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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預查使徒行傳預查使徒行傳預查使徒行傳預查    

外邦人的教會外邦人的教會外邦人的教會外邦人的教會（（（（11111111::::1111----30303030））））    
8/288/288/288/28/17/17/17/17    

一一一一....    立下外邦人教會的根基立下外邦人教會的根基立下外邦人教會的根基立下外邦人教會的根基（（（（11111111::::1111----18181818））））    

11:1 使徒和在猶太的眾弟兄、聽說外邦人也領受了 神的道。 

11:2 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禮的門徒和他爭辯說、 

11:3 你進入未受割禮之人的家、和他們一同喫飯了。 

11:4 彼得就開口、把這事挨次給他們講解說、 

11:5 我在約帕城裡禱告的時候、魂遊象外、看見異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塊大

布、繫著四角、從天縋下、直來到我跟前． 

11:6 我定睛觀看、見內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獸、昆蟲、並天上的飛鳥。 

11:7 我且聽見有聲音向我說、彼得、起來、宰了喫。 

11:8 我說、主阿、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潔淨的物、從來沒有入過我的口。 

11:9 第二次、有聲音從天上說、 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 

11:10 這樣一連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 

11:11 正當那時、有三個人站在我們所住的房門前、是從該撒利亞差來見我的。 

11:12 聖靈吩咐我和他們同去、不要疑惑。〔或作不要分別等類〕同著我去的、還

有這六位弟兄．我們都進了那人的家． 

11:13 那人就告訴我們、他如何看見一位天使、站在他屋裡、說、你打發人往約帕

去、請那稱呼彼得的西門來． 

11:14 他有話告訴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 

11:15 我一開講、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正像當初降在我們身上一樣。 

11:16 我就想起主的話說、約翰是用水施洗、但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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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8 眾人聽見這話、就不言語了．只歸榮耀與 神、說、這樣看來、 神也賜恩

給外邦人、叫他們悔改得生命了。    

1. 當彼得還仍在該撒利亞傳福音時（10:48），外邦人哥尼流全家信主的消息就

已經傳到耶路撒冷教會。路加告訴我們，【使徒和在猶太的眾弟兄、聽說外

邦人也領受了 神的道】（1 節）。及至彼得回到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禮

的門徒和他爭辯說、你進入未受割禮之人的家、和他們一同喫飯了】（2-3

節）。 

2. 【奉割禮的門徒】就是 10：45 所提到的耶路撒冷教會的猶太信徒。很明顯

地，當時猶太信徒的社會觀仍然認為外邦人在要信主前，必須先行禮成為猶

太人（15:5）。他們中間仍然有許多熱心於律法和猶太人習俗。聖殿仍然是

他們聚會的場所。因此對他們質疑彼得【進入未受割禮之人的家、和他們一

同喫飯】這件事就不會感到意外了。雖然他們已經是在基督裡的信徒，仍然

為這件公然違背猶太人習俗的事與彼得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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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彼得沒有衝動地責備這些猶太信徒的偏見，只將外邦人得救的詳細經過再重

複敘述一遍（4-15 節；10:1-48）。彼得敘述完畢後，就提出一個關鍵性的

問題：【神既然給他們恩賜，像在猶太人信主耶穌基督的時候，給了我們一

樣，我是誰，能攔阻神呢】（17 節）？意思就是誰要與神爭辯祂所行的？毫

無疑問的，神救了外邦人，聖靈降臨在他們的身上正如降臨在猶太人的身

上。這現象與五旬節所發生的一模一樣，就是一個強有力的證明。 

4. 在彼得的敘述中，那些耶路撒冷信徒應當注意到另外兩個要點。 

1) 他沒有單獨去哥尼流家，而是帶了六個約帕教會的弟兄同去（12 節）。他

們可以為見證人，證實他的見證。 

2) 發生在哥尼流家中的事是符合神的話的。因為主曾說:【約翰是用水施

洗，但你們要受了聖靈的洗】（16 節）。主耶穌的預言（1:5）已經應驗

了。單單根據主所說的話就足夠平息當時的抗議。 

5. 當彼得的控告者聽到這話，【就不言語了，只歸榮耀與神】（18 節）。他們

難以與聖靈，七個證人的見證，或聖經辯駁。他們只能作出猶太人歷史上最

大的承認【神也賜恩給外邦人，叫他們悔改得生命了】。只有等到猶太信徒

有正確的認識，他們絕不會開始向外邦人傳福音。 

6. 在這件事上，神開始為第一個外邦人的教會立下基礎。從五旬節聖靈降臨，

耶路撒冷教會的開始，一直到安提阿教會的成立，至少有七年了。神的耽延

有幾個原因。 

1) 必須事先建立使徒的權柄。信徒在使徒的教導上紮根（2:42），和領袖的

栽培都需要時間。在這七年間，使徒們立下教會在真道上的根基。 

2) 要差遣個別的信徒出去，這些被差遣的信徒必須達到一個足夠的成熟度。

不成熟的信徒在宣道事工上非但不能起作用，反而幫倒忙。 

3) 需要時間拆毀多年存在的歧視的牆。這正在發生（2:11-14），因此正是

建立外邦人教會的好時機，進入神宣教的大計劃中的最後一個階段 – 將

福音傳到地極（1:8）。     
二二二二....    外邦人教會的成立外邦人教會的成立外邦人教會的成立外邦人教會的成立（（（（11:1911:1911:1911:19----21212121））））    

11:19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並安提

阿．他們不向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講。 

11:20 但內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們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傳講主耶

穌。〔有古卷作也向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傳講主耶穌〕 

11:21 主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    

1. 此段經文繼續 8:4 所提到的司提反死後教會受逼迫的情況。那次的逼迫是大

數的掃羅所主導的，逼使耶路撒冷教會的信徒四處分散。有的信徒去了撒瑪

利亞（8:5, 25），該撒利亞（8:40），和大馬色（9:10），呂大，約帕，和

沙崙（9:35-36）。 

2. 有些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並安提阿。腓尼基是正在猶太之北的沿岸地區

（包含推羅，西顿）。從那裡可以乘船約六十哩到居比路去。他們也可以沿

海岸繼續走就到了安提阿，約在西頓以北兩百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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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論他們分散到哪裡，【他們不向別人講道，只向猶太人講（傳福音）】。

這些人因為之前已經離開耶路撒冷，可能不知道教會已經開始向外邦人傳福

音。因為未見有先例，他們仍舊以為福音只要向猶太人傳。 

4. 終究，“只向外邦人傳福音”的教會模式終於被打破了。有一些【居比路，

和古利奈人】，【他們到了安提阿，也向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和外邦人傳講

主耶穌（傳福音）】。身為說希利尼話，住在外邦人之地的猶太人，他們對

向外邦人傳福音比住猶太地的猶太人較為開放。 

5. 安提阿是一個古代的大都會，是羅馬帝國的第三大城，僅次於羅馬和埃及的

亞歷山大。安提阿以文化和商業著名，因為它位於許多羅馬通商要道上。然

而安提阿也到處都可見異教神的敬拜和性慾的氾濫。 

6. 這些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傳講主耶穌，就是有關祂的降生，死，和復活；與

彼得在哥尼流家所講的一致。對當時的外邦聽眾傳主耶穌是猶太人的彌賽亞

似乎對他們沒有什麼特別意義。 

7. 【主與他們同在】的英文翻譯（NASB）是“The hand of the Lord was with 

them”。在舊約聖經中，“the hand of the Lord”（主的手）有兩個意

思。 

1) 指表現在審判方面的神的大能（出 9:33; 申 2:15; 書 4:24; 撒上 5:6; 

7:13）。 

2) 也可以指表現在祝福方面的神的大能（斯 7:9; 8:18; 尼 2:8, 18）。 

8. 但在本段中，“神的手”是指在祝福方面，因此神祝福他們，【信而歸主

(believed and turned to the Lord)】的人就很多了。再次可見當主耶穌被

傳開，得到的回應是熱烈的（2:47; 4:4; 5:14; 6:1, 7; 9:31, 35, 42; 

11:24; 14:1, 21; 16:5; 17:12）。群眾不但在理智上相信了(believed)，

並且從罪中轉向主 (turned to the Lord)（帖前 1:9）。相信與悔改歸正是

息息相關的。     
三三三三....    外邦人的教會的成長外邦人的教會的成長外邦人的教會的成長外邦人的教會的成長（（（（11111111：：：：22222222----26262626））））    

11:22 這風聲傳到耶路撒冷教會人的耳中、他們就打發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為

止． 

11:23 他到了那裡、看見 神所賜的恩就歡喜、勸勉眾人、立定心志、恆久靠主。 

11:24 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於是有許多人歸服了主。 

11:25 他又往大數去找掃羅、 

11:26 找著了、就帶他到安提阿去。他們足有一年的工夫、和教會一同聚集、教訓

了許多人．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    

1. 埃提阿伯太監或哥尼流全家的得救並不能使耶路撒冷信徒就此而接受安提阿

教會【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這件事實。當這件事的發生【傳到耶路撒冷

教會人的耳中】，他們就決定差派代表去察看。就打發巴拿巴去安提阿。巴

拿巴首次出現在第 4 章，賣了田地，供給有需要的信徒。藉著他的影響，保

羅終於被耶路撒冷教會接納（9:27）。巴拿巴在教會裡是一個有學問的教

師，也是一個有愛心，溫柔，慷慨的人，正如他的名字 “勸慰子”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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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怎麼樣的人為代表對此事具有極大的關鍵性。巴拿巴的個性偏重於勸慰

人多過批評人，這樣才能不被猶太人的偏見所左右。若是換一個固執的律法

主義者去，就一定會出亂子。然而巴拿巴具備作這件事的資格。在 24 節，聖

經更進一步描述他【原是個好人，被聖靈充滿，大有信心】。他具備一些相

關的屬靈品質，有能力可以分析和解釋在安提阿所發生的事。 

3. 巴拿巴是一個恰當的人選的另一個原因是他是生在居比路的猶太人（4:36-

37），離安提阿不遠。他與安提阿教會中一些創辦人同鄉。他對安提阿教會

來說是自己人，而不是外人。 

4. 神的恩典是不易看見的，但神恩典的效果卻是顯而易見的。當巴拿巴到達安

提阿，【看見神所賜的恩就歡喜】。這【神所賜的恩】特別表現在【許多人

歸服了主】。許多猶太人可能不樂見外邦人的信主，但巴拿巴看到教會的興

旺就歡喜。看到失散的外邦人的靈魂加入神的國度給他帶來難以形容的喜

樂。 

5. 巴拿巴就發揮勸慰子的功用，勸勉初信的人【立定心志，恆久靠主】。這樣

的勸勉也應當是每一個牧者的心願，希望每個初信者能堅持他們的信心。唯

一能【恆久靠主】的方法就是繼續將神的話語存在心裡並遵守之，因為神藉

著祂的話語將祂自己啟示給信徒。使徒約翰曾說，“論到你們、務要將那從

起初所聽見的常存在心裡．若將從起初所聽見的存在心裡、你們就必住在子

裡面、也必住在父裡面”（約壹 2:24）。他又說，“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

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約 8：31）。藉著神的話

語，聖靈，就是那位住在我們裡面真理的導師（約壹 2:27），就可以指導信

徒。 

6. 因著信徒們在安提阿的傳福音，【於是有許多人歸服了主】。因為許多人信

了主（歸服了主），巴拿巴怕一個人應付不了，就到大數去找掃羅幫忙。 

7. 找掃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從多年前掃羅逃離耶路撒冷，去了大數

（9:30）已經有好些年了（七年？）。 

8. 當巴拿巴終於【找著了（保羅），就帶他到安提阿去】。這兩個滿有恩賜的

人組成一個強大的屬靈團隊。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艱難的事工，因為教會正

處在一個敵視基督教的外邦異教環境中，牧養一大群初信的信徒。他們的解

決方法就是」花【一年的工夫，和教會一同聚集，教訓了許多人】。他們不

是像今天的許多教會，以得救的人數為目的，而忽略了栽培教導。但巴拿巴

和掃羅知道初信信徒最迫切的需要是在神的話語上得著教導。在【教會一同

聚集的時候】，巴拿巴和掃羅所作的就是教導神的話語。 

9. 他們所立的模樣值得今天教會好好地去學習。教導神的話語是教會所有事工

中的核心。在第 6 章，使徒表明教導（祈禱傳道）是教會領袖最緊要的事

工。巴拿巴和掃羅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在第 13章所提到的安提阿教會領袖可

能就是他們的門徒。 

10. 門徒被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開始。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屬於基督的那一

幫人。更深一層，基督徒就是像基督（Christlike），也就是小基督，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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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中他們的所說所為非常像基督，可見巴拿巴和掃羅的教導事工大大發生

效果。  
四四四四....    外邦人教會的愛心外邦人教會的愛心外邦人教會的愛心外邦人教會的愛心（（（（11111111::::27272727----30)30)30)30)    

11:27 當那些日子、有幾位先知從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11:28 內中有一位、名叫亞迦布．站起來、藉著聖靈、指明天下將有大饑荒．這事

到革老丟年間果然有了。 

11:29 於是門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錢、送去供給住在猶太的弟兄。 

11:30 他們就這樣行、把捐項託巴拿巴和掃羅、送到眾長老那裡。    

1. 巴拿巴所教出來的基督徒不但在真理上紮根，在愛心方面也是很大的。 

2. 有幾位先知從耶路撒冷來到安提阿。這裡的【先知】不同與舊約的先知，反

而像今天的傳道人。這職位不是永久的。如同使徒，當先知完成建立教會根

基的目的，這職位就漸漸地淡出，而被宣教和牧師/教師的職份所取代（弗

4:11）。 

3. 有幾位先知從耶路撒冷來安提阿，帶來一個壞消息。其中一位先知名叫【亞

迦布，藉著聖靈，指明天下將有大飢荒】。亞迦布的預言發生在革老丟統治

時期（主後 41-54）。以色列在主後 45-46 年果然發生大飢荒。許多古代的

歷史家都證明這件事，包括約瑟夫。 

4. 安提阿教會對這事的反應是及時的。信徒們【定意】幫助在耶路撒冷的母

會。於是【照個人的力量捐錢，送去供給住在猶大的弟兄】。安提阿教會的

慷慨與在耶路撒冷的初期教會相似，只是這一次外邦信徒表露出對猶太信徒

的愛。 

5. 【按各人的力量捐錢】，收集後託巴拿巴和掃羅將捐款送到耶路撒冷【眾長

老那裡】去。（12:25）。 

6. 主在 1:8 的大使命的最後階段在此完成。原本猶太人的教會，從耶路撒冷擴

展到猶太全地，撒瑪利亞，並且達到外邦人的極遠之處。本章提到安提阿教

會的開始，這教會將在接下去的幾世紀中扮演一個領導的角色。在這許多光

榮的事中，有一件事特別突顯出來；這是保羅所牧養的教會，也從這教會，

保羅蒙聖靈的呼召，開始了多次的旅行佈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