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突突突破破破破 (使使使使徒徒徒徒行行行行傳傳傳傳 10:21-48) 

10:21 於是彼得下去見那些人，說：「我就是你們所找的人。你們來是為甚麼緣故？」 

10:22 他們說：「百夫長哥尼流是個義人，敬畏 神，為猶太通國所稱讚。他蒙一位聖天

使指示，叫他請你到他家裡去，聽你的話。」 

10:23 彼得就請他們進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們同去，還有約帕的幾個弟兄同著

他去； 

還不明白，還在思想所見異象，所聽到的聲音是什麼意思的彼得，沒有時間猶豫，甚至沒

有時間繼續禱告求問神，就下去見那些人．知道他們的來歷之後，想必帶著不解，困惑接

待他們，和他們同去． 

彼得在此事件中並沒有單獨行動，而和幾位猶太弟兄同去，他們後來成了這事的見證人

(徒十一 12，18)，使猶太信徒無話可駁 

 

10:24 又次日，他們進入凱撒利亞，哥尼流已經請了他的親屬密友等候他們。 

10:25 彼得一進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腳前拜他。 

10:26 彼得卻拉他，說：「你起來，我也是人。」 

10:27 彼得和他說著話進去，見有好些人在那裡聚集， 

10:28 就對他們說：「你們知道，猶太人和別國的人親近來往本是不合例的，但 神已經

指示我，無論甚麼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潔淨的。 

10:29 所以我被請的時候，就不推辭而來。現在請問：你們叫我來有甚麼意思呢？」 

見到哥尼流之後，哥尼流對彼得極其看重，甚至把彼得當成神，但是彼得卻拒絕，不把自

己當為大使徒而自覺配得人的敬拜． 

進入哥尼流家之後，看到這麼些人，彼得終於說出自己心中的疑問，也是他心中的不安：

猶太人與別國的人親近來往事不合例的，但是這時候的彼得，已經慢慢可以把所見的異象

與實際發生的事情連結在一起，之前大布裡的不潔淨的，就是別國的人． 

哥尼流不但自己敬畏神，也關心別人的靈魂，所以把他的「親屬密友」邀請到家中來聽彼

得講道，這是家庭聚會的好榜樣。若是可行，我們也當常打開自己的家，邀請親戚、朋友

來聽福音。 

 

哥尼流是一個羅馬的軍官(1 節)，竟肯向一個外族的平民下拜，若非因他敬畏神，簡直是

不可能的事。 

【【【【徒徒徒徒十十十十 26262626】】】】「彼得卻拉他說：『你起來。我也是人。』」 

   人只可拜神，不可拜任何人； 



一個人無論如何屬靈，仍舊是與我們一樣性情的人(雅五 17)，絕不可能變成神；我們尊敬

神的僕人，不可過於聖經所記。 

無論何人，我們只當尊敬，但絕不可敬拜――不論他是多麼的偉大、尊貴，他仍舊「也是

人」。 

          撒但因為居心自比神(結廿八 2)，想要高抬自己與神同等(賽十四 14)，因此從天使長

墮落成為魔鬼。凡是倡導『人成為神』論的，乃是效法那沉淪之子『自稱是神』(帖後二

3~4)的作法，結局非常危險！ 

          不但大權在握的獨裁政治家喜歡把自己神化，有些宗教領袖也常勝不過這個試探，

喜歡別人將他們當成神一般地敬拜、事奉。 

          任何人若自以為是神，雖然把福音傳給別人，但他自己反而跌倒了。 

 

【【【【徒徒徒徒十十十十 28282828】】】】「就對他們說：『你們知道猶太人，和別國的人親近來往，本是不合例的；

但神已經指示我，無論甚麼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潔淨的。』 

 

聖靈作事乃如『風隨著意思吹』(約三 8)，根本是無例可援的，也常是破例而行的，所以

我們不可藉口「本是不合例的」，來推拖許多事，以免誤了聖靈的工作。 

          信徒千萬不要把世人歸類為甚麼人能夠得救、甚麼人不能夠得救；事實證明，許多

壞得不能再壞的大罪人，反而蒙了救恩。 

 

10:30 哥尼流說：「前四天，這個時候，我在家中守著申初的禱告，忽然有一個人穿著光

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 

10:31 說：『哥尼流，你的禱告已蒙垂聽，你的賙濟達到 神面前已蒙記念了。 

10:32 你當打發人往約帕去，請那稱呼彼得的西門來，他住在海邊一個硝皮匠西門的家

裡。』 

10:33 所以我立時打發人去請你。你來了很好；現今我們都在 神面前，要聽主所吩咐你

的一切話。」 

記得前一段，不只是彼得看到異象，哥尼流更早看到異象．哥尼流是個外邦人，卻守著申

初的禱告．哥尼流是一個禱告的人，也是一個會賙濟的人，眾人可以為他做見證．哥尼流

也是一個熱切的慕道友，知道要在神的面前，聽主的吩咐，但是神知道他的需要，因為他

仍然缺乏得救的智慧，所以需要去請彼得來．來自神的吩咐必定是清楚的，明確說明就是

彼得，將彼得所在的地點詳細告訴哥尼流． 

【【【【30303030】】】】「哥尼流說：『前四天這個時候，我在家中守著申初的禱告，忽然有一個人，穿著

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 



    「前四天這個時候」猶太人計算天數並非以滿廿四小時為一天；其算法如下：(1)天使

向哥尼流顯現算一天；(2)傳信的人到達約帕及彼得見異象的那日算一天；(3)這些人從約

帕出發算一天；(4)他們抵達哥尼流家的那日算一天。 

          「忽然有一個人，穿著光明的衣裳」這是描述天使以人的形像向人顯現時的常用語

(太廿八 2~3；路廿四 4)。 

 

【【【【徒徒徒徒十十十十 33333333】】】】「所以我立時打發人去請你，你來了很好。現今我們都在神面前，要聽主所

吩咐你的一切話。」」 

    哥尼流所說的話，表明人聽道時所該有的存心與態度： 

(1)要存著聆聽『主的話』的心來參加聚會； 

(2)專心注意傾聽，務求能夠聽取主『一切』的話； 

(3)要如同『在神面前』來聽主一切的話； 

(4)『現今』就要在神面前聽主一切的話，不要等到將來方便的時候才聽(參徒廿四 25)； 

(5)衷心感到現今就能在神面前聽主一切的話是『很好』的一件事。 

 

    我們當「在神面前」慎思明辨，聽神透過人所說的話；切不可『在人面前』為著諂媚

人、討好人，而把他所說的都當作『神的話』。 

 

          「要聽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話」主不僅吩咐人講，主也吩咐人聽；信道是從聽道來的

(羅十 14)。 

 

10:34 彼得就開口說：「我真看出 神是不偏待人。 

10:35 原來，各國中那敬畏主、行義的人都為主所悅納。 

10:36  神藉著耶穌基督（他是萬有的主）傳和平的福音，將這道賜給以色列人。 

10:37 這話在約翰宣傳洗禮以後，從加利利起，傳遍了猶太。 

10:38  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這都是你們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

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 神與他同在。 

10:39 他在猶太人之地，並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有我們作見證。他們竟把他掛在木頭

上殺了。 

10:40 第三日， 神叫他復活，顯現出來； 

10:41 不是顯現給眾人看，乃是顯現給 神預先所揀選為他作見證的人看，就是我們這些

在他從死裡復活以後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10:42 他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明他是 神所立定的，要作審判活人、死人的主。 

10:43 眾先知也為他作見證說：『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 

彼得終於豁然開朗，明白這一切發生的事情，是神要告訴他，各國中敬畏主的人都可以得

到救恩，不可當作俗物．彼得將救恩的基要信仰告訴他們，是藉著主耶穌基督傳和平的福



音．本來這道是給以色列人的，並且在施洗約翰傳道之後，更傳遍了猶太．耶穌在世界上

的時候大有能力，是眾人都知道的，卻被掛在木頭上殺了，但是在第三天復活，並且顯現

給彼得這些要為主做見證的人看． 

這道是給眾人的，一切所有的人，因為從眾先知就開始傳講，『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

蒙赦罪。』 

【【【【徒徒徒徒十十十十 34343434】】】】「彼得就開口說：『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信徒應當小心觀察環境事物，藉以「看出」神的心意和作為。 

          我們既稱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為審判人的主為父，就當存敬畏的心，度我們在世

寄居的日子(彼前一 17)。 

          我們所信的神既是不按外貌待人的神，我們便不可按著外貌待人(雅二 1)。 

  

【【【【徒徒徒徒十十十十 35353535】】】】「原來各國中，那敬畏主行義的人，都為主所悅納。」 

  

      「都為主所悅納」這話並不是說行善是人得救的條件，因為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

信，而不是憑著行為(弗二 8~9)。彼得在這篇信息裏面，也清楚表明，必須是相信耶穌基

督之名的人，才能得蒙赦罪(參 43 節)。然而，一個對神有正確態度的人，必會樂意讓神

在他的生命中作主，而神也必樂意向他施恩，將神的心意啟示給他，使他得以在基督的救

贖裏被神所悅納。 

 

    有人根據這一節聖經，就以為世界上的宗教既然都是在敬拜神、勸人為善，因此所有的

宗教都是為神所悅納的。這個看法完全錯誤，因為： 

(1)若是只要『敬畏主行義的人』就足夠的話，那麼神就不須在異象中指引哥尼流打發人

去邀請彼得了； 

(2)只有猶太教和基督教所拜的是真神，其他的宗教都是在拜人造的神或是人所想像的

神，那些都是假神； 

(3)只有基督教因有耶穌基督作人通往神的道路(約十四 6)，所以能真正的來到神面前(來十

19~22)，但猶太教因棄絕耶穌基督，故暫時被神棄絕，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屆時以

色列全家也將會悔改得救(羅十一 25~26)。 

        

          凡是主所悅納的人，我們都當毫無間隔的相交、互愛，不可分門別類(林前十一 18；

多三 10~11)。 

  

【【【【徒徒徒徒十十十十 36363636】】】】「神藉著耶穌基督(祂是萬有的主)傳和平的福音，將這道賜給以色列人。」 

   

「祂是萬有的主」 



祂是萬人的主，不只是猶太人的主，也是外邦人的主(羅十 12)，不只是信徒的主，也是世

人的主(提前四 10)。 

          「傳和平的福音」『和平的福音』具有多重的功效： 

(1)叫萬有與神和好(西一 20~22)； 

(2)叫猶太人與外邦人和好，兩下合而為一(弗二 11~18)； 

(3)叫人的內心有平安，有安息(腓四 7；太十一 29)。 

 

          「將這道賜給以色列人」『道』是指神的話(logos)；神的聖言是交託給以色列人(羅

三 2)，但因以色列人不信，這道便臨到外邦人(羅十一 11)。 

        

惟有真正認識耶穌基督是「萬有的主」，才能破除一切人為的藩籬，而衷心承認基督是

『我們的』，也是『他們的』(林前一 2)，接納一切主所接納的人。 

           

神召我們原是要我們和睦(林前七 15)，所以信徒應當彼此相愛，不可相咬相吞(加五 13，

15，26)。 

  

【【【【徒徒徒徒十十十十 38383838】】】】「神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這都是你們知道的。祂周流四方

行善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神與祂同在。」 

 

主耶穌原是從聖靈生的(太一 18；路一 35)，祂的裏面早已滿有聖靈，但是為著工作與使

命，仍須接受聖靈的塗抹――聖靈降臨在祂身上(太三 16；可一 10；路三 22；約一 33)，

這就是神用膏膏祂(路四 18)，使祂得著能力，在地上作神的工。 

           

          「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魔鬼的詭計多端，牠若在人的靈性上不能壓制人使之反

叛神，牠就由人的身體入手，壓制人而使之生病，使人不能享受復活生命的幸福；使人因

身體上的不平安，而失去靈中的堅固儆醒，以償其願。常見主的工人，在世偶一不慎，即

生疾病；因魔鬼願意基督徒生病，好停止其為主作工。 

        

主耶穌整個傳福音事工的主要力量乃在於聖靈。我們傳揚福音，若沒有聖靈作工，就得不

到甚麼成效。 

           

聖靈在我們身上，如同膏油的塗抹，安詳舒適，除此並無特別的感覺，但當別人與我們接

觸的時候，就會感覺到一種能力從我們身上發出來，所以誰滿有聖靈，誰就滿有能力。 

 

生病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是被魔鬼壓制．不是每個病都是因為被魔鬼壓制，但是也是有

可能的．耶穌有超過魔鬼的權柄，可以醫好被魔鬼壓制的人． 



  

【【【【徒徒徒徒十十十十 39393939】】】】「祂在猶太人之地，並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有我們作見證。他們竟把

祂掛在木頭上殺了。」 

        

彼得不以為自己是一個大使徒，而只看自己是一個見證人；我們也當學習他的榜樣，存心

謙卑，只作一個主的見證人，而不想為自己作大事、得高位。 

           

我們作主的見證人，必須定下主意，在世人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祂釘十

字架(林前二 2)。 

  

【【【【徒徒徒徒十十十十 40404040】】】】「第三日神叫祂復活，顯現出來」 

    

我們所信和所傳的耶穌，不是死的耶穌，乃是活的耶穌。 

           

基督若沒有復活，我們的信便是枉然；我們仍在罪裏(林前十五 17)。 

  

【【【【徒徒徒徒十十十十 41414141】】】】「不是顯現給眾人看，乃是顯現給神豫先所揀選為祂作見證的人看，就是我

們這些在祂從死裏復活以後，和祂同喫同喝的人。」 

        

主的顯現不是沒有原則的，祂乃是「顯現給神豫先所揀選為祂作見證的人看」――意即祂

的顯現，乃是為著裝備並充實祂的見證人的。 

  

【【【【徒徒徒徒十十十十 42424242】】】】「祂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明祂是神所立定的，要作審判活人死人的

主。」 

     

神已經將審判的事交給基督(約五 22)，祂將來要審判活人死人(提後四 1)。當基督再來

時，祂要坐在榮耀的寶座上，審判活人(太廿五 31~46)；當千年國度之後，祂還要坐在白

色的大寶座上，審判死人(啟廿 11~15)。 

  

【【【【徒徒徒徒十十十十 43434343】】】】「眾先知 也 為祂作 見 證，說 ：“凡信祂的人， 必 因祂的名，得蒙赦

罪。”」」 

   

『眾先知』在舊約裏面預言的總結――除了信靠耶穌基督的名以外，別無拯救(徒三 12)。 

                『凡』字在這裏具有特別深長的意義――不但猶太人能因信主而得救，就是外邦

人也能因信主而得救。 

 



   得救完全是因著主的名，沒有任何附加的條件，更不用憑藉遵守律法。 

 

10:44 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 

10:45 那些奉割禮、和彼得同來的信徒，見聖靈的恩賜也澆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 

10:46 因聽見他們說方言，稱讚 神為大。 

10:47 於是彼得說：「這些人既受了聖靈，與我們一樣，誰能禁止用水給他們施洗呢？」 

10:48 就吩咐奉耶穌基督的名給他們施洗。他們又請彼得住了幾天。 

彼得還沒說完，聖靈就大大做工，降在這些外邦人身上．不只是彼得，與彼得同來的奉割
禮的信徒也都稀奇，他們的觀念也被突破．彼得看到之後，把握機會奉耶穌基督的名給他
們施洗．他們也請彼得多住幾天，與彼得更多的來往． 

【【【【徒徒徒徒十十十十 44444444】】】】「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 

     

「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注意這『還』字，意思就是彼得不是要停止在那裏，他還要說下

去。彼得的眼睛是看見了『神也潔淨外邦人』的異象(15，28 節)，他的口也說了『神不偏

待人』的話(35 節)，但是在他的思想和實行上還有問題，那就是猶太人和外邦人隔斷的牆

還沒有打通。當彼得還要繼續說下去的時候，聖靈就進來，把他的話打斷了。 

 

          「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聖靈內住到人的裏面，是別人所看不見的，但是這

裏提到聖靈降臨人的身上，顯然是別人所能看得見的(參 45 節)，所以必定是指聖靈在人

外面的澆灌。聖靈的內住，是指作生命素質的一面；聖靈的澆灌，是指作工作能力的一

面。聖靈的內住，是在人相信時發生的；聖靈的澆灌，通常是在人相信以後發生的，但是

這裏卻是在他們相信的時候，與聖靈的內住同時發生的。 

 

                《使徒行傳》提到聖靈在人外面的澆灌或降臨，通常需要由別人來按手(徒八

17；九 17；十九 6)，僅有此處和五旬節是未經任何人按手就發生的。在五旬節時，因為

還沒有人可以代表基督的身體按手接納別人，所以直接從上面澆灌，這是理所當然的。但

是這裏有代表基督身體的彼得可以替人按手，聖靈卻仍直接降在聽道的人身上，這是為著

猶太人信徒的緣故。不用說彼得此時仍舊躊躇不敢為這些外邦人按手(註：按手表示聯

合、認同、接納)，即使彼得有此膽量替外邦人按手，恐怕猶太人信徒定罪彼得，說他破

壞神的律法時(徒十一 2~3)，就難以解釋了。 

 

    聖靈所起的頭，聖靈自己會來加以印證。 

          基督教的範圍，包括全世界所有重生得救的人。在教會裏面，絕對不能有分門別類

的思想。 



  

【【【【徒徒徒徒十十十十 45454545】】】】「那些奉割禮和彼得同來的信徒，見聖靈的恩賜也澆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

奇。」 

   『聖靈的恩賜』在此是指『領受所賜的聖靈』(徒二 38 原文即『聖靈的恩賜』)，並不是

指聖靈所分給人的各樣恩賜(羅十二 6；林前十二 4；彼前十五 3)。 

  

【【【【徒徒徒徒十十十十 46464646】】】】「因聽見他們說方言，稱讚神為大。」 

   

「因聽見他們說方言」『說方言』是指按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徒二 4)，並

不是指說沒有意義的舌音。 

 

                聖靈顯在人身上，有時會使人說起方言來，但不一定每一個被聖靈澆灌的人都說

方言，例如在撒瑪利亞信徒的事例中，就沒有提到他們說方言(徒八 15~17)。聖靈有時會

使人說預言(徒十九 6)，有時則會使人得著各種不同的恩賜(林前十二 7~11)。 

  

【【【【徒徒徒徒十十十十 47474747】】】】「於是彼得說：『這些人既受了聖靈，與我們一樣，誰能禁止用水給他們施

洗呢？』」 

    

神用彼得來開啟外邦人的門(參太十六 19)，乃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事，所以神先用異象來引

導(11~16 節)，後用聖靈的恩賜來印證(44~45 節)。至此，彼得不能不服下來，而同意給這

些外邦人施浸。    

  

【【【【徒徒徒徒十十十十 48484848】】】】「就吩咐奉耶穌基督的名給他們施洗。他們又請彼得住了幾天。」 

    

          「奉耶穌基督的名給他們施洗」 

名字乃代表一個人，故指藉著受浸，使他們與基督產生生命的聯結。 

          「他們又請彼得住了幾天」當然是為了從彼得得著更多有關耶穌基督的教導。 

 

受浸不是一件可有可無的事，人若是真心悔改相信主，就應該受浸(可十六 16)；並且越早

受浸越好。 

           

受浸不是教會生活的終點，乃是教會生活的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