望』能消

滅基督教。 

 

2.彼得向教會報告後往別處去(12~17 節) 

 「想了一想，」原文是指一個人對一件事經過很嚴肅的思考。 

 〔背景註解〕「就往那稱呼馬可的約翰他母親馬利亞家去，」這屋子俗稱

『馬可樓』，據推測，主耶稣便是在這裏和門徒們吃最後的晚餐(路廿二

7~11)；主升天後一百二十個門徒聚集禱告的樓房(徒一 13~15)，也可能就

是此屋。 

 「在那裏有好些人聚集禱告，」馬利亞的家是當時耶路撒冷教會聚會的地點

之一。 

 「出來探聽，」意指出來應門，即回應彼得的敲門聲。 

 〔背景註解〕「必是他的天使，」猶太人相信每一個人都有一位護衛的天使

(太十八 10；來一 14)。 

 

3.希律權勢的紊亂(18~20 節) 

 由 18 節可知，當天使帶領彼得出監的時候，看守的兵丁們都沈睡未醒，這

想必也是天使所爲。 

 「希律惱怒推羅、西頓的人，」我們不知他爲何惱怒，僅推知他或許以截斷

糧食供應作爲手段，迫使民衆臣服。推羅、西頓盛産木材，但缺糧食，須從

加利利輸入，而加利利這時是在希律王的統治下。 

 

 

應用﹕從彼得神奇的得救， 

你是否也盼望神能在你意想

不到的時候來救你出苦難？

我們現在要做怎樣的預備？ 

 

 

 

 

 

應用﹕基督徒行事是否也凡

事最好『想一想』才能行在

神的旨意中？(参路二 19)， 

 

解釋﹕聖經中提到過幾位馬

利亞？分別是誰？ 

 

 

解釋﹕他們爲什麽說羅大瘋

了？我們有沒有禱告得著答

應的信心？ 

 

解釋﹕使徒彼得爲什麽要告

訴他們主怎樣領他出監？ 

 

 

 

 

 

 

 

 

 

 

 

 

應用﹕從希律的結局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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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希律最終的慘局(21~23 節) 

 〔背景註解〕「希律在所定的日子，」按曆史所記載，當時希律選了一特定

的日子，就是在羅馬皇帝革老丟的生日，借口慶賀，實則聚衆教訓他們。 

 「這是神的聲音，不是人的聲音，」意指將他當作神一般地稱頌。 

 「希律不歸榮耀給神，」意指他在被百姓恭維之際，欣然接受；自以爲是

神，對神乃是一種的亵渎。 

5.神的道更加興旺廣傳(24 節) 

 「神的道日見興旺，」『神的道』即『神的話(logos)』；『興旺』原文的

意思是『成長、長大』。神的話是托付給衆信徒，信徒的人數越多、靈命越

長進，神的話也就隨著越加增長。所以『興旺』不但是指信主的人數明顯增

多，更是指信徒的生命長大成熟。 

以學到什麽屬靈的教訓？ 

(参林前四 6) 

 

 

 

 

應用﹕苦難、窮乏的環境能

否阻止福音的廣傳？ 

 

三、巴拿巴和掃羅帶馬可回到安提阿(25 節) 

 「帶著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他們是帶馬可去安提阿學習事奉主(徒十三

5)，這是年長的同工提攜、訓練、成全後輩聖徒。 

 

應用﹕從巴拿巴和掃羅身上

我們可以學到什麽？教會和

團契當如何來訓練新的同

工？ 

 

禱告﹕求主幫助我們能把今天所領受的教導，具體實踐在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