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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的使徒行傳跟舊約的敘事文體，有非常類似的解經原則，

現代教會在讀的時候 會有不 樣的假設前題現代教會在讀的時候，會有不一樣的假設前題 ─
讀舊約敘事，感覺上就是在讀以色列人的故事，

不會立刻想要效法他們某 些的行為不會立刻想要效法他們某一些的行為

讀使徒行傳，會認為是教會歷史的先例，

似乎要仿效使徒行傳的教會生活 模式似乎要仿效使徒行傳的教會生活、模式、

信徒互動…就會帶來教會的增長

會認為 使徒行傳 是歷代教會 典範會認為 ─ 使徒行傳就是歷代教會的典範

真的是這樣嗎？

探討使徒行傳的解經與釋經，我們的要點 ─
要挖掘出路加在寫作使徒行傳的時刻，要挖掘出路加在寫作使徒行傳的時刻

聖靈引導他寫了些什麼？是怎麼寫的？

用意是什麼？真的是要我們照著他所寫的用意是什麼？真的是要我們照著他所寫的

教會生活模式來照著做嗎？

使徒行傳是歷史 ─ 路加按照年代的先後次序、

某些要向提阿非羅大人來做的交待 其實是延續路加福音某些要向提阿非羅大人來做的交待，其實是延續路加福音。

路加是一個非常棒的歷史家，

把耶穌的生平 初代教會的發展 放在當時把耶穌的生平、初代教會的發展，放在當時

歷史框架中，讓我們知道它真實發生過

整體而言 就是最初的教會歷史的卅多年整體而言，就是最初的教會歷史的卅多年，

非常有次序、仔細記錄初代教會所發生的事情

也有某些方面的神學關注 ─
不是只是在做報導，他要人看見上帝的作為…
在選擇材料，聖靈引導他用最準確的用語，

寫下這段時間，上帝透過教會所成就的事情

在編輯使徒行傳，他是有目的的 ─
敘述主後第一世紀福音的進展、教會的發展

除了是歷史，更是一本神學的記錄 ─ 記載上帝的作為。

我們要透過適當的解經方法，來挖掘出路加的信息，

不見得是我們想要知道什麼 不是出於好奇 需要不見得是我們想要知道什麼，不是出於好奇、需要，

而是容許聖經來對我們說話…

第一步 ─ 好好的、整體性的閱讀，最好一口氣讀完，

在每一個事件段落的起承轉合中，路加所看中的主題，在每 個事件段落的起承轉合中 路加所看中的主題

在這主題的引導下，很自然的分段…
主要人物 ─一到十二彼得，十三到廿八保羅主要人物  到十二彼得 十三到廿八保羅

從地理上來看 ─ 一到七耶路撒冷，

八到十轉移到撒馬利亞、猶太全地，八到十轉移到撒馬利亞、猶太全地，

十一到廿八往地極發展

一8b 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是使徒行傳成書的一些關鍵點。



全書明顯的有六大段落，都有非常類似的結尾語…
1 最早期耶路撒冷的教會 記載1. 一1 –六7 最早期耶路撒冷的教會，記載了 ─

 彼得的講道、在猶太背景中遭逼迫、被反對

五旬節事件 說希利尼話的信徒 五旬節事件，說希利尼話的信徒、

說亞蘭話猶太人信徒之間，開始有些衝突

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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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六8 –九31 福音首次在地理上的發展，

 因為司提反殉道，許多說希利尼話的猶太籍基督徒，因為司提反殉道 許多說希利尼話的猶太籍基督徒

把福音帶回了他們所散居各地的家鄉

 撒撒馬利亞人，成為半猶太教、半猶太民族的第一批信徒

九31 那時，猶太、加利利、撒馬利亞各處的教會
都得平安，被建立；

撒撒馬利亞人 成為半猶太教 半猶太民族的第 批信徒

都得平安，被建立；

凡事敬畏主，蒙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

3. 九32 –十二24 福音首次傳給外邦人…

以哥尼流的信主為關鍵，在使徒行傳被敘述了兩次，

重要意義在於 ─ 
他的歸信是直接由神而來的行動

神透過彼得引導哥尼流家信主神透 導哥 家

彼得是公認的猶太基督徒宣教的領袖，

這個關鍵點使得福音開始突破了猶太人單一族群這個關鍵點使得福音開始突破了猶太人單 族群

福音轉移進入了安提阿教會 ─安提阿

被在五旬節在耶路撒冷信主的人、

因著遭遇逼迫四散，

十二24 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

把福音帶回了安提阿，安提阿教會被建立

十二24 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
耶路撒冷

4. 十二25 –十六6 福音第一次在地理上擴展到外邦世界…
保羅是領袖，猶太人開始拒絕福音 ─

因為教會接納外邦人，猶太教的信徒有不一樣的反應

耶路撒冷的教會舉行會議耶路撒冷的教會舉行會議，討論是否要接納外邦弟兄，

是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
往後記錄保羅旅行傳道，將福音帶往外邦世界

十六5 於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十六5 於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 人數天天加增

5. 十六6 –十九20 福音在外邦世界不斷的西進，

甚至因著馬其頓異象進入了歐洲甚至因著馬其頓異象進入了歐洲；

猶太人不斷的拒絕接受福音。

音 展 音遭受逼福音進展、福音遭受逼迫，

這兩條平行線是不斷的發展著…

十九20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就是這樣。

6. 十九21 –廿八31

保 福 鍊 使徒保羅帶著福音、帶著鎖鍊到達了羅馬

 保羅受審，每一次都是被宣告無罪

廿八31 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的事
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

類似的六個段落、

每一個段落有一個記號 ─
類似的結尾語分割而成。

福音進展的流程，就是這樣的順暢 ─
從耶穌基督被接升天，

他們等在耶路撒冷

然後在猶太人的環境中，然後在猶太人的環境中

開始有人信主、建立了教會



從綜覽來看，路加講述福音的進展路線 ─
如何受聖靈的引導 又不斷的遭遇逼迫如何受聖靈的引導，又不斷的遭遇逼迫

特別以彼得的受審、保羅的受審，要強調 ─
福音在猶太世界 外邦世界 不是非法宗教福音在猶太世界、外邦世界，不是非法宗教

主耶穌基督是在羅馬的刑罰中被釘十字架 ─ 往往是判亂罪，

如果當時外邦世界對耶穌的認識 ─
是一個罪犯、而且是判亂罪，

有誰敢跟隨耶穌做門徒呢？

路加刻意的讓外邦世界，準確的認識 ─
福音的由來、發展、到底耶穌是誰。

透過保羅在使徒行傳中講道的篇幅，透過保羅在使徒行傳中講道的篇幅，

場景往往都是在受審、被告席上，成為佈道會的講員

在宣揚福音、也是為自我答辯的當中，在宣揚福音 也是為自我答辯的當中，

結尾都是被宣判無罪 ─ 他並不是一個罪犯

主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

政治罪名 自稱為猶太人的王 似乎是判亂政治罪名 ─ 自稱為猶太人的王，似乎是判亂

可是祂是完成救贖的、上帝的計劃 ─
† 祂的復活就是最大的見證† 祂的復活就是最大的見證

† 復活升天降下聖靈，就是以大能顯明祂是上帝的兒子

猶太教在主後第一世紀、羅馬的世界中，受到相當的尊重，

而猶太教的的體制容不下耶穌基督，把祂釘了十字架，

跟隨耶穌的這群人是否都是罪犯？

在路加的寫作宗旨、目的 ─
證明使徒們所傳的福音，絕對不是非法宗教！

可以被外邦人、猶太人，所接受、高舉、追隨的。可以被外邦人 猶太人 所接受 高舉 追隨的

綜覽不看個別事件、卻看整個福音的進展 ─
不論是主要人物、地理性的進展，不論是主要人物、地理性的進展，

這是路加寫作非常重要的宗旨。

一般在讀使徒行傳，

最喜歡找出聖靈是怎麼樣的工作的最喜歡找出聖靈是怎麼樣的工作的…
在今天教會當中，當缺乏屬靈的能力的時候，

都期望複製信徒 使徒都期望複製信徒、使徒，

得著能力、被聖靈充滿的歷史事件。

路加寫作使徒行傳，並不在乎把事件標準化，

就算是各個群體歸信基督，就算是各個群體歸信基督

包含信而受洗、聖靈的降臨，

這些外顯型現象，路加也不在乎要標準化 ─這些外顯型現象 路加也不在乎要標準化

是先信後受洗、或是先受洗再信

聖靈降臨當中，有方言、或是沒有方言聖靈降臨當中 有方言 或是沒有方言

使徒們有按手、或是沒有按手

路加並沒有把這些我們認為的關鍵事件標準化，路加並沒有把這些我們認為的關鍵事件標準化

各種形式路加會準確的記錄下來。

路加寫作福音進展當中，是有典範的形式出現…
在不同群體中移動的時候 定有聖靈的印證在不同群體中移動的時候，一定有聖靈的印證，

一定會在這個群體當中，福音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

不只是人心歸正 教會復興不只是人心歸正、教會復興，

還有包含了逼迫、門徒背十字架，

對逼迫 挑戰 都 音 展 典範面對逼迫、挑戰，都是福音進展的典範

路加在寫作的整體文脈裡，是兼具典範性 ─
是整體的福音進展，而不在乎個別的事件。

我們可以從準確的解經、釋經應用，看看怎樣我們可以從準確的解經、釋經應用，看看怎樣

經歷聖靈的能力，不是只有學表面的現象，

真正認識福音的進展、聖靈的角色。真正認識福音的進展 聖靈的角色

這是從使徒行傳整體綜覽、

最基本的從文意脈絡、歷史背景，最基本的從文意脈絡、歷史背景，

可以掌握的是非常豐富的信息！



我們所最喜歡、最在意的，反而是路加所省略的…
1 使徒生平 使徒們都四散去傳福音1. 使徒生平 — 使徒們都四散去傳福音，

多馬後來到印度去佈道、宣教

單單記錄保羅這 個福音的隊伍單單記錄保羅這一個福音的隊伍

他沒有把所有的使徒都記錄下來

2 教會組織 沒有仔細記錄教會如何建構組織2. 教會組織 —沒有仔細記錄教會如何建構組織，

只有粗略的標明當希利尼人跟猶太人，

在耶路撒冷教會因為文 閡產生衝突在耶路撒冷教會因為文化隔閡產生衝突…
後來外邦教會制度 ─ 長老治會？會友治會？並沒有記錄

從猶太人、到撒馬利亞人、

到外邦人組成的教會…到外邦人組成的教會

福音中心最早在耶路撒冷，

之後轉移到敘利亞的安提阿，之後轉移到敘利亞的安提阿

然後帶到世界的中心羅馬…

在路加寫作的宗旨文脈當中，

並沒有要把每 個教會建立福音傳遞的模式並沒有要把每一個教會建立福音傳遞的模式，

做一個標準化

只有強調歸信的要素 接受洗禮 聖靈只有強調歸信的要素 ─ 接受洗禮、聖靈，

並沒有加上猶太教所要求的某些的定規、

外邦世界特別的文 因素外邦世界特別的文化因素

一些特別的聖靈、在某些群體當中的工作，些特別的聖靈 在某些群體當中的工作

要交待整體福音的進展

要激勵我們 ─ 歷世歷代的屬主的兒女，要激勵我們 歷世歷代的屬主的兒女

都繼續在聖靈的工作澆灌和能力的應許下，

把福音繼續向普世傳遞把福音繼續向普世傳遞

每一個人都在繼續使徒行傳的延續，

都在寫著使徒行傳廿九章。

親愛的天父、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禱告禱告親愛的天父 愛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每一天賜力量給我們的聖靈，
讓我們真的看到你是不偏待人的神 ─

禱告禱告
讓我們真的看到你是不偏待人的神

初代教會你在工作、主後廿一世紀仍然在工作。

求主引導我們 讓我們樂意將船開往水深之處求主引導我們，讓我們樂意將船開往水深之處，

照耶穌所應許的 ─
你所做的事，信你的人也要做，

而且還要做更大的事。

幫助我們不是拘泥於一些外在的現象、個別事件的情境，

讓我們都有不斷的渴望 ─ 你今天要透過我們繼續做新事！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