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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哥尼流信主這件事情，
看在使徒行傳的解經與釋經看在使徒行傳的解經與釋經 ─ 十1 –十一18

一、歷史背景

二、文意脈絡

四、使徒行傳解經提問

1、這段經文的重點

三、敘事文學分析

1、故事場景

2、在路加整段敘事中的功效
3、為什麼要放在這裡故事場景

2、角色描寫
3、結構佈局

五、釋經 ─ 對「我們」的意義

結構佈局

4、敘事手法

使徒行傳的歷史背景 ─
作者路加 本身就是 個外邦人作者路加，本身就是一個外邦人

受書人提阿腓羅大人，也是使用希利尼話的外邦人

要說明外邦人為什麼要信奉出自猶太教根源的基督教要說明外邦人為什麼要信奉出自猶太教根源的基督教

文意脈絡 ─ 多次的福音進展當中，

 八到十二章外邦人開始得救信主、

領受聖靈做為明顯的印證，

福音藉著彼得、保羅、巴拿巴、提摩太…眾使徒

逐步傳向外邦，四處建立教會、福音興旺起來

第一個信主的外邦人哥尼流，是由彼得帶領，

呼應 第九章保羅信主是由亞拿尼亞引導的，呼應 第九章保羅信主是由亞拿尼亞引導的，

都有所謂雙重異象的印證 ─ 
出於上帝超自然的安排，出於上帝超自然的安排，

在福音進展中都是非常重要關鍵點

用敘事文學分析的方法來剖析這段經文…
故事場景 有 很要緊的實物故事場景 ─ 有一些很要緊的實物

天使 ─ 引導哥尼流

異象 ─ 引導彼得

都是超自然的

故事場景 ─ 時空背景
該撒利亞，外邦城市，在約帕以北卅英里，該撒利亞，外邦城市，在約帕以北卅英里，

發生的地點在哥尼流的家中

彼得在另外一個城市約帕 是種族雜居的城鎮，彼得在另外一個城市約帕，是種族雜居的城鎮，

所待硝皮匠西門的家裡，

硝皮匠會沾染不潔淨的生物硝皮匠會沾染不潔淨的生物，

嚴謹敬虔的猶太人並不喜歡這個行業

另 個地點是耶路撒冷教會 福音的發源地另一個地點是耶路撒冷教會，福音的發源地



故事場景 ─ 社會文化，

哥尼流是一個猶太人所不喜歡的羅馬軍官

相對的，羅馬的軍官

都要宣示效忠被神化的羅馬皇帝該撒

哥尼流顯然不是完全歸依猶太教的人，

可是他的善行是得猶太人對他的稱讚

這是在早期教會歷史中

挺重要的 個議題挺重要的一個議題 ─
福音不單是為猶太人，也為外邦人。

這個常常逼迫 迫害猶太人的羅馬軍官這個常常逼迫、迫害猶太人的羅馬軍官，

也可以得救信主嗎？

角色描寫 ─ 最重要的兩個人物：彼得、哥尼流，

在不同的時空地點，有不同的言行見證在不同的時空地點，有不同的言行見證…
彼得還在約帕硝皮匠西門的家中的時候，

他見異象 要來挑戰他的成見他見異象，要來挑戰他的成見


十1-2 在該撒利亞有一個人，名叫哥尼流，

是「意大利營」的百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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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外邦人的一位領袖，遵照天使指示邀請彼得，他是外邦人的 位領袖，遵照天使指示邀請彼得，

召聚親屬密友，要等候聽道

這個虔誠人他手下的兵叫做虔誠兵這個虔誠人他手下的兵叫做虔誠兵

當彼得到了該撒利亞哥尼流的家中，

路加非常謹慎的交待路加非常謹慎的交待 ─
還有同行的六位弟兄 ─ 後頭要做見證。

彼得在哥尼流家中講道，可是並不是那麼甘願…
他說 「我是不該來的 可是現在蒙聖天使指示來了他說；「我是不該來的，可是現在蒙聖天使指示來了，

請問你們找我來有什麼事嗎？」

會發現他的成見 認為會發現他的成見 ─ 認為
猶太人跟外邦人之間是不應該來往的。

第三個場景在耶路撒冷教會，彼得向

受割禮的猶太人 ─ 更嚴重拘泥成見的猶太人來做見證；

哥尼流並沒有到，哥尼流的見證卻到了，

在彼得論述中，把所發生的事情誠實以報。

這個事件角色描寫裡面，看見 ─
一個敬虔的非猶太人如何領受福音 個敬虔的非猶太人如何領受福音

由使徒中的彼得，把福音帶進非猶太人的群體中

這個過程由角色的描寫，這個過程由角色的描寫，

看出路加寫作帶來的張力，以及人心的轉變。

結構佈局…
哥尼流在該撒利亞看見異象 十1-8 哥尼流在該撒利亞看見異象

 十9-23同時，彼得在約帕硝皮匠西門的家中，也看見異象，

所謂雙重異象 因為這引導 印證 彼得提起腳步所謂雙重異象，因為這引導、印證，彼得提起腳步

 十23- 彼得到哥尼流家中講道 ─
是 得 講道開場白是不甘願的，不得不開口講道

講道還沒有結束，聖靈就已經降臨…
彼得驚呼 ─ 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

他才為哥尼流的全家施洗

 十一章彼得在耶路撒冷的教會，

受割禮的猶太人質詢彼得受割禮的猶太人質詢彼得

彼得把 第十章 所發生的事做個報告，

讓受割禮的猶太人都能夠像彼得一樣 ─讓受割禮的猶太人都能夠像彼得 樣

突破成見，接受外邦人也要加入教會



敘事手法 ─ 重現的主題…
彼得的異象出現兩次，

路加記錄了彼得見異象

 十一章彼得在耶路撒冷教會，

見證他所看到的異象

重點 ─ 神所潔淨的不可當做俗物，

特指著彼得會面的這群外邦人，

無論什麼人都不可看做俗而不潔的

哥尼流的異象也出現兩次哥尼流的異象也出現兩次，

路加記載了哥尼流見異象

哥尼流所差去的家人請彼得來講道哥尼流所差去的家人請彼得來講道，

必須再講一次，使得彼得願意開口講道

敘事手法 ─ 重現的主題…
聖靈的引導 聖靈的洗的印證聖靈的引導、聖靈的洗的印證 ─
在每個群體中，印證都是因著耶穌基督信而歸主的，

描述聖靈降在他們身上 聖靈的恩賜澆在他們身上描述聖靈降在他們身上、聖靈的恩賜澆在他們身上、

聖靈充滿，印證前面耶穌說 ─ 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在哥尼流是先有聖靈的降下在哥尼流是先有聖靈的降下，

彼得有這樣的印證之後，才願意給他們施洗

敘事手法 ─ 打岔…
敘事文體中常用的文學技巧敘事文體中常用的文學技巧

彼得講道中，聖靈降臨在哥尼流家人的身上，

這個打岔讓彼得的講道中止 (十44-46)這個打岔讓彼得的講道中止 (十44-46)

主要說明上帝主動介入

就像神的靈、天使、異象，一樣運作的方式，就像神的靈、天使、異象， 樣運作的方式，

主動引導彼得進入哥尼流的家中，將福音傳遞出去

敘事手法 ─ 重複…
彼得在耶路撒冷教會被質詢的時候十一4-15 彼得在耶路撒冷教會被質詢的時候，

把前面所發生的事情，用稍微不同的話重複了一次，

是要聲稱說 這是無可爭論的 真實的是要聲稱說 ─ 這是無可爭論的、真實的、

有上帝的授權以及允許…

十十一16-17 我就想起主的話說：
「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神既然給他們恩賜，像在我們信主耶穌基督的時候

給了我們一樣；我是誰，能攔阻神呢？

這個重複的記錄 ─ 故事的記載、彼得的言論，

產生了極重要的影響，產生了極重要的影響

要在拘泥成見的猶太信徒中，打破成見，

使得他們願意接納外邦人也加入教會使得他們願意接納外邦人也加入教會

在這特別的敘事手法當中，本身就已經說明了他的作用

使徒行傳的解經，要處理三個問題…
1 Wh t 本段的重點 彼得被聖靈的引導 向外邦人1. What 本段的重點 ─ 彼得被聖靈的引導，向外邦人

哥尼流傳耶穌，有聖靈的印證；又向猶太弟兄做見證。

哥尼流信主 使徒行傳前後出現三次 十 十 十哥尼流信主，使徒行傳前後出現三次 (十；十一1-18；十五6-10)

主後第一世紀的猶太基督徒，所要面對的挑戰有兩方面 ─
猶太人彼得 怎麼 進外邦人哥尼流 家 他們相交A. 猶太人彼得，怎麼可以進外邦人哥尼流的家跟他們相交？

上帝親自的引導，有異象、有聖靈的聲音、有天使的話…
不是人為的，沒有違背上帝的旨意

B. 外邦人願意相信耶穌基督，

要不要受割禮、守摩西律法，才能成為神的子民？

外邦人已經有聖靈賜下，上帝也悅納他們的信心，

聖靈的降下就是一個外顯型的見證

猶太信徒跟非猶太的外邦人信徒是一模一樣的，

教會 應該要求他們再受割禮 再去守摩西律法教會不應該要求他們再受割禮、再去守摩西律法，

將人為的重擔加諸外邦信徒身上



2. How 如何在路加整段敘事當中發揮它的功效？

就是表明 救恩是給所有人預備的就是表明 ─ 救恩是給所有人預備的，

所有事件的發生都是在聖靈的引導之下，

證明除了猶太人，上帝也拯救外邦人，

上帝並不偏待人！

3. Why 路加為什麼要把這段經文放在這裡？

 是為著福音廣傳外邦所要做的預備 是為著福音廣傳外邦所要做的預備

 如果沒有哥尼流的例證，

使徒的大公會議 十五章，就有不同的結果，使徒的大公會議 十五章，就有不同的結果，

教會歷史可能要改寫了

用這樣的解經，
讀出路加從這段經文當中帶下的教導讀出路加從這段經文當中帶下的教導

在教會歷史當中、福音進展裡，所要有的作用

準確的解經可以帶來準確的釋經應用…
今天基督徒在尋求上帝的引導當中今天基督徒在尋求上帝的引導當中，

是不是一定要複製有天使、異象、聖靈印記的的印證印證？？

今天上帝當然可以繼續用這些方法來顯明祂的旨意今天上帝當然可以繼續用這些方法來顯明祂的旨意，

前提是我們正在做什麼？是不是在傳福音？與神同工？

還是 是很自私的 在自己個 的事件當中還是只是很自私的、在自己個人的事件當中，

一味的要求上帝要顯明祂給我們個人的引導

上帝藉天使、異象、聖靈，直接指示彼得及哥尼流，

牽涉到的並不是教義、不是基督徒的倫理，

乃是基督徒的經驗與慣例 ─
並不是一定都要依樣畫葫蘆如此行

用這些特殊超自然的引導，為要突破成見

到底彼得去傳福音比較困難 還是讓哥尼流信主比較困難？到底彼得去傳福音比較困難、還是讓哥尼流信主比較困難？

在這段經文來看，叫彼得去傳福音難度是大的多！

福音需要突破的不是人的不信，

而是屬主的工人不願意突破自己的成見！而是屬主的工人不願意突破自己的成見！

讓我們從準確的解經當中，省思今天在面對福音進展、

尋求上帝給我們個人生命的引導當中，應用這段經文…
不是只期望自己一些欲望，有上帝的印證引導

讓自己降服在上帝聖靈的大能當中，樂意像彼得一樣 ─
願意留意聖靈的工作，與祂同工、與祂一同進出

讓我們體會 ─ 上帝恩待全心尋求祂的人，

讓我們始終敞開，讓我們始終敞開

願意讓上帝絕對的主權來引導我們

不是要求上帝 ─不是要求上帝  
要像對彼得、引導哥尼流那樣，來對我說話

不是在乎某一個所謂上帝做事的公式不是在乎某 個所謂上帝做事的公式

反而是我們的心是否向神敞開，願意被神改變！

愛我們的耶穌 我們仰望你 禱告禱告愛我們的耶穌，我們仰望你，

† 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遠，都不改變的耶穌

禱告禱告

† 你過去如何做事，我們深信你現今仍然做事

但是求你憐憫我們，有時我們拘泥於自己的成見，

主啊，幫助我們 ─
讓我們在你的話語的光照當中，讓我們在你的話語的光照當中

願意放下自己的成見

願意接受你給我們生命當中新的引導願意接受你給我們生命當中新的引導

讓我們的每一個嚮往，都是參與你自己的福音的進展，

而不是要求你來成就我的計劃。而不是要求你來成就我的計劃。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