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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九部分：使徒行传 

信息 3——在犹大和撒玛利亚传道 使徒行传 8-11章 

 

介绍 

在使徒行传的第一部分，主要讲述使徒再次向犹太人传讲弥赛亚。但是斯提反的

殉道却表明犹太人拒绝相信弥赛亚。同时，斯提反的死也让使徒决定转向非犹太

人的世界进行传道。在耶路撒冷基督徒遭到了迫害。最终使徒被迫转向周围的区

域，也就开始了第二部分的传道工作“在犹大和撒玛利亚”（见使徒行传 1:8）。

在这一部分的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伴随着使徒将耶稣救赎的信息传向犹太以

外更广阔的世界时，他们所遇到的地理、国家和宗教方面的阻拦。我们也会看到

从迫害基督徒的扫罗被转化成为使徒保罗，并为他承担外邦人的使徒的重任所做

出的准备。 

 

教会的分散:8:1-3 

这一部分讲述在斯提反死后所爆发的对使徒的迫害事件。耶稣的门徒被赶出耶路

撒冷。路加特别描述了扫罗对教会的态度。（路加后来成为使徒保罗的门徒，一

直跟随保罗在各处传道）。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
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 扫罗却残害教
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 (8：1-3)。 
 
保罗后来回忆他未转变以先的日子，说神拣选他这个“罪魁”的原因（提摩太前

书 1;12-17）时说到。“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
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提前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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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撒玛利亚的腓力：8:4-25 

腓力是根据教会需要拣选的七个执事之一（6:5）。和斯提反一样，他行了很多神

迹，特别是在撒玛利亚——一个几百年来被犹太人认为是不洁之地的地方。腓力

的神迹让行巫术的西门都感到惊异，要知道西门已经在当地已经非常有名了。 

 

“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利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
就甚惊奇”（8:13）。 
 
当一个人接受耶稣为救主的那一刻，圣灵就会降临。然而在使徒行传中却有两处

圣灵推迟出现的情况（使徒行传 8，10 章），直到来自耶路撒冷的使徒抵达为他

们祷告的时候，圣灵才降临。圣灵让教会团结，哪怕圣灵曾经由不同的个人或者

团体分别领受。教会应该是一个，哪怕是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点。 

 

“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
去。 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
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
受了圣灵。”（8：14-17） 

 

路加指出使徒彼得和约翰在撒玛利亚广传福音。 

  

悲剧。当我们遭遇到某人因被杀或者早亡等情况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困惑、悲

伤，以至于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尤其是如果问题的

动机不纯善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就被激怒，“神呀，难道你没看到所发生的事

么？”他当然知道。在整个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看似不公正的事

情。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些时候，就像扫罗的转变，我们知道神有

他更深远的计划。那些被扫罗迫害致死的信徒是真英雄，他们都进入了神的永

恒同在中。我们要学会在悲伤而又困惑的“为什么?”中，仍然仰望依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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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
福音（8:25）”。 

 

在第 8部分，我们知道耶稣曾在村口遇到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约翰福音 4章）。

这个妇人向全村的人见证了耶稣，把他领到村里告诉人们耶稣是弥赛亚。耶稣和

他的门徒在那里住了两天多时间。也许这也为腓力进入撒玛利亚传道奠定了一定

的基础。 

 

腓力和艾提阿伯：8;26-40 

接下来的场景描述了使徒进入埃塞俄比亚，他们将一位皇后身边的太监转变成为

基督徒。这也表明早期的基督徒和其他不同的人分享他们的信心。那个人正在读

以赛亚书 53章——“受苦的仆人”那一章。 

 

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
白么。” 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利上车，与他同坐(8；
30,31)。 
 
借用以赛亚书 53 章，腓力向这个人介绍了耶稣的生平，死亡和复活。他一定相

信耶稣，因为他来自于有水的地方，这个艾提阿勃人就要求接受洗礼，腓力同意

了。 

 

“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 
后来有人在亚锁都遇见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
（8:39,40）。 
 

尽管腓力后来去了凯撒利亚，但是使徒彼得去到凯撒利亚向外邦人传讲福音。彼

得在凝聚不同文化、地域背景下的教会分支具有重要影响。对于腓力来说，使徒

行传 21:8表明腓力在西部港口区域活动，成家生子，并行使他的传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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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罗的转变:9:1-31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 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
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 扫罗行
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 他就仆倒在地，听见有声音
对他说: “扫罗、扫罗、你为甚么逼迫我”。 他说: “主阿、你是谁?”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作的事，必有人告诉你”（9:1-
6）。 
 
升上天的主耶稣基督用闪电一样的方式向扫罗显现，从而唤起他的注意。扫罗有

三天的时间看不见，完全处于黑暗之中。他不吃不喝，在黑暗中细细将自己所记

住的旧约圣经在耶稣基督之下重新梳理和思考。后来，因着住在大马士革的使徒

亚那尼亚的祷告和按手，扫罗重新恢复了视力。亚那尼亚非常犹豫不决，是否应

该见保罗，因为他知道保罗重重的迫害使徒。 

 

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
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9:15,16）。 
 

 

当扫罗恢复了视力以后…… 

 

“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 他就能看见, 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
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9：18，19）。 
 

扫罗很快就去大马士革的犹太会堂传讲福音，告诉人们耶稣就是被应许的犹太人

的弥赛亚。 

 

“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 （9：22）。 

 

  

亚那尼亚开始先提醒主，扫罗曾经是怎样的人，怎样重重地迫害主的仆人，就

好像主对这一切都不知道似的！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但是亚那尼亚并不固执

己见，而仅仅是表示出他的担忧。亚那尼亚要完全顺服主，克服自己的恐惧。

他是耶稣有用的器皿，我们是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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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突然发生逆转，犹太人开始要逼迫杀害扫罗了！ 犹太人要在大马士革杀死

他。他只能在夜幕下让人把他放在篮子里从城墙槌下。他回到了耶路撒冷，巴拿

巴把他介绍给那些对扫罗充满怀疑的信徒们，告诉人们他是真门徒。 

 

“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话的
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 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
发他往大数去”（9：28-30）。 
 
注意：路加为了节省字数，已经将保罗早期传道的时间压缩了。根据加拉太书

1:15-20 所述，扫罗信主之后在在阿拉伯国家传了三年福音，在最终回到耶路撒

冷之前先回到了大马士革。后来，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大数，在那里待了大概十年

左右时间，在此期间其信仰逐渐成熟。后来巴拿巴把他带到安提阿，在那里牧养

逐渐成长的外邦人基督组织（使徒行传 11:25,26）。 

 

彼得使多加（大毕大）死里复活：9:32-43 

彼得继续在圣灵的带领下扩大教会。他医治了吕大的以尼雅，之后就去了海边的

约帕，在那里彼得行了一个重要的神迹，他将多加从死里复活。 

 
“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 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硝皮匠西门的家
里住了多日。(9：42，43)” 
 

多加的复活：由 Shirley 讲解 
多加是一位虔诚的女信徒。最初圣经对多加的介绍是“她帮助穷苦人。”很明显，
对于约帕的信众来说，多加是一位虔诚的信徒。特别的是，看上去多加并没有结
婚，但是她没有因此感到怨恨和自怨自怜。她的价值来自于和神家成员之间的关
系，她是神的女儿。她也是一个神向众人倾洒爱和同情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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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书 1:27中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
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多加就是这段经文的鲜活例子。
她对自己喜爱的事情习以为常——缝纫衣物，把它们捐献出去——给有需要的寡
妇。约帕在历史上是沿海港口的重要城市，从这里先知约拿奉天父之命乘船传道。
也许那里因为靠海，渔民常会遭遇不测，因此孤儿寡母的数目比较多。 
 
这些寡妇失去了丈夫，对他们来说维持生计很是困难。那些日子里没有政府救济。 
所以其他的信众就要帮助她们。而且，对于今天的教会这也是一样的责任。多加
逐渐在那些寡妇中间受到爱戴。同时也激励那些寡妇为多加的无私的爱而感谢神。 
 
可惜，多加病倒了，死了。她们就要埋葬她，把她的尸体停放在二楼。对于人们
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尤其是寡妇们，她们非常悲伤。所以门徒派了两个人
去催促彼得和他们同来。彼得很理解，他看到那些寡妇都在悲伤哭泣，给他看多
加曾经送给她们的衣物。彼得知道在犹太历史上以利亚和以利沙都曾经去到楼上
救活了两个人的儿子。后来当耶稣救活了雅鲁的女儿的时候（马可福音5:35-42），
彼得也在场。 
 
所以，他模仿耶稣曾经做的。他让寡妇们出去，跪在多加旁边，祈祷上帝让她能
够复活。然后他说：“多加，起来！”多加就像雅鲁的女儿一样马上从床上起来了！
他拉着多加的手，帮她站起来然后让那些妇人都来看多加奇迹般地复活了！ 
 
多加的慷慨的生命，死亡，以及复活都成为一个见证，让信徒们更加相信神的大
能。多加成为神的见证者。现在，有一个团契叫做“多加小组”，她们的目的就
是帮助有困难的人。多加的影响遍及世界，这是多么有影响力的传统呀！多加是
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看到有人运用自己的天赋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她的天赋
是缝纫，我的呢？你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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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拜访哥尼流：10:1-48 

在斯提反殉道以后（使徒行传 7 章），彼得去哥尼流家。这表明使徒传道活动进

入第二个阶段。哥尼流是罗马百夫长，那时他可以说是转向犹太教了。天使向他

显现，让他去邀请彼得到自己家里，告诉他一个信息。天使指示哥尼流之所以选

中他，是因为他对神虔诚。 

 

“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 “主阿，甚么事呢？”天使说： “你的祷告和你
的赒济达到神面前已蒙记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
来，他住在海边一个硝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10:4-6） 
 

与此同时，彼得的内心也受到圣灵的感动，因为那时犹太人（哪怕是耶稣门徒）

去外邦人家里还是很不寻常的，更不要说让犹太人吃律法禁止吃的动物肉了。彼

得的异象就是一个总结： 

 

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缒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
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 “彼得,起来,宰了
吃。”彼得却说: “主阿,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
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
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10：11-16）。 
 
这个异象发生了三次，表明它的重要性。尽管当时彼得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时，哥尼流的到访打断了彼得的思绪。 

 

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 起来，下去，和他
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10:19,20）。 
 

彼得一到哥尼流的家，他就发现有很多人在等他。他的开场白表明彼得好像知道

神要让他给外邦人传道。 

 

“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例的。但神已
经指示我，无论甚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 
  



2019 年 6 月 2 日                                                                         1146 

 

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甚么意思呢？（10：
28，29）’” 
 
彼得在哥尼流家里回顾了耶稣的生平，并且告诉人们福音要传给外邦人。 

 

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
为主所悦纳”（10：34，35）。 

 
就在他即将结束讲道的时候，圣灵打断他，降在那些众人身上。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
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希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 
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
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10:44-48）。 
 

就像圣灵开始降在犹太信徒身上一样，这一回圣灵降临在这些外邦人身上。这样，

圣灵很明确的让人们看到外邦人也一样可以接受福音。他们没有先转变为犹太教

信徒。正如路加所述，这对于那些陪同彼得来到哥尼流家的“受割礼的信徒”来

说是很令人震惊的。这在福音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刻，等于是打开了通往外邦世

界的大门。 

 

彼得向耶路撒冷教会讲述：11:1-18 

彼得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必须为自己拜访外邦人的家而进行申辩。 

 

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
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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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也是一名外邦人，他在这里详细的记录了彼得的解释。 

 

“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
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
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
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
生命了”（11：15-18）。 
 

在此之后，“外邦人的问题”就成为持续的争论焦点（参照使徒行传 15）。对于犹

太信徒来说，要让他们接受外邦人也是神所拯救的计划之一，这一点是需要一段

时间的。 

 

 

安提阿教会：11：19-30 

对于使徒们在斯提反死后的活动情况，路加有进行综合的表述：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 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
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11：
19-21）。 
  

当神想要做出一些“改变”时，他会使用愿意接受新事物的热。神先向少数几个人强

调他的改变，然后再告诉另一些人。在这个例子中，彼得和哥尼流都得到了神的启

示。接下来就是耶路撒冷的耶稣跟随者们。改变可能会慢慢发生的，但是经历过的

人都知道是怎样的。有时我们常常以为是“新的”，其实已经在世上上千年了。神会

选择什么时候让改变发光和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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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阿是早期基督徒教会中的“外邦中心”。保罗三次传讲福音都是从安提阿教

会出发的。恰恰是在那里，“使徒们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11:26）。也就是从安

提阿开始，保罗和巴拿巴在一起，他向巴拿巴学习如何传道，直到能够共同传道。 

 

“他又往大数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工夫，和
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首”（11：25,26）。 
 

总结：在使徒行传中，路加描述了如何转变成为外邦人使徒的大数的扫罗，也描

写了向外邦人逐渐敞开的大门（通过彼得）。他为使徒行传后面的章节（13-28）

做出了铺垫，那里，将描写使徒们（特别是通过使徒保罗）如何将福音传向更为

广阔的世界。诚然，使徒行传 10，11 章是整本使徒行传中将前、后进行衔接的

部分。 

 

 

讨论问题 

 

1. 我们学习了旧约圣经，知道神通过犹太人祝福所有的国家。那么你认为为什

么耶稣的犹太门徒们对于神直接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一点会难于接受呢（而不

是要求外邦人先相信犹太教）？ 

 

2. 最早的基督徒们在向周围世界传讲福音的时候遭遇了很多困难和危险，人们

常常不欢迎他们。他们的例子如何激励你呢？ 

 

 

3. 多加的例子对你有什么启发？也许她仅仅是故事中的一个“小角色”；但是她

对于早期的基督教会有很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她身上学习到什么？ 

 

4. 细想为什么神拣选扫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并让他成为新约福音的主要作者，

并成为建立教会历史的重要人物。根据扫罗的背景，神对扫罗的拣选对你有

什么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