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耶稣升天前吩咐门徒要为祂作见证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撒玛
利亚，一直到地极。在面对宗教领袖的逼迫时，门徒们四散各地，将
福音带到撒玛利亚和犹大全地，使徒们却仍然裹足不前，神如何地向
使徒们显明祂的心意呢？如何让使徒们跨出他们的脚步，向外邦人传
第一时
第一时段 欢迎你来
迎你来 分钟
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念，离 福音呢？
开繁忙、疲惫，并预备心来归向神。
一、 神记念敬畏祂的人（徒 10：1-8）：(请先读 v. 1-8 再读下文)
第二时
第二时段 敬拜赞
敬拜赞美 分钟
A. 敬虔的外邦人- 哥尼流（ 1-2 ）： 该撒利亚是大希律王为罗马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面、
政府所建的城市，是罗马政府统治巴勒斯坦的政治中心，罗
带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开口为下列事项祷告。
马总督的驻扎地，有从罗马派来的驻防军看守，哥尼流是驻
（组员个人的需要请在第四个时段分享祷告。）
防军的一个叫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和他的家人都是敬畏神
的人，他的敬虔甚至影响到他的下属也敬畏神。罗马是多神
宣教单位 认领的单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信仰的国家，要接受以色列人所信的独一真神，必须放弃他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的单位，请洽教会。）
们传统的信仰，这在罗马人当中是很不寻常的。然而，哥尼
教会事工
流敬畏神，而且非常敬虔的遵守犹太教律法，也乐意多多赒
主日崇拜：网络直播进行
济有需要的百姓，并且按着犹太教的定规，常常祷告祈求神。
周三祷告会：以 进行
他可说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外邦犹太教信徒。哥尼流是个百夫
周二 、五
的琴与炉：以 进行
长带领 个士兵，是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有影响力的人。
周一到周五下午茶经会：以 进行
B. 神在异象中向他说话
神在异象中向他说话（
说话（3-6）：有一天当哥尼流按照犹太人一
主日装备课程：以 进行 ： ：
日分早午晚三次祷告，在下午三点作晚祷时，他清楚的看见
主日启程福音视讯：以 进行 ：
：
一位天使进来跟他说话。哥尼流看着天使，心中害怕，问天
新来宾
请于聚会前确认来宾名字。
使说「主阿，甚么事？」，天使告诉他，他的祷告和善行蒙
病痛组员或亲朋
并商讨如何关怀他们。
神记念了，神吩咐他派人去约帕靠海边一个硝皮匠叫西门的
特别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得以控制祷告：祈求神施恩怜悯，制止病毒的
家里，请一个名叫彼得的人来。西门应该是犹太人，硝皮匠
持续扩散，保守医护人员能免除病毒的感染，医治所有受感染者，使
是处理皮革的人，在处理皮革的过程当中会沾到死去动物的
他们能安然度过危险。并保守美国各州各地以及教会的重新开放，是
尸体，算是一种不洁净的职业，是正统犹太人看不起的。约
一个经历神的作为的全然复兴景象！
帕是现今以色列的雅法位于耶路撒冷城的西北约 公里，是
第三时
第三时段 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 分钟 以分享讨论
以分享讨论应
讨论应用神的话
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个海港，是当时的交通要道。西门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
搬离人群住在海边上。彼得选择住在西门的家里，可能是因
响应主日信息—聚会前，请上网仔细重听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西门爱心的邀请，因为耶稣的门徒，在那时还是被逼迫的，
想是什么？哪一句话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同时彼得也不介意与从事不洁净工作的西门来往，表示他有
接纳的心。
分享你过去一周所思想的是什么是你需要加强或实践。（请尽量保持
C. 他顺服神的指引（7-8）：虽然天使并没有告诉哥尼流为什么
在 分钟之内）
要这样做，但虔诚的哥尼流就照着天使的吩咐去行，这也是
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
军人服从的本性。他的行为可能遭受到风险，因耶稣是被罗
经文：使徒行传
，
马巡抚所判刑被钉十字架的罪人，但他还是顺服，他就叫了
背诵经文：「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那些
两个家里的仆人，还有一个服事他的，也是虔诚的士兵，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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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他们所发生的事，准备好就出发了。哥尼流也是一位细心
奇；」 （徒
）

【小组
【小组查经材料】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10–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
2020 年五月 22、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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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派两个信任的仆人可以互相照顾彼
得，也不会走漏风声，士兵也可随行保护。约帕离开该撒利
亚大约 30 英里，当时已晚，他们可能是第二天一早离开，应
该中午可以抵达。
讨论问题 1： 你曾否做
你曾否做过什么好事，你为什么会去做呢
什么好事，你为什么会去做呢？
，你为什么会去做呢？（破冰题
（破冰题）
讨论问题 2： 如何看出哥尼流是一个虔诚
如何看出哥尼流是一个虔诚的人？神如何向他
的人？神如何向他显现
神如何向他显现？
显现？
（观察题）
神要我们突破传
突破传统的束缚
统的束缚（徒 10：9-23）：(请先读 v. 9-23 再
二、 神要我们
读下文)
A. 神在异象中向彼得说话
神在异象中向彼得说话（
说话（9-18）：在哥尼流所派的三个人还
没有来之前，大约在中午的时候，彼得按着犹太人祷告的定
规在房顶上的平台上祷告时，那时西门家的人正在准备中饭，
可能是闻到饭香，彼得觉得肚子饿了，想吃东西。这时彼得
大概是太饿了，是在一种魂游象外的光景，就像半睡半醒的
半昏迷状态。他看见天开了，有一件东西，好像一块大布，
被牵着四角，降在地上，里面有各样的四足走兽和爬虫以及
天上的飞鸟。按照利未记 11 章，犹太人对吃的食物，有非常
严谨的规定，不洁净的生物是绝对不能吃的。而这些动物有
些是洁净的，有些是不洁净的。这时有一个声音对他说彼得，
起来，把他们宰了吃。吃东西正是彼得想要的。但彼得从来
没有吃过不洁净的动物，所以坚决地拒绝。第二次有声音对
他说，神洁净的东西，你不可以看为不洁而不吃。神要彼得
除去心中对洁净的要求，神说洁净就是洁净了。这个异象一
共出现了三次，神很有耐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彼得显现，
耶稣曾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可能彼得是心意坚定很难被
说服的人。之后，那块布，就立刻被收回天上去了。彼得还
在猜测这个异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在这时候，哥尼流派来
的人已经找到了西门的家，正站在门外。他们喊着问是否有
一个西门彼得的人在这里做客？
B. 彼得顺
彼得顺从圣灵的指示（1919-23）：彼得还是很困惑，为什么神
要他吃不洁净的食物，违犯律法的规条呢？一个敬虔的犹太
人是不能这样做的。圣灵这时又再次跟彼得说，有三个人来
找你，不要疑惑，只管去，因为他们是我差他们来的。要破
除彼得心中旧约的传统和束缚，神花了很大的心血，将事情
的发展和时间安排的恰到好处，分秒不差，这绝对是神的安
排和圣灵的工作。彼得就下去见他们，听他们讲述邀请彼得
的原因。彼得就邀请他们进入西门的家，住了一晚，第二天

就跟着他们去，另外也邀请了约帕的几位弟兄，与彼得同去，
也可以见证彼得所行的。
讨论问题 3： 神为什么要彼得看见这
什么要彼得看见这个特别
个特别的异象，
的异象，这
象，这个异象如何影
响将来福音的发展和
将来福音的发展和传扬
福音的发展和传扬？
传扬？（观察应用题）
44-48）：(请先读 v. 4444-48 再
三、 圣灵也降在外邦人身上（徒 10：44读下文)
得打破犹太人心中被传统所束缚的障碍和隔离感，勇敢的进入外
邦人哥尼流的家，彼得对哥尼流说，神不徧待人，凡敬虔和行义
的人，无论任何种族，都蒙神的接纳，并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
哥尼流一家人。当彼得正在说话的时候，圣灵降临在所有听道的
外邦人身上，这是第一次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但他们还没有
受洗，就直接领受了圣灵，与彼得在五旬节时对犹太人所说的不
同（徒 ： ），和彼得同来的犹太人听见这些外邦人也说方言
和赞美神，与他们在五旬节时所领受是一样的，就很惊讶。彼得
说：这些人既然领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禁止他们接受水
的洗礼呢？圣灵一定知道，彼得在一群犹太人见证下，很可能会
犹豫是否该为外邦人施洗？如今圣灵先降临，彼得顺理成章，就
为他们受洗，感谢主，都是圣灵的引导。这一天是基督教历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基督教不再只传给犹太人，而
是传给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的外邦人。
讨论问题 4： 从哥尼流和他家人的经历
从哥尼流和他家人的经历中，如何知道神不偏待人？这
如何知道神不偏待人？这
对我们传福音有何启发？
们传福音有何启发？（
福音有何启发？（观察应用题）
讨论问题 5： 你是否有未信主的亲
你是否有未信主的亲朋好友？请为
朋好友？请为他
请为他们提名祷
提名祷告并积
告并积极
向他们传
向他们传福音。
们传福音。（
福音。（应用题）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祢。让我们教会能够参与跨文化的海
外宣教行动，将福音传到世界各个角落，求祢让我们为教会的宣教事
工祷告，为世界各地的分堂祷告，让祢救赎世人的福音更加广传，达
到地极，完成祢所吩咐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得
胜的名求。阿们！
第四时
第四时段:祷告服事（10 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一个祷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告。
徒 ： ，
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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