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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29)第四季 成人主日學: 使徒行傳   

第七課  徒 9:32-11:18 ：「哥尼流信主」 

1、 神賜哥尼流,彼得分別看見異像, 哥尼流全家信主,受聖靈。 

2、 大綱 

一、 彼得叫大比大復活,使徒首次叫死人復活(9:32-43) 

二、 出於異象的引導： 

(1) 哥尼流的異象(10:1~8 節)； 

(2) 彼得的異象(10:9~16 節)； 

 二、彼得往訪哥尼流家： 

(1) 哥尼流所差的人尋見彼得(10:17~23 節)； 

(2) 彼得隨同去哥尼流家(10:24~27 節)； 

(3) 彼得詢問被邀請的緣由(10:28~29 節)； 

(4) 哥尼流述說緣由(10:30~33 節) 

 三、彼得的信息： 

(1) 神是公義的，祂不偏待外邦人(10:34~35 節)； 

(2) 耶穌基督是萬有的主(10:36~39 節上)； 

(3) 祂被釘十字架，死後第三日復活(10:39 節下~41 節); 

(4) 見證祂是審判的主，信祂的人必蒙赦罪(10:42~43 節) 

 四、哥尼流家的得救：  

(1) 聖靈先降在聽道的眾人身上(10:44~46 節)──靈浸； 

(2) 彼得吩咐給眾人施浸(10:47~48 節)──水浸  

    五、奉割禮者控告彼得和未受割禮的人一同吃飯(11:11~3 節) 

    六、彼得以見證回應他們的控告： 

(1) 在約帕看見從天上來的異象(11:4~10 節)； 

(2) 遵從聖靈的吩咐與弟兄同去該撒利亞(11:11~12 節)； 

(3) 得知那人係奉天使的吩咐差人邀請(11:13~14 節) ; 

(4) 既見聖靈也降在他們身上，故不敢攔阻神(11:15~17) 

 七、門徒在安提阿得著很多希利尼人信而歸主(11:19~2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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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徒 10:1-4》「在該撒利亞有一個人，名叫哥尼流，是義

大利營的百夫長。…哥尼流定睛看天使，驚怕說：『主阿，

甚麼事呢？』天使說：『你的禱告，和你的賙濟，達到神面

前已蒙記念了』」『營』乃羅馬的軍事編制，每一營約有步

兵六百人, 哥尼流不只他自己一個人敬畏神，並且他的『全

家』人也敬畏神。人若真在神面前有虔誠的心，也必在人面

前有善行。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

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不沾染世俗(雅一 27)。向所有外邦

人擴展福音的工作，乃是從義大利人哥尼流一家接受福音開

始的。  

4、 《徒 10:5》「(天使對他說：)『現在你當打發人往約帕去，

請那稱呼彼得的西門來。』」雖哥尼流虔誠敬畏神，又樂於

賙濟窮人(參 2，4節)，仍不足以使他得救。更進一步引導

他，使他成為神的兒女。 

5、 《徒 10:7-8》「向他說話的天使去後，哥尼流叫了兩個家

人，和常伺候他的一個虔誠兵來。把這事都述說給他們聽，

就打發他們往約帕去伺候哥尼流的兵也是虔誠敬畏神的，這

表示哥尼流對自己週遭的人有影響力。哥尼流把事情的緣由

都清楚告訴他們。 

6、 《徒 10:9-13》「第二天，他們行路將近那城，彼得…覺得

餓了，想要喫。那家的人正豫備飯的時候，彼得魂遊象外。

看見天開了，有一物降下，好像一塊大布；繫著四角，縋在

地上；裏面有地上各樣四足的走獸，和昆蟲，並天上的飛鳥。

又有聲音向他說：『彼得，起來，宰了喫。』「看見天開了」

表明彼得所看見的異象，乃是從天上來的啟示。「起來，宰

了喫」『宰』象徵得著他們；『吃』象徵接納它(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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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徒 10:14》「彼得卻說：『主阿，這是不可的，凡俗物，

和不潔淨的物，我從來沒有喫過。』」摩西律法中的條例規

定，走獸、昆蟲和飛鳥分成潔淨的和不潔淨的；猶太人不可

吃不潔淨的活物(利十一 46~47)。此項飲食條例的設立，用

意在使猶太人和外邦人有所分別，歸神為聖。彼得一向嚴守

律法的規條。 

8、 《徒 10:15-16》「第二次有聲音向他說：『神所潔淨的，

你不可當作俗物。』這樣一連三次，那物隨即收回天上去

了。」「神所潔淨的」象徵神藉著耶穌基督救贖的血(啟一

5)並聖靈的更新(多三 5；徒十五 9)所潔淨的外邦人。「你

不可當作俗物」原來在禮儀上不潔淨的外邦人，神已經將他

們潔淨了，所以猶太人不應當再歧視他們(參 28 節)。我們

的思想一旦受到宗教傳統的影響，就很難改變，甚至神「一

連三次」的顯出異象給彼得看，他還是堅持己見。 

9、 《徒 10:19-》「彼得還思想那異象的時候，聖靈向他說：

『有三個人來找你。起來，下去，和他們同往，不要疑惑；

因為是我差他們來的。』」「不要疑惑」『疑惑』原文可譯

為『分辨』(林前十一 29，31)、『偏心』(雅二 4)；不要

『在人中間有所分別』。「因為是我差他們來的」號令雖然

口出自哥尼流，哥尼流順從神的旨意，哥尼流只是神行動的

工具。 

10、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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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彼得同去的

猶太弟兄共有六個人(徒十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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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一行人共

七位，正是完美辯駁不倒的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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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徒 10:25-26 彼得一進去，哥尼流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腳

前拜他。彼得卻拉他說：『你起來。我也是人』哥尼流是一

個羅馬的軍官，竟肯向一個外族的平民下拜，若非因他敬畏

神，簡直不可能。「你起來，我也是人」這話說出：(1)人

只可拜神，不可拜任何人(啟廿二 8~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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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們尊敬神的僕人，不可過於聖經所記(林前四

6)，以免惹動神的忌恨(出卅四 14)。 

12、 神藉異像,指引哥尼流,他是一位外邦人羅馬百夫長,叫他派

人去找使徒彼得來。同時神又藉異像, 指引彼得突破猶太人

偏見,進到哥尼流家,傳和平的福音。 

是非題:請選擇以下推測彼得為何留使者住一宿才起行,合符

經文否? (查讀經文徒 10:17-23) 

a) （是／非）彼得的猜疑還在,需要一宿時間思考。 

b)  （是／非）彼得樂意招待外邦人,沒有視他們為不潔。 

c) （是／非）彼得在掙扎:要不要與他們同往。 

d) （是／非）彼得窺探使者舉止來決定下一步。  

請填寫,彼得講道關於耶穌基督福音信息的重點 (經文 10:17-23): 

1) 身分:______的主(10:36 ) 、是神以______和_______ 膏

立的(10:38)、是＿＿＿活人和＿＿＿＿的主。(10:42) 

2) 工作:傳＿＿＿＿＿的＿＿＿＿( 10:36)、行________、

_______病,趕_________( 10:38)。 

3) 救恩:被掛在＿＿＿__上＿＿__＿了＿＿＿,第三日神叫祂

________________(10:39-40 )。以下是誰的作為或見解: 

1) (   )為外邦人施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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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傳福音給外邦人。 

3) (   )為未受割禮的人施浸。 

4) (   )猶太人不應與未受割禮的人交往。 

5) (   )猶太人不應進外邦人的家吃飯。 

13、 《徒 10:33-》「彼得就開口說：『我真看出神是不偏待人。

原來各國中，那敬畏主行義的人，都為主所悅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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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徒 10:36-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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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作見證。他們竟把祂掛

在木頭上殺了。第三日神叫祂復活，顯現出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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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彼此相愛，不可相咬相吞(加五 13，

15，26)。 

15、 《徒 10:43》「“凡信祂的人，必因祂的名，得蒙赦罪。

「彼得還說這話的時候，聖靈降在一切聽道的人身上。」＂ 

16、 經文概覽: ( 徒 9:32-43)講述彼得開始執行主吩咐的大使

命，到巴勒斯坦傳道。開始於呂大(離耶路撒冷 25 英哩)去

探望聖徒。遇上一個癱子，名叫以尼雅。彼得奉耶穌基督的

名叫他起來行走。住呂大和沙崙的人多知道了並相信了主。 

又有女信徒叫大比大，在約帕死了，她生前廣行善事，多施

睭濟。信徒拘速彼得前往，既到了就跪下禱告，伸手扶她起

來。這是使徒第一次教死人復活。聽到的人多有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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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接著住在皮革匠西門的家 –打破不許摸不潔之物之例。  

(徒 10:1-11:18)述說彼得在該撒利亞引領一羅馬百夫長哥

尼流。他敬畏神，多賙濟百姓，常常禱告,因此猶太人都敬

重他。他常尋求聖神，神的使者在異象中向他顯現，命他差

人請彼得來，他速速遵從。翌日，被差的人快到彼得住處。

那時彼得正在禱告,看見異象，見天開了，有一大布，內有

各種四足走獸，昆虫和飛鳥。主叫彼得拿來宰了吃。一連三

次，便收回天上。正巧哥尼流的使者也正到來。聖靈嶊速彼

得跟隨來人前往。翌日遂和其他六位猶太弟兄同往。彼得大

有膽量，開口傳福音。說明凡信的必因耶穌的名罪蒙赦免。

聖靈降臨在各人身上。說起方言。讚美神。於是彼得給他們

施洗。 

這消息傳至耶路撒冷,彼得被質詢為何與外幫人往來。彼得

答辯:神分別以異象啟示他自己和哥尼流。當他們聽道信主

時，蒙聖靈降臨,也蒙這裏六位同行的弟兄做目擊者。神也

給外幫人蒙恩賜，得生命。彼得履行在猶太全地，在撒瑪利

亞見證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