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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的使徒行传跟旧约的叙事文体，有非常类似的解经原则，
现代教会在读的时候 会有不 样的假设前题 ─
现代教会在读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假设前题
 读旧约叙事，感觉上就是在读以色列人的故事，
不会立刻想要效法他们某 些的行为
不会立刻想要效法他们某一些的行为
 读使徒行传，会认为是教会历史的先例，
 似乎要仿效使徒行传的教会生活、模式、
似乎要仿效使徒行传的教会生活 模式
信徒互动…就会带来教会的增长
 会认为 ─ 使徒行传就是历代教会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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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是历史 ─ 路加按照年代的先后次序、
某些要向提阿非罗大人来做的交待 其实是延续路加福音。
某些要向提阿非罗大人来做的交待，其实是延续
路加是一个非常棒的历史家，
把耶稣的生平 初代教会的发展 放在当时
把耶稣的生平、初代教会的发展，放在当时
历史框架中，让我们知道它真实发生过
 整体而言，就是最初的教会历史的卅多年，
整体而言 就是最初的教会历史的卅多年
非常有次序、仔细记录初代教会所发生的事情


也有某些方面的神学关注 ─
不是只是在做报导，他要人看见上帝的作为…
 在选择材料，圣灵引导他用最准确的用语，
写下这段时间，上帝透过教会所成就的事情
 在编辑使徒行传，他是有目的的 ─
叙述主后第一世纪福音的进展、教会的发展
除了是历史，更是一本神学的记录 ─ 记载上帝的作为。

探讨使徒行传的解经与释经，我们的要点 ─
要挖掘出路加在写作使徒行传的时刻，
圣灵引导他写了些什么？是怎么写的？
用意是什么？真的是要我们照着他所写的
教会生活模式来照着做吗？

我们要透过适当的解经方法，来挖掘出路加的信息，
不见得是我们想要知道什么 不是出于好奇 需要
不见得是我们想要知道什么，不是出于好奇、需要，
而是容许圣经来对我们说话…
第一步 ─ 好好的、整体性的阅读，最好一口气读完，
在每 个事件段落的起承转合中，路加所看中的主题，
在每一个事件段落的起承转合中，路加所看中的主题，
在这主题的引导下，很自然的分段…
 主要人物 ─ 一到十二
到十二 彼得，十三到廿八 保罗
 从地理上来看 ─一到七 耶路撒冷，
八到十 转移到撒马利亚、犹太全地，
转移到撒马利亚 犹太全地
十一到廿八 往地极发展
一8b

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
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是使徒行传成书的一些关键点。

全书明显的有六大段落，都有非常类似的结尾语…
1.

─
彼得的讲道、在犹太背景中遭逼迫、被反对
五旬节事件 说希利尼话的信徒
五旬节事件，说希利尼话的信徒、
说亚兰话犹太人信徒之间，开始有些冲突

一1 –六7 最早期耶路撒冷的教会，记载了
最早期耶路撒冷的教会 记载了




六7

2.

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
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3.

九32 –十二24 福音首次传给外邦人…



以哥尼流的信主为关键，在使徒行传被叙述了两次，
重要意义在于 ─
 他的归信是直接由神而来的行动
 神透过彼得引导哥尼流家信主



彼得是公认的犹太基督徒宣教的领袖，
这个关键点使得福音开始突破了犹太人单 族群
这个关键点使得福音开始突破了犹太人单一族群

福音首次在地理上的发展，
因为司提反殉道，许多 希利尼话
因为司提反殉道，许多说希利尼话的犹太籍基督徒，
太籍基督徒，
把福音带回了他们所散居各地的家乡
撒马利亚人，成为半犹太教、半犹太民族的第
马利亚人，成为半犹太教、半犹太民族的第一批信徒
批信徒

六8 –九31




那时，犹太、加利利、撒马利亚各处的教会
都得平安 被建立；
都得平安，被建立；
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安提阿

福音转移进入了安提阿教会 ─
被在五旬节在耶路撒冷信主的人、
因着遭遇逼迫四散，
把福音带回了安提阿，安提阿教会被建立

九31

4.

十二24 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
神的道日见兴旺 越发广传
耶路撒冷

十二25 –十六6 福音第一次在地理上扩展到外邦世界…

6.

保罗是领袖，犹太人开始拒绝福音
保
领袖 犹太
拒绝福音 ─
因为教会接纳外邦人，犹太教的信徒有不一样的反应
 耶路撒冷的教会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要接纳外邦弟兄，
耶路撒冷的教会举行会议 讨论是
接纳外邦弟
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点 ─
保 旅行传道
福音
外邦世
往后记录保罗旅行传道，将福音带往外邦世界





十六5

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

5.

福音在外邦世界不断的西进，
甚至因着马其顿异象进入了欧洲；
甚至因着马其顿异象进入了欧洲
犹太人不断的拒绝接受福音。
福音进展 福音遭受逼迫
福音进展、福音遭受逼迫，
这两条平行线是不断的发展着…

十六6 –十九20

十九20

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

十九21 –廿八31



使徒保罗带着福音、带着锁炼到达了罗马
使徒保罗带着福音
带着锁炼到达了罗马
保罗受审，每一次都是被宣告无罪

廿八31

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
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类似的六个段落、
每 个段落有 个记号 ─
每一个段落有一个记号
类似的结尾语分割而成。
福音进展的流程，就是这样的顺畅 ─
从耶稣基督被接升天，
他们等在耶路撒冷
 然后在犹太人的环境中，
开始有人信主、建立了教会


从综览来看，路加讲述福音的进展路线 ─
 如何受圣灵的引导，又不断的遭遇逼迫
如何受圣灵的引导 又不断的遭遇逼迫
 特别以彼得的受审、保罗的受审，要强调 ─
福音在犹太世界 外邦世界 不是非法宗教
福音在犹太世界、外邦世界，不是非法宗教
主耶稣基督是在罗马的刑罚中被钉十字架 ─ 往往是判乱罪，
如果当时外邦世界对耶稣的认识 ─
是一个罪犯、而且是判乱罪，
有谁敢跟随耶稣做门徒呢？
路加刻意的让外邦世界，准确的认识 ─
福音的由来、发展、到底耶稣是谁。
透过保罗在使徒行传中讲道的篇幅
透过保罗在使徒行传中讲道的篇幅，
 场景往往都是在受审、被告席上，成为布道会的讲员
 在宣扬福音、也是为自我答辩的当中，
在宣扬福音 也是为自我答辩的当中
结尾都是被宣判无罪 ─他并不是一个罪犯

一般在读使徒行传，
最喜欢找出圣灵是怎么样的工作的…
最喜欢找出圣灵是怎么样的工作的
在今天教会当中，当缺乏属灵的能力的时候，
都期望复制信徒 使徒
都期望复制信徒、使徒，
得着能力、被圣灵充满的历史事件。
路加写作使徒行传，并不在乎把事件标准化，
就算是各个群体归信基督，
算是各个群体
基督，
包含信而受洗、圣灵的降临，
这些外显型现象，路加也不在乎要标准化
这些外
现象，路加也不在乎要标准化 ─
 是先信后受洗、或是先受洗再信
 圣灵降临当中，有方言、或是没有方言
 使徒们有按手、或是没有按手
路加并没有把这些我们认为的关键事件标准化，
各种形式路加会准确的记录下来。

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政治罪名 ─自称为犹太人的王，似乎是判乱
自称为犹太人的王 似乎是判乱
 可是祂是完成救赎的、上帝的计划 ─
† 祂的复活就是最大的见证
† 复活升天降下圣灵，就是以大能显明祂是上帝的儿子
犹太教在主后第一世纪、罗马的世界中，受到相当的尊重，
而犹太教的的体制容不下耶稣基督，把祂钉了十字架，
跟随耶稣的这群人是否都是罪犯？
在路加的写作宗旨、目的 ─
证明使徒们所传的福音，绝对不是非法宗教！
可以被外邦人、犹太人，所接受、高举、追随的。
综览不看个别事件、却看整个福音的进展 ─
不论是主要人物 地理性的进展
不论是主要人物、地理性的进展，
这是路加写作非常重要的宗旨。

路加写作福音进展当中，是有典范的形式出现…
 在不同群体中移动的时候，一定有圣灵的印证，
在不同群体中移动的时候
定有圣灵的印证
一定会在这个群体当中，福音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
 不只是人心归正、教会复兴，
不只是人心归正 教会复兴
还有包含了逼迫、门徒背十字架，
面对逼迫 挑战 都是福音进展的典范
面对逼迫、挑战，都是福音进展的典范
路加在写作的整体文脉里，是兼具典范性 ─
是整体的福音进展，而不在乎个别的事件。
我们可以从准确的解经、释经应用，看看怎样
我们可以从准确的解经
释经应用 看看怎样
经历圣灵的能力，不是只有学表面的现象，
真正认识福音的进展、圣灵的角色。
这是从使徒行传整体综览、
最基本的从文意脉络 历史背景
最基本的从文意脉络、历史背景，
可以掌握的是非常丰富的信息！

我们所最喜欢、最在意的，反而是路加所省略的…
1 使徒生平 — 使徒们都四散去传福音，
1.
使徒们都四散去传福音
 多马后来到印度去布道、宣教
 单单记录保罗这一个福音的队伍
单单记录保罗这 个福音的队伍
他没有把所有的使徒都记录下来
2 教会组织 — 没有仔细记录教会如何建构组织，
2.
没有仔细记录教会如何建构组织
 只有粗略的标明当希利尼人跟犹太人，
在耶路撒冷教会因为文化隔阂产生冲突…
在耶路撒冷教会因为文化隔阂产生冲突
 后来外邦教会制度 ─长老治会？会友治会？并没有记录
从犹太人、到撒马利亚人、
到外邦人组成的教会…
教

福音中心最早在耶路撒冷，
之后转移到叙利亚的安提阿，
然后带到世界的中心罗马…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每一天赐力量给我们的圣灵，
让我们真的看到你是不偏待人的神 ─
初代教会你在工作、主后廿一世纪仍然在工作。

祷告

求主引导我们 让我们乐意将船开往水深之处
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乐意将船开往水深之处，
照耶稣所应许的 ─
你所做的事 信你的人也要做
你所做的事，信你的人也要做，
而且还要做更大的事。
帮助我们不是拘泥于一些外在的现象、个别事件的情境，
让我们都有不断的渴望 ─你今天要透过我们继续做新事！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路加写作的宗旨文脉当中，
 并没有要把每一个教会建立福音传递的模式，
并没有要把每 个教会建立福音传递的模式
做一个标准化
 只有强调归信的要素 ─ 接受洗礼、圣灵，
接受洗礼 圣灵
并没有加上犹太教所要求的某些的定规、
外邦世界特别的文化因素
一些特别的圣灵、在某些群体当中的工作，
些特别的 灵、在某 群体当中的工作，
 要交待整体福音的进展
 要激励我们 ─ 历世历代的属主的儿女，
都继续在圣灵的工作浇灌和能力的应许下，
福音 续 普 传递
把福音继续向普世传递
每一个人都在继续使徒行传的延续，
都在写着使徒行传廿九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