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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哥尼流信主这件事情，
看在使徒行传的解经与释经看在使徒行传的解经与释经 ─ 十1 – 十一18

一、历史背景
二、文意脉络

四、使徒行传解经提问
1、这段经文的重点

在路加整段叙事 的功效三、叙事文学分析
1、故事场景

2、在路加整段叙事中的功效

3、为什么要放在这里故 场景

2、角色描写

3、结构布局

五、释经─ 对「我们」的意义

、结构布局

4、叙事手法

使徒行传的历史背景 ─
作者路加 本身就是 个外邦人作者路加，本身就是一个外邦人

受书人提阿腓罗大人，也是使用希利尼话的外邦人
要说明外邦人为什么要信奉出自犹太教根源的基督教要说明外邦人为什么要信奉出自犹太教根源的基督教

文意脉络 ─ 多次的福音进展当中，
 八到十二章 外邦人开始得救信主、

领受圣灵做为明显的印证，

福音借着彼得、保罗、巴拿巴、提摩太…众使徒

逐步传向外邦，四处建立教会、福音兴旺起来

第一个信主的外邦人哥尼流，是由彼得带领，
呼应第九章 保罗信主是由亚拿尼亚引导的呼应第九章 保罗信主是由亚拿尼亚引导的，

都有所谓双重异象的印证 ─
出于上帝超自然的安排出于上帝超自然的安排，

在福音进展中都是非常重要关键点

用叙事文学分析的方法来剖析这段经文…
故事场景 有 些很要紧的实物故事场景 ─ 有一些很要紧的实物

天使 ─引导哥尼流

异象 ─引导彼得

都是超自然的

故事场景 ─ 时空背景
该撒利亚 外邦城市 在约帕以北卅英里该撒利亚，外邦城市，在约帕以北卅英里，

发生的地点在哥尼流的家中

彼得在另外一个城市约帕 是种族杂居的城镇彼得在另外一个城市约帕，是种族杂居的城镇，

所待硝皮匠西门的家里，

硝皮匠会沾染不洁净的生物硝皮匠会沾染不洁净的生物，

严谨敬虔的犹太人并不喜欢这个行业

另 个地点是耶路撒冷教会 福音的发源地另一个地点是耶路撒冷教会，福音的发源地



故事场景 ─ 社会文化，

哥尼流是一个犹太人所不喜欢的罗马军官
相对的，罗马的军官

都要宣示效忠被神化的罗马皇帝该撒

哥尼流显然不是完全归依犹太教的人，

可是他的善行是得犹太人对他的称赞

这是在早期教会历史中
挺重要的 个议题挺重要的一个议题 ─

福音不单是为犹太人，也为外邦人。
这个常常逼迫 迫害犹太人的罗马军官这个常常逼迫、迫害犹太人的罗马军官，

也可以得救信主吗？

角色描写 ─ 最重要的两个人物：彼得、哥尼流，
在不同的时空地点 有不同的言行见证在不同的时空地点，有不同的言行见证…
彼得还在约帕硝皮匠西门的家中的时候，

他见异象 要来挑战他的成见他见异象，要来挑战他的成见


十1-2 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

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
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

多多赒济百姓，常常祷告神。

他是外邦人的一位领袖 遵照天使指示邀请彼得他是外邦人的 位领袖，遵照天使指示邀请彼得，
 召聚亲属密友，要等候听道

 这个虔诚人他手下的兵叫做虔诚兵 这个虔诚人他手下的兵叫做虔诚兵

当彼得到了该撒利亚哥尼流的家中，
路加非常谨慎的交待路加非常谨慎的交待 ─

还有同行的六位弟兄 ─ 后头要做见证。

彼得在哥尼流家中讲道，可是并不是那么甘愿…
他说 「我是不该来的 可是现在蒙圣天使指示来了他说；「我是不该来的，可是现在蒙圣天使指示来了，

请问你们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会发现他的成见 认为会发现他的成见 ─ 认为

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是不应该来往的。

第三个场景在耶路撒冷教会，彼得向
受割礼的犹太人 ─ 更严重拘泥成见的犹太人来做见证；

哥尼流并没有到，哥尼流的见证却到了，

在彼得论述中，把所发生的事情诚实以报。

这个事件角色描写里面，看见 ─
一个敬虔的非犹太人如何领受福音 个敬虔的非犹太人如何领受福音
由使徒中的彼得，把福音带进非犹太人的群体中

这个过程由角色的描写这个过程由角色的描写，

看出路加写作带来的张力，以及人心的转变。

结构布局…
十 哥尼流在该撒利亚看见异象 十1-8 哥尼流在该撒利亚看见异象

 十9-23 同时，彼得在约帕硝皮匠西门的家中，也看见异象，

所谓双重异象 因为这引导 印证 彼得提起脚步所谓双重异象，因为这引导、印证，彼得提起脚步

 十23- 彼得到哥尼流家中讲道 ─
开场白是 甘愿的 得 开 讲道 开场白是不甘愿的，不得不开口讲道

 讲道还没有结束，圣灵就已经降临…
彼得惊呼 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 彼得惊呼 ─ 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

他才为哥尼流的全家施洗

 十一章 彼得在耶路撒冷的教会，
 受割礼的犹太人质询彼得受割礼的犹太人质询彼得
 彼得把第十章 所发生的事做个报告，

让受割礼的犹太人都能够像彼得一样 ─让受割礼的犹太人都能够像彼得 样

突破成见，接受外邦人也要加入教会



叙事手法 ─ 重现的主题…
彼得的 象 次彼得的异象出现两次，

 路加记录了彼得见异象

 十一章 彼得在耶路撒冷教会，

见证他所看到的异象

重点 ─ 神所洁净的不可当做俗物，

特指着彼得会面的这群外邦人，

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做俗而不洁的

哥尼流的异象也出现两次哥尼流的异象也出现两次，
 路加记载了哥尼流见异象

哥尼流所差去的家人请彼得来讲道 哥尼流所差去的家人请彼得来讲道，

必须再讲一次，使得彼得愿意开口讲道

叙事手法 ─ 重现的主题…
圣灵的引导 圣灵的洗的印证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洗的印证 ─
在每个群体中，印证都是因着耶稣基督信而归主的，

描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 圣灵的恩赐浇在他们身上描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圣灵的恩赐浇在他们身上、
圣灵充满，印证前面耶稣说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在哥尼流是先有圣灵的降下在哥尼流是先有圣灵的降下，

彼得有这样的印证之后，才愿意给他们施洗

叙事手法 ─ 打岔…
 叙事文体中常用的文学技巧 叙事文体中常用的文学技巧

彼得讲道中，圣灵降临在哥尼流家人的身上，

这个打岔让彼得的讲道中止 (十44-46)这个打岔让彼得的讲道中止 (十44-46)

 主要说明上帝主动介入
 就像神的灵 天使 异象 一样运作的方式 就像神的灵、天使、异象， 样运作的方式，

主动引导彼得进入哥尼流的家中，将福音传递出去

叙事手法 ─ 重复…
十 彼得在耶路撒冷教会被质询的时候十一4-15彼得在耶路撒冷教会被质询的时候，

把前面所发生的事情，用稍微不同的话重复了一次，

是要声称说 这是无可争论的 真实的是要声称说 ─ 这是无可争论的、真实的、

有上帝的授权以及允许…

十十一16-17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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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重复的记录 ─ 故事的记载、彼得的言论，
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

 要在拘泥成见的犹太信徒中，打破成见，

使得他们愿意接纳外邦人也加入教会使得他们愿意接纳外邦人也加入教会

在这特别的叙事手法当中，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他的作用

使徒行传的解经，要处理三个问题…
1 Wh t 本段的重点 彼得被圣灵的引导 向外邦人1. What 本段的重点 ─ 彼得被圣灵的引导，向外邦人

哥尼流传耶稣，有圣灵的印证；又向犹太弟兄做见证。

哥尼流信主 使徒行传前后出现三次 十 十 十五哥尼流信主，使徒行传前后出现三次 (十；十一1-18；十五6-10)

主后第一世纪的犹太基督徒，所要面对的挑战有两方面 ─
犹太人彼得 怎么可以进外邦人哥尼流的家跟他们相交A. 犹太人彼得，怎么可以进外邦人哥尼流的家跟他们相交？
上帝亲自的引导，有异象、有圣灵的声音、有天使的话…

是 有 背 帝 意不是人为的，没有违背上帝的旨意

B. 外邦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

要不要受割礼、守摩西律法，才能成为神的子民？
 外邦人已经有圣灵赐下，上帝也悦纳他们的信心，

圣灵的降下就是一个外显型的见证

 犹太信徒跟非犹太的外邦人信徒是一模一样的，

教会不应该要求他们再受割礼 再去守摩西律法教会不应该要求他们再受割礼、再去守摩西律法，

将人为的重担加诸外邦信徒身上



2. How 如何在路加整段叙事当中发挥它的功效？
就是表明 救恩是给所有人预备的就是表明 ─ 救恩是给所有人预备的，

所有事件的发生都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除 太 帝 邦证明除了犹太人，上帝也拯救外邦人，

上帝并不偏待人！

3. Why 路加为什么要把这段经文放在这里？
 是为着福音广传外邦所要做的预备 是为着福音广传外邦所要做的预备

 如果没有哥尼流的例证，

使徒的大公会议 十五章 就有不同的结果使徒的大公会议 十五章，就有不同的结果，

教会历史可能要改写了

用这样的解经，
读出路加从这段经文当中带下的教导读出路 这段经文当 带 的教导
在教会历史当中、福音进展里，所要有的作用

准确的解经可以带来准确的释经应用…
今天基督徒在寻求上帝的引导当中今天基督徒在寻求上帝的引导当中，

 是不是一定要复制有天使、异象、圣灵印记的的印证印证？？

今天上帝当然可以继续用这些方法来显明祂的旨意今天上帝当然可以继续用这些方法来显明祂的旨意，

 前提是我们正在做什么？是不是在传福音？与神同工？

还是只是很自私的 在自己个人的事件当中 还是只是很自私的、在自己个人的事件当中，

一味的要求上帝要显明祂给我们个人的引导

上帝藉天使、异象、圣灵，直接指示彼得及哥尼流，
牵涉到的并不是教义、不是基督徒的伦理，

乃是基督徒的经验与惯例 ─
并不是一定都要依样画葫芦如此行

用这些特殊超自然的引导，为要突破成见

到底彼得去传福音比较困难 还是让哥尼流信主比较困难？到底彼得去传福音比较困难、还是让哥尼流信主比较困难？
在这段经文来看，叫彼得去传福音难度是大的多！

福音需要突破的不是人的不信，
而是属主的工人不愿意突破自己的成见！而是属主的工人不愿意突破自己的成见！

让我们从准确的解经当中，省思今天在面对福音进展、

寻求上帝给我们个人生命的引导当中，应用这段经文…
不是只期望自己一些欲望，有上帝的印证引导
让自己降服在上帝圣灵的大能当中，乐意像彼得一样 ─

愿意留意圣灵的工作，与祂同工、与祂一同进出

让我们体会 ─上帝恩待全心寻求祂的人，
让我们始终敞开，让我们始终敞开，

愿意让上帝绝对的主权来引导我们

不是要求上帝 ─不是要求上帝
 要像对彼得、引导哥尼流那样，来对我说话

 不是在乎某一个所谓上帝做事的公式 不是在乎某 个所谓上帝做事的公式

反而是我们的心是否向神敞开，愿意被神改变！

爱我们的耶稣 我们仰望你 祷告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仰望你，

† 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耶稣

祷告祷告
† 你过去如何做事，我们深信你现今仍然做事

但是求你怜悯我们，有时我们拘泥于自己的成见，

主啊，帮助我们 ─
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光照当中，

 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
 愿意接受你给我们生命当中新的引导愿意接受你给我 生命 中新的引导

让我们的每一个向往，都是参与你自己的福音的进展，

而不是要求你来成就我的计划而不是要求你来成就我的计划。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