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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使徒行傳和舊約故事、
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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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歷代教會的典範



1.問題：

 嬰兒洗
 會眾制與主教制
 每主日領聖餐
 會眾投票選舉執事
 出售財物凡物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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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徒行傳的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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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使徒行傳》的目的
使徒行傳是歷史
第一步
綜覽
路加的目的
解經的範例



2.1 讀《使徒行傳》的目的

 護教

 靈修-激勵、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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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使徒行傳是歷史

 歷史編纂-提供知識

 在歷史中始終有神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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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學的問題：
* 這樣選擇、組合資料，目的何在？



2.2 使徒行傳是歷史

 為教會建立一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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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寫作的目的：



2.3 解經第一步：閱讀

 閱讀：觀察、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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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綜覽分段

 彼得(1-12章) 保羅(13-28章)

 福音在地理上的擴展
 耶路撒冷 (1-7)

 撒瑪利亞與猶太(8-10)

 直到地極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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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綜覽分段

 福音發展---聖靈行傳
 耶路撒冷 (1:1-6:7)

 初期擴展(6:8-9:31)

 首次傳外邦人 (9:32-12:24)

 首次擴到外邦世界 (12:25-

16:5)

 進入歐洲(16:6-19:20)

 保羅到羅馬 (19:21-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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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路加的目的

 外邦宣教&聖靈工作
 福音“進展”: 路加“沒有”記載

 使徒的生平
 教會的組織
 福音在其他地區的發展

 不在於把事情標準化
 在“整體方面”作為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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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寫作存粹的教
會歷史

神對教會的目的：任何事都無法阻擾聖靈賦予
能力的教會之發展。

“整體方面”： 傳福音、喜樂、擁有聖靈的能力



2.6 解經範例

 6:1-7

 上下文：重點、功用、Why 

here?

 主旨1：初期信徒的團體生活
 主旨2：在耶路撒冷裏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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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首次區分傳道者和一般信徒執事的經過
而是：為教會首次從耶路撒冷往外擴展做準備



2.6 解經範例

 8:5-25

 教會首次擴展的真实故事
 主旨1：撒瑪利亞人的歸主

（肉眼可見的聖靈同在）
 主旨2：西門的事件（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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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徒行傳的釋經

 通則
 特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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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先例在基督教的教義
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3.1  釋經通則

 我們必須做這事？
 我們可以做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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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則：除了聖經明確告訴必須
做某事以外，其他的敘述並沒
有規範功用。除非有其他理由
可以證明作者有意將它立為規
範。



3.1  釋經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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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被視為規範的神的話，主要
與任何敘事原來有意教導的有
關。

 敘事的主要目的所附帶的事項，
其教導價值和敘事原來有意教
導的並不相同。

 歷史的先例若要有規範的價值，
就必須與目的有關。



由聖經得到的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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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層次 主要教義 次要教義

基督教神學
(基督徒所相信的)

神是獨一無二的
神是愛
世人都犯了罪
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
得救是本乎恩
耶穌基督是神
====================

聖經是神所啟示的話

基督的兩種本性如何合二為
一、

====================

啟示的實際性質

基督教倫理
(基督徒應該如何為人)

爱神、爱人如己 如何爱人

基督徒的經驗或慣例
（基督徒所做的）

教會應繼續實行領受聖餐的
儀式
洗禮的必要
聚會

領受聖餐的次數
洗禮的方式
聚會的次數或那一天聚会i



3.2  釋經特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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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與聖經先例相似的事，以顯
示現今的行動有聖經的根據，
很可能根本就是沒有確實的根
據。

e.g. 基甸的羊毛

e.g. 耶穌受洗領受聖靈



3.2  釋經特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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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經的敘事確實有說明和“示範”

的價值，不過這可能不是作者
主要的目的。

e.g. 保羅引用舊約警告那些蒙神揀選
而又錯誤安全感的人(林前 10:1-13)

e.g. 耶穌引大衛，為門徒在安息日所
作的事辯護(可 2:23-28)



3.2  釋經特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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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基督徒的經驗方面，聖經的先
例有時可被視為可重複的模式-即使
他們並未被當作規範。



3.2  釋經特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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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某些慣例或模式是否可重複執行：
a) 若新約中只有一個模式，且重複出現
b) 若有兩個以上的模式，或一個模式只出
現一次，則只有它有神的認可、或與聖經
別處的教導一致，才可重複
c) 受文化限制的事，要不是完全不可重複
實行，就必須用新的或不同的文化方式表
達出來。



3.2  釋經特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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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的活動 是否是先例

浸水洗禮 No。只是施洗的方式

每主日守聖餐 論據比較薄弱

嬰兒洗 沒什麼根據

基督教的牧師是祭司 站不住腳



4.  總結

26

1) 我们应该如何讀使徒行傳？

2) 讀使徒行傳或聖經其他書卷時，應
如何應用（先例）？

e.g. 凡物公用

e.g. 呼喊派： 到那时候，凡求告主
名的，就必得救。(徒二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