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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教會在外邦人中（10:1~12:25） 

哥尼流見異象 10:1-8 
在該撒利亞有一個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營的
百夫長。 2 他是一個虔誠的人，他和全家都敬畏 
神，對人民行過許多善事，常常向 神禱告。 3 有
一天，大約下午三點鐘，他在異象中，清清楚楚看
見 神的一位天使來到他那裡，對他說：「哥尼
流！」 4 他定睛一看，害怕起來，說：「主啊，甚
麼事？」天使說：「你的禱告和善行，已經達到 
神面前，蒙他記念了。 5 現在你要派人到約帕去，
請那個名叫彼得的西門來。 6 他在一個製皮工人西
門的家裡作客，房子就在海邊。」 7 和他說話的天使走了之後，他就叫了兩個家僕和侍候
他的一個虔誠的士兵來， 8 把一切事向他們講明，然後派他們到約帕去。 

• 在該撒利亞 Caesarea，哥尼流是羅馬軍營的百夫長，是敬虔(godly)的人，全家都敬

畏神。行善事，并且常常禱告的外邦人 

哥尼流說：「四天以前下午三點鐘，我在家裡禱告的時候  (10:30) 

• 他在異象中見到天使，自然的感到驚怕，稱呼主啊，是尊稱。 

• 禱告和善行達到神那裏，是强調所做的，蒙神悅納。 

• 要哥尼流派人到約帕製皮工人西門的家，請一位叫彼得的西門來。 

• 哥尼流謹慎的派了三個人去。 

彼得見異象 10:9-33 

異象 10：9-16 

第二天，大約正午，他們走近那座城的時候，彼得上了房頂去禱告。 10 那家人正在預備
飯的時候，彼得覺得餓了，很想吃飯。這時候他魂遊象外， 11 看見天開了，有一件東
西，好像一塊大布，綁著四角，降在地上。 12 裡面有地上的各樣四足牲畜，還有昆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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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的飛鳥。 13 有聲音對他說：「彼得，起來，宰了
吃！」 14 彼得說：「主啊，千萬不可！我從來不吃俗物和
不潔的東西。」 15 第二次又有聲音對他說：「 神所潔淨
的，你不可當作俗物。」 16 這樣一連三次，那件東西就立
刻收回天上去了。 

• 各樣四足牲畜，還有昆蟲和天空的飛鳥：參考利

11:1-47，是猶太人所遵守，不能吃不潔净的動物。 

• 「彼得，起來，宰了吃！」：是命令要彼得採取行動，彼得堅決的拒絕，基於一貫

符合神心意的禮節。 

o 這異象的目的是要信徒，對外邦人傳福音：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 (1:8) 

o 神早已經安排使徒，接受進入原來不可接受，甚至認爲不潔净的外邦人中。

例如： 

• 彼得在約帕一個製皮工人西門的家裡住了許多日子 (9:43)，住在不潔

净的行業的家裏。 

• 主耶穌也在可 7:1-23，教導猶太人潔净不是外表，而是内心。 

o 神的啓示是漸進式，當時保護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異端邪教的地方，不要他們

同流合污，參考以下經文： 

以色列人哪，現在你們要聽我向來教訓你們遵行的律例和典章，使你們可以
活著，可以進去得著耶和華你們列祖的 神賜給你們的地作產業。(申 4:1) 

o 彼得當時的反應：”主啊，千萬不可”，我們通常的反應也是，稱呼”主”，順

服神為我們生命的主宰，但同時告訴主”不”(可)。 

§ 以我們自己的主張，畫下”聖俗”之分： 

v 管理治理神的創造，即工作，有時錯誤的被認爲俗世；而只有專心祈

禱、傳道，才是屬聖。 

o 彼得在異象中沒有立即採取行動，這異象是爲了緊接的下文，哥尼流的僕人

來見彼得所預備。 

o 雖然當時沒有明白，但是後來就明白，不能把外邦人看爲不潔净，因爲神已

經憐憫了哥尼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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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來的人 10:17-23 

彼得猶豫不定，不明白所看見的異象是甚麼意思，恰好哥尼流派來的人，找到西門的家，
站在門口， 18 大聲問：「有沒有一個名叫彼得的西門在這裡作客？」 19 彼得還在思量那
異象，聖靈對他說：「你看，有三個人來找你！ 20 起來，下去吧，跟他們一起去，不要
疑惑，因為是我差他們來的。」 21  

於是彼得下樓到他們那裡，說：「看，我就是你們所要找的人。你們是為甚麼來的？」 

22 他們說：「百夫長哥尼流是個義人，敬畏 神，全猶太族都稱讚他。他得到一位聖天
使的指示，請你到他家裡，要聽你的話。」 23 彼得就請他們進去，留他們住下。第二
天，彼得動身跟他們一同去，另有約帕的幾位弟兄同行。 24 第三天，他們到了該撒利
亞。哥尼流已經招聚了自己的親戚好友在恭候他們。 

• 彼得還在困惑中，哥尼流差派的人到了。聖靈催促“起來，下去吧，跟他們一起
去”，是帶命令式以強調該命令。 

• “不要疑惑”，不要猶豫不決。例如，尋找印證： 

o 基甸求兩次證據，在聖經中常視作信心的弱小或不信(太 16:1 法利賽人和撒
都該人前來試探耶穌，求他顯個從天上來的神蹟給他們看。；太 12:38 我們
想請你顯個神蹟看看；路 11:16 又有人試探他，向他求一個從天上來的神
蹟。)，是「試探上帝」。參考出 17:1-7，申 6:16，詩 95:9。 

• 第二天，前往該撒利亞的一個外邦人家。 

彼得與哥尼流 10:25-33 

彼得一進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腳前叩拜。 26 彼得扶起他，說：「起來，我也
是人。」 27 彼得和他說了話，就進去，看見許多人聚集在那裡， 28 就對他們說：「你們
知道，猶太人本來是不准和外國人接近來往的，但 神已經指示了我，不可把任何人當作
凡俗或不潔的。 29 所以我一被邀請，就毫不推辭地來了。現在請問：你們請我來是為甚
麼事？」 30  

哥尼流說：「四天以前下午三點鐘，我在家裡禱告的時候，忽然有一位身穿光明衣服的
人，站在我面前， 31 說：『哥尼流，你的禱告已蒙垂聽，你的善行在 神面前已蒙記
念。 32 你要派人到約帕去，請那個名叫彼得的西門來。他在海邊一個製皮工人西門的家
作客。』 33 所以我立刻派人去請你，現在你來了，好極了！我們都在 神面前，要聽主
吩咐你的一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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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尼流見到彼得，立即叩拜： 跪拜，拜。雖然哥尼流是敬虔敬畏神的人，在異象

中天使對他的指示，以爲彼得是神人，就對彼得下拜。 

• 彼得立即扶哥尼流起來，制止向他下拜。不像今天許多口裏自稱謙卑，卻期待人的

遵從。 

• 對聚集的許多外邦人說：神已經指示了我，不可把任何人當作凡俗或不潔的。
(10:28) 

思考： 

  •    我是否也像彼得一樣，有堅硬的「聖俗二分法」？ 

         ¡   我需要對人或事物，調整我的看法嗎？ 

         ¡   我需要對我與神的關係，需要調整嗎？ 

         ¡   我需要調整我對神的事奉嗎？ 

 

彼得的講道 10:34-43 
哥尼流說：「...好極了！我們都在 神面前，要聽主吩咐你的一切話。」(10:30-33) 

彼得就開口說：「我實在看出 神是不偏待人的。 35 原來在各民族中，凡敬畏他而行義
的，都蒙他悅納。 36  神藉著耶穌基督（他是萬有的主）傳和平的福音，把這道傳給以
色列人。 37 你們知道：在約翰傳講洗禮之後，這道從加利利傳遍了猶太， 38 並且知道 
神怎樣用聖靈和能力膏立拿撒勒人耶穌。他到各處行善事，醫好所有被魔鬼壓制的人，因
為 神與他同在。 39 我們就是他在猶太人之地和耶路撒冷所行一切事的見證人；他們竟
然把他掛在木頭上，殺了他。 40  神叫他第三天復活，並且使他顯現， 41 不是顯現給所
有的人看，而是給 神預先揀選的見證人看，就是我們這些在他從死人中復活之後，與他
一同吃喝的人。 42 他吩咐我們向人民傳講，鄭重證明他是 神所立，審判活人死人的
主。 43 所有先知都為他作見證：所有信他的，都必藉著他的名，罪得赦免。」 

• 神對各民族不偏待，只要人與神有正確的關係：敬畏神，即是“你要全心、全性、
全意愛主你的 神”(太 22:37)，并且人與人的關係： 對人民行過許多善事（和合

本：多多賙濟百姓）(10:2) 10:35 



OCM

使徒行傳 

[5]  Rev. J Liu 2021.05 
 

• 傳和平的福音，是彌賽亞所帶來的祝福，如林後 5:19 神在基督裡使世人與他自己
和好。 10:36 

• 把這道傳給以色列人，是人格化的道。賜給以色列人，從加利利，傳遍猶太。
 10:37 

• 膏立拿撒勒人耶穌，就是立耶穌為彌賽亞，藉所行所傳的使人相信天國的福音。
 10:38 

• 被人拒絕，被釘十架后三天復活，顯現給預定的人。肉身的復活，與我們同吃喝。

吩咐我們要傳講，信祂罪得赦免。 10:39-43 

外邦人領受聖靈    10:44-48 
彼得還在說話的時候，聖靈降在所有聽道的人身上， 45 那些受了割禮、跟彼得一同來的
信徒，因為聖靈的恩賜（「恩賜」或譯「恩賞」）也澆灌在外族人的身上，都很驚訝； 

46 原來聽見他們講方言，尊 神為大。於是彼得說： 47 「這些人既然領受了聖靈，跟我
們一樣，誰能禁止他們受水的洗禮呢？」 48 就吩咐他們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後來，他
們請彼得住了幾天。 

• 因為聖靈的恩賜（「恩賜」或譯「恩賞」）也澆灌在外族人的身上，都很驚訝。直

譯：都很驚訝，因為{聖靈的禮物被傾注}甚至在外邦人身上 10:45 

o 恩賜[δωρεά, dōrea]gift 禮物，恩賜 

§ 神所賜，爲了教會事工的目的。例如方言，為福音信息傳遞。 

• 聽見他們講方言，尊 神為大。 10:46 

o 方
言 [γλῶσσα, glōssa] the tongue, a member of the body, an organ of speech; the 
language or dialect used by a particular people distinct from that of other 
nations 舌頭；方言，語言 10:46 

o 聽

見”他們”：也澆灌在外族人的身上。 

• 隨即吩咐他們，遵守大使命“...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太
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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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囘到耶路撒冷教會報告    11:1-18 
使徒和在猶太的弟兄們，聽說外族人也接受了 神的道。 2 彼得上到耶路撒冷的時候，那
些守割禮的人與他爭論， 3 說：「你竟然到未受割禮的人那裡，跟他們一起吃飯！」 4  

彼得就按著次序向他們講解，說： 5 「我在約帕城禱告的時候，魂遊象外，見到異象：有
一件東西，好像一塊大布，綁著四角，從天上降下來，一直來到我面前。 6 我定睛觀察，
看見裡面有地上的四足牲畜、走獸，還有昆蟲和天空的飛鳥。 7 我也聽見有聲音對我說：
『彼得，起來，宰了吃！』 8 我說：『主啊，千萬不可，因為俗物或不潔的東西，從來沒
有進過我的口。』 9 第二次又有聲音從天上回答：『 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 

10 這樣一連三次之後，所有的東西都拉回天上去了。 11 就在那個時候，有三個從該撒利
亞派到我這裡來的人，站在我住的房子門前。 12 聖靈吩咐我跟他們一起去，一點也不要
疑惑。這六位弟兄也跟我一起去，我們就進了那人的家。 13 他告訴我們，他怎樣看見天
使站在他家裡說：『派人到約帕去，請那個名叫彼得的西門來， 14 他有話要告訴你，使
你和你全家都可以得救。』 15 我一開始講話，聖靈就降在他們身上，正像當初降在我們
身上一樣。 16 我就想起主所說的話：『約翰用水施洗，但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17  神
既然把同樣的恩賜（「恩賜」或譯「恩賞」）給他們，像給我們這些信了主耶穌基督的人
一樣，我是誰，我能夠阻止 神嗎？」 18  

眾人聽見這些話，就默然無聲，把榮耀歸給 神，說：「這樣看來， 神也把悔改的心賜
給外族人，使他們得生命。」 

• 一群嚴守猶太禮節的極端分子，指控彼得與外族人一起進食，污染了自己。 11:1-3 

• 彼得敘述聖靈帶領，賜給外族的人恩賜，如當初耶穌所賜。  11:4-17 

• 耶路撒冷教會衆人明白之後，將榮耀歸給神。 11:18 

安提阿教會    11:19-30 
那些因司提反事件遭受苦難而四散的門徒，一直走到腓
尼基、塞浦路斯、安提阿；他們不對別人傳講，只對猶
太人傳講。 20 但其中有些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來到
安提阿，也對希臘人傳講主耶穌。 21 主的手與他們同
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多起來。 22 這事傳到耶路撒冷教會
的耳中，他們就派巴拿巴到安提阿去。 23 他到了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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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 神所施的恩，就很歡喜，勸勉眾人堅心靠主。 24 巴拿巴是個好人，滿有聖靈和信
心，於是許多人歸了主。 25 後來他到大數去找掃羅， 26 找到了，就帶他來安提阿。足足
有一年，他們一同在教會聚集，教導了許多人。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開始的。 

27 那時，有幾位先知從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28 其中有一個名叫亞迦布的站起來，藉著
聖靈指出天下將要有大饑荒；這事在革老丟時期果然發生了。 29 於是門徒決定按著各人
的力量捐款，好送給住在猶太的弟兄。 30 他們就這樣行了，由巴拿巴和掃羅經手送到長
老們那裡。 

• 耶路撒冷教會派巴拿巴，到安提阿探望信而歸主的人。勸勉大家心中要立定，繼續

在主裏面。 11:21-23 

• 善良性格的巴拿巴，是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帶領許多人信主。從大數把掃羅帶到

安提阿，教導基督徒。 11:24 

• 教導基督徒。 

• 教導，是教訓，或訓練。 

• 基督徒 原來稱爲門徒，門徒即學生學徒，現在正式稱爲「基督的跟隨

者」，高舉基督的名字。  11:25-26 

• 巴拿巴與掃羅送收到的捐款到長老那裏，給猶太的弟兄 11:27-30 

 

思考：1 

    •  使徒，門徒，基督徒，這幾個稱呼都跟相信主耶穌有關。 

    •  從那時開始，門徒稱為基督徒。 

        ¡  我稱自己為基督徒嗎？ 

        ¡  我明白門徒就是學生，我明白稱爲基督徒需要付上代價嗎？ 

                                                        
1使徒，起初指傳福音的人，特指十二使徒，保羅常自稱為使徒。 

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蒙召作使徒，奉派傳 神的福音。 (羅 1:1) 

門徒，是學生，學徒。指耶穌的門徒。 

基督徒, 基督的跟隨者。 

耶穌又對眾人說：如果有人願意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路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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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確定主耶穌，也會認我為基督徒嗎？ 

 

希律苦害教會    12:1-5 
那時，希律王下手苦害教會中的幾個人， 2 用刀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 3 他見這事博得了
猶太人的歡心，就在除酵節期間，再次捉拿彼得。 4 捉到了，就把他關在監裡，交給四班
士兵看守，每班四個人，打算過了逾越節，把他提出來交給民眾。 5 彼得就這樣被拘留在
監裡；但教會卻為他迫切地祈求 神。 

• 希律王苦害，是對受害者肉身上的逼害。受害者是教會領袖，就是使徒們。 12:1 

• 約翰的哥哥雅各，都是西庇太的兒子(可 3:17)，耶穌呼召的門徒(路 5:10)。用刀殺

了，大概是砍頭。 12:2 

• 爲了討好公會中的法利賽人，在逾越節的前夕，又抓了彼得。把彼得關起來，待節

日之後公審，然後處死。 

• 士兵嚴謹的輪流看守彼得，教會為彼得恆切迫切的禱告。 12:4-5 

天使救彼得    12:6-19 
希律要提他出來的前一夜，彼得被兩條鎖鍊鎖住，睡在兩個士兵中間，還有衛兵守在門
前。 7 忽然，有主的一位使者出現，牢房裡就光芒四射。天使拍拍彼得的肋旁，喚醒他，
說：「快起來！」他手上的鎖鍊就脫落了。 8 天使對他說：「束上帶子，穿上鞋！」他就
這樣作了。天使又說：「披上外衣，跟我走！」 9 他就出來跟著天使走，但他不知道天使
所作的事是真的，還以為是見了異象。 10 他們經過第一、第二兩個崗位，來到通往城內
的鐵門，那門自動給他們開了。他們出來，往前走了一條街，天使立刻離開了他。 11 彼
得清醒過來，說：「現在我確實知道，主差他的天使來，救我脫離希律的手和猶太人所期
望的一切。」 12 他明白了之後，就到約翰（別名馬可）的母親馬利亞家裡去；有許多人
聚集在那裡禱告。 13 彼得敲了大門，有一個名叫羅大的使女，出來應門。 14 她認出是彼
得的聲音，歡喜到顧不得開門，就跑進去報告，說彼得站在門外。 15 大家說：「你瘋
了！」她卻堅持地說這是真的。他們說：「一定是他的天使。」 16 彼得繼續敲門；他們
打開了，一見是他，就非常驚訝。 17 彼得作了一個手勢，要他們安靜，然後對他們述說
主怎樣領他出監，又說：「你們把這些事告訴雅各和眾弟兄。」就離開那裡，到別的地方
去了。 18 天亮的時候，士兵們非常慌亂，不知彼得出了甚麼事。 19 希律搜索他，卻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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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就審問衛兵，下令把他們帶出去處死。後來希律離開猶太，到該撒利亞去，住在那
裡。 

• 彼得雙手被鎖，睡在二個士兵當中。忽然光芒四射，天使來到監獄中，喚醒彼得，

手上的鎖鏈掉下，天使吩咐穿衣鞋，跟著天使出去。彼得在半睡半醒中，以爲在異

象中。一會兒就清醒過來 12:6-9 

• 走出層層的監獄，到大街上，天使就離開，彼得清醒過來。 12:10-11 

• 彼得到了馬可的母親馬利亞的家裏，有許多人在那裏禱告。服侍工作的女子羅大應

門卻沒有開門，進去通報。大家以爲是彼得凶多吉少，是彼得的守護天使，等看到

彼得，還是吃驚不信。 12:12-16 

• 彼得敘述過程之後，要他們告訴教會領袖和長老，以及雅各。 12:17 

• 雅各是主耶穌在世上時的弟弟. 12:17 

上耶路撒冷...除了主的弟弟雅各以外，我都沒有見過。(加 1:18-19) 

• 希律下令把看守的衛兵處死。隨即往該撒利亞，住在那裏。 12:19 

神擊打希律    12:20-25 
當時希律對推羅和西頓人懷怒在心。這兩地的人因為他們的地區都需要從王的領土得到糧
食，就先拉攏了王的內侍臣伯拉斯都，然後同心地去見希律，要向他求和。 21 到了定好
的日期，希律穿上王服，坐在高臺上，向他們演講。 22 群眾大聲說：「這是 神的聲
音，不是人的聲音！」 23 他不歸榮耀給 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擊打他，他被蟲咬，就
斷了氣。 24   

神的道日漸興旺，越發廣傳。 25 巴拿巴和掃羅完成了送交捐項的任務，就帶著名叫馬可
的約翰，從耶路撒冷回來。 

• 希律對敘利亞沿海的二個城推羅和西頓惱怒，推羅和西頓不敢得罪希律王，透過希

律王的近身的官，來跟希律王求和。 12:20 

• 希律王為羅馬王革老丟 Claudius 的大慶祝會，穿上銀光閃閃的朝服，坐在高高在上

的位置，對下演講。群衆大聲奉承說希律王的聲音像神，敬希律王如神。 

• 希律王不歸榮耀給神，天使立刻罰他。神的刑法速速臨到驕傲自負的希律王，被蟲

咬立即死亡。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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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信息日日的持續擴張，巴拿巴和掃羅帶了捐款到耶路撒冷。之後，帶著稱馬可

的約翰，回到安提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