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福音的路加書信

第七課：兩書中的異象 (筆記)
路加福音

使徒行傳

1. 加百列向祭司撒迦利亞預言約翰出生
(1:8-23)
2. 加百列告知馬利亞將童女懷孕生子
(1:26-46)
3. 天使向牧羊人報佳音 (2:8-14)
4. 登山變像 (9:28-36)
5. 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祈禱，天使來加力
(22:43-44)
6. 耶穌死的景象 (23:44-49)
7. 天使向婦女顯現告知耶穌已復活
(24:1-6)

1． 門徒看見耶穌升天（1：9－10）
2． 彼得約翰二次被囚，主的使者開了監門
(5:17-26)
3． 司提反殉道前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
（7:54-56）
4． 腓利見使者，往南行，向埃提亞伯太監
談道 (8:26-40)
5． 掃羅在大馬色路上歸主（9：1－9）
6． 亞拿尼亞所見的異象 (9:10-19)
7． 哥尼流見異象 (10:1-8)
8． 彼得魂遊象外見異象（10：9－23）
9． 天使救彼得出監（12：1－19）
10. 保羅見馬其頓人異象（16：6－10）
11. 保羅和西拉在監半夜監門大開，禁卒歸
主（16:29-34）
12. 夜間主在異象叫保羅留在哥林多（18：
9－11）
13. 海難中天使告知保羅全船人無恙
（27:21-26）

異像 Vision 是什麼？
1. 異像表現於實體，異夢現於睡眠中。
2. 魂遊象外，是似夢非夢。(「魂遊象外，看見異像」徒 11:5, 22:17, 創 15:12)
3. 新約保羅被提到第三層天(林後 12:1)，及啟示錄是最多異像。

《 路加福音中的異象 》
《 登山變像 》(路 9: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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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耶穌形象的描述：「祂的面貌就改變了，衣服潔白放光」(路 9:29)
二. 摩西與以利亞出現，與耶穌談什麼？
路加記得最清楚，「談論耶穌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將要成的事。」(路 9:31)
三. 山上另一幕：門徒都打盹 (路 9:32)
四. 是天堂的景象。

《 耶穌死的景象 》(路 23:44-49)
一. 遍地黑暗 (路 23:44-45)
1. 從正午到申初共三小時，天都黑了。
2. 是否「日蝕」？
• 逾越節是猶太曆正月十五日，月滿之時，決不能有日蝕。
3. 主降生時，神的榮光四面照耀(路 2:9)，但主死的時候遍地黑暗。
4. 黑暗是忽然來到，遮蓋了十字架的慘狀。
5. 只有黑暗，地上沒有聲音。
6. 黑暗的意義：
• 除了神以外，沒有人能廢掉這自然定律，而又沒有擾亂宇宙的秩序。
• 說明神很注意耶穌的死及彰顯祂的死。
• 在黑暗裏，神把祂的兒子暫時撇下，代表了神的忿怒。
• 在主耶穌極痛苦的時候，神用黑暗遮蔽祂，( 摩 8:9)

二. 幔子裂開 (太 27:50-51)
1. 有人以為幔子因地震裂開了，但聖殿還沒震壞。幔子是因耶穌第二次喊聲後裂開
的，與地震無關。
2. 聖殿的幔子與會幕的幔子是一樣的，一樣欵式，一樣材料。
3. 幔子辭職了：
4. 幔子裂開與大聲呼喊是同一時間出現
5. 見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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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死的時候是下午三時正，是獻晚祭的時候，祭司這時正在聖所裡事奉，
殿裡也有其他人，都看見這情景。

6. 表示主的勝利：
•

幔子裂開，大祭司就不能把贖罪的血帶到幔子裏面。

•

至聖所是隱密處，現在永遠顯露了，人人可坦然無懼到至聖所。

•

取消了帳幕時代，也把猶太人和外邦人隔膜的牆拆開了。

三. 地震、磐石崩裂 (太 27:51)
1. 地震的範圍：範圍可能只在猶太全地。
2. 各各他雖然地震，但十字架卻沒有移動。
3. 地震反而使聖徒的墳墓裂開了。
四. 墳墓開了 (太 27:52)
1. 墳墓是因地震而開了，在各各他確有墳地。亞利馬太的約瑟的墳墓就在附近。
2. 是什麼樣的復活？
• 靈體復活？
• 肉體復活與主復活的一樣？
3. 復甦而不是復活：

《 使徒行傳中的異象 》
《 腓利見使者，往南行，向埃提亞伯太監談道 》 (8:26-40)
1. 腓利，腓力，英文都是 Philip, 是當地很普遍的名字。
2. 腓利：第一個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佈道家。
3. 腓利與司提反是相當突出的門徒，使徒行傳 8 章後，沒有明顯提及腓利的事跡，到
21:8 才提到他有四個女兒，都是處女，並且是說預言的。
4. 腓利代表了希臘化的猶太基督徒。
5. 腓利的佈道過程 (8:26-35)
《 掃羅在大馬色路上歸主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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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熱心迫害基督徒 (9:1-2)
保羅從公會與祭司方面取得極大權力，把基督徒當作異教徒來對付。(參 22:4-5)
二. 保羅見異像的經過 (9:3-9)
1. 「四面照著」是神蹟性的光。(9:3)
2. 「他就仆倒在地」 (9:4)
3. 他與主的對話頭及結果 (9:5-9)
《 亞拿尼亞所見的異象 》 (9:10-19)
新約有三個亞拿尼亞：
1. 第 5 章，與妻子欺哄聖靈的亞拿尼亞。
2. 第 9 章，大馬色的門徒亞拿尼亞。
3. 第 23 章，吩咐人打保羅的祭司亞拿尼亞。
一. 保羅當時的狀況 (9:9)「三日不能看見，也不吃也不喝。」
二. 亞拿尼亞在異像中受命 (9:10-12)
三. 亞拿尼亞在異像中第二次與神對話 (9:13-16)
1. 亞拿尼亞的懼怕
2. 神的旨意
四. 亞拿尼亞遵命 (9:17-19)
1. 按手在掃羅身上
2. 稱掃羅為「兄弟」
3. 鱗片掉下，掃羅能看見
4. 被聖靈充滿
5. 起來受浸
6. 「吃過飯就健壯了」
以下兩個異像是配合同一件事，就是哥尼流全屋人得救。
《 哥尼流見異象 》 (10:1-8)
一. 哥尼流的背景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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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是該撒利亞人。
2. 他是義大利營的百夫長。
二. 哥尼流的靈命 (10:2)
1. 虔誠人
2. 全家歸主
3. 廣行善事
4. 常常禱告
三. 哥尼流見異像 (10:3-4)
1. 定睛看見天使，驚怕。
2. 神志清醒，「明明」看見天使。
3. 天使到他的家，不是求天使來的。
四. 天使的指引 (10:5-8)
《 彼得魂遊象外見異象 》（10：9－23）
前言：
(9:5-6) 彼得是住在約帕，在海邊硝皮匠西門的家，房子在海邊上。
一. 彼得見異像的時候 (10:9)
• 禱告的時間：正午
• 禱告的地點：房頂
二. 彼得魂遊象外 (10:10)
「魂遊象外」：不可當作靈魂出竅。
1. 形容一個人在精神與心思無法自我控制下所產生的現象。
2. 神向信徒顯異象時，信徒是處於魂遊象外的狀態中，絕不是精神恍惚時所見到事
物。
三. 彼得所見的異像 (10:11-16)
1. 異像中的食物：有潔淨的和不潔淨的
2. 律法的規定
「俗物」象徵猶太人傳統觀念中那未受割禮的外邦人。
3. 這異像對彼得的教導：神所潔淨的就成為聖的 --- 歸神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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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像到此為止，不過還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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