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度
第二階段 (5-12 月)：使徒行傳

讀經計劃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詩 1:2)

我們在九
我們在九月看過了保羅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傳道旅程，
看過了保羅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傳道旅程，在今個月，
在今個月，我們會讀第十八章至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三章，這幾章經文主要講述保羅的第三次傳道行程和他在耶路撒冷被捕的經過。
這幾章經文主要講述保羅的第三次傳道行程和他在耶路撒冷被捕的經過。
第一週 (10 月 1 日至 10 月 7 日) : 第十八章 23 節至第十九章
節至第十九章 41 節
本段講述保羅開展第三次的傳道旅程，以及在以弗所傳道時的經歷。
內容摘要
一) 保羅開始第三次出外傳道的旅程以及亞波羅的職事 (18:23-28)
二) 保羅在以弗所的工作，主的道大大興旺 (19:1-20)
三) 保羅定意經過馬其頓回耶城 (19:21-22)
四) 以弗所的騷亂 (19:23-41)
釋經節錄：
釋經節錄：
18:23

從本節起，保羅開始他第三次出外佈道的行程，此時大約是主後五十二年夏天。保羅三次
出外傳道，都以安提阿為起點(參 22 節；徒十三 1-3；十五 35，40)。

18:24

『亞力山太』位於埃及三角洲的西北岸，是羅馬帝國第二個最重要的城市，該處猶太人甚
多。

18:27

亞波羅給哥林多教會信徒的幫助很大，以致保羅日後在論到他時說：
『我栽種了，亞波羅
澆灌了』(林前三 6)。雖然有些哥林多教會的信徒，想要使他作一黨的領袖與保羅競爭，
可是保羅和亞波羅彼此之間顯然並無黨派之見(參林前十六 12)。

19:6

這是聖經僅有的幾處地方，明確記載經由人的按手，得著聖靈的降臨(徒八 16-17)。
『按手』
含有聯合與祝福的意思。保羅作為主的使徒，是代表基督的身體將信徒接納成為身體中的
肢體。

19:9

『推喇奴的學房』是一位名叫推喇奴的希臘哲學家或修辭學家講學授徒的地方。通常講學
是在晨間涼爽的時候進行。保羅可能是在晨間作工織造帳棚(參徒廿 34-35)，然後利用推喇
奴不講學的午後一段時間，到學房來講道並辯論真理。

19:10

保羅出外旅行佈道的後期，改採在一個中心地點停留較長的時間，以該地點為根據地，將
福音向周邊四圍的地區廣傳(參徒十八 11)。

19:11

當時以弗所人特別迷信假神偶像(參 35 節)，容易受外面神蹟奇事的影響；因此神在此特別
藉保羅的手施行神蹟奇事。

19:14

士基瓦並非當時猶太教的祭司長，他可能是邪教中人，自封為祭司長。據說當時人們相信，
猶太祭司長可以使用一般人所不敢稱呼的耶和華神的名字，因此握有一種特別的權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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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趕鬼。

19:19 『五萬塊錢』原文是『五萬個銀錢』或『五萬錢銀子』，在當時是一個相當高的價值，約
合五萬個工作天的工資(參太廿 2)。

19:22 據推測，保羅可能是在這段期間著手書寫《哥林多前書》(參林前十六 8~10)。
至於『以拉都』
，有解經家認為就是管哥林多城銀庫的以拉都(羅十六 24)，是當保羅在哥
林多傳道一年零六個月期間(徒十八 11)所結的果子；他可能在信主之後辭去工作，成為保
羅的助手，否則是不可能長期離開這種職位到處奔波的。後來他仍舊回到故鄉定居下來(提
後四 20)。不過以上的講法只是推測。

19:29 『馬其頓人該猶，』有解經家認為他就是二十章的特庇人該猶(徒廿 4)；那裏的『特庇』
(Derbe)，在某些希臘經文版本作『多庇魯』(Doberius)，是馬其頓省的一城，而非加拉太省
的特庇。
『亞里達古』是帖撒羅尼迦人，後來陪同保羅上耶路撒冷(徒廿 4)和羅馬(徒廿七 2)，並與
他一同坐監(西四 10)。
『戲園』是以弗所人觀看重大事件的露天大劇場，約可容納二萬五千人；當時許多公開的
大集會，都在那裏舉行。

19:35 『書記』是指地方的自治機關和羅馬的省政府之間的聯絡官，通常由他擔任群眾大會的主
席。

19:38 『方伯』指羅馬派駐亞西亞省的巡撫。
思考問題：
思考問題：
1.

為什麼那些奉主名趕鬼的人不能成功趕出污鬼，反比污鬼襲擊？他們算是妄稱耶和華的名嗎？
他們的遭遇給了你什麼提醒？

2.

在 19:18 中，信徒公開承認自己信主之前所犯的罪行，你怎樣看認罪？人如何省察自己的罪？
你也曾公開承認自己所犯的罪嗎？

第二週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4 日)：
：第二十章
二十章
本分段講述保羅在特羅亞及米都利的工作。
內容摘要：
一) 保羅由以弗所王特羅亞 (20:1-7)
二) 保羅在米都利勸勉以弗所的長老們 (2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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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經節錄：
釋經節錄：
20:1

保羅原已定意去耶路撒冷之前，先經過馬其頓、亞該亞(徒十九 21)，就是現在的希臘。
從以弗所往耶路撒冷，原應向東行，如今反向往西行，因為馬其頓眾教會有負擔捐助耶
路撒冷教會(參林後八 1-2；林前十六 3-5)，同時他對哥林多教會的光景非常關切；根據
推算，
《哥林多後書》應該是這一段時間在馬其頓寫的(參林後二 12-14；七 5-8；八 1-2；
九 2；羅十五 26-28)。

20:3

根據推算，保羅的《羅馬書》應該是在此時寫於哥林多(參羅十五 22-32；徒十九 21；林
前十六 3-7)；有人認為《加拉太書》也是寫於此時。在這三個月內，他似乎曾到過革哩
底(多一 5)，以及馬其頓西岸的尼哥波立，就在那裏過冬(多三 12)，因為在冬季，一般人
多不出海航行。
「他就定意從馬其頓回去」意指他改變了原定的計劃，讓一部分同工坐船往特羅亞(參 5
節)，他自己則和路加等人取道陸路，縱貫馬其頓，再從東北角的腓立比坐船往特羅亞
會合(參 6 節)。

20:5

『我們』一詞表示本書的作者路加也在內；這詞在此之前，最後一次出現是在十六章十
七節，地點是在腓立比(參徒十六 12)，而此刻又在腓立比(參 6 節)恢復使用這詞，故眾
解經家推測，這幾年來路加可能一直停留在腓立比，就在此地再度與保羅會合。從此他
一直與保羅同處，陪他同往羅馬(徒廿八 14)，直到他殉道之前一刻，仍在他身邊(西四
10，14；門 23-24；提後四 11)。

20:16

保羅在以弗所傳道時，曾引起極大的擾亂(徒十九 23-34)，他若回去那裏，恐會被纏上，
難以脫身。

20:18

從本節到卅五節，是《使徒行傳》中惟一記載專向教會領袖傳講的信息。

20:25

這話指明保羅已有預感，他今後將不可能有太多的機會自由往來傳道，甚至最終將要為
主殉道。事實證明，他到耶路撒冷被捕坐監後，轉送羅馬，雖然曾獲短暫釋放，但回程
未能抵達以弗所即再次被捕，在獄中直至為主殉道。

思考問題：
思考問題：
1. 在20:20中，與別人有益的話，未必是別人想聽的，所以保羅說他不會避諱不說。你
也試過為了別人的好處而說一些別人不想聽的話嗎？還是你會選擇為了維護大家的
關係而不說？保羅怎樣做到「凡事謙卑」又能「教導別人」？
2. 保羅知道將要受苦、甚至殉道(20:23)，但他卻不以性命為念(20:24)，他學習到耶穌
為愛而受苦的心志。雖然神未必需要我們為祂殉道，但在生活中，我們能否為主而
堅持信仰的原則？我們能否為了堅守主的道而甘心被人恥笑或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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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10月
月15日至
日至10月
日)：
：第二十一章
節
日至 月22日
二十一章第1 – 26節
本章講述保羅
本章講述保羅回到耶路撒冷並且被捉拿
保羅回到耶路撒冷並且被捉拿。
回到耶路撒冷並且被捉拿。
內容摘要：
一) 從特羅亞回到耶路撒冷的過程 (21:1-16)
二) 保羅在耶路撒冷 (21:17-26)
釋經節錄：
釋經節錄：
21:2

由此處直接開往巴勒斯坦方面的航線，因要橫渡地中海，故需換更大的船隻。
『腓尼基』
是敘利亞省沿海一帶地方的總稱，推羅為其主要海港。

21:4

『門徒』指耶穌基督的信徒，原文為複數詞；
『找著』原文含有務必找出的意思，推羅
的信徒可能很少，需要細細查訪才能找到。
他們想必是被聖靈感動，預知保羅將在耶路撒冷遭遇危險。注意，被聖靈感動並不等於
得著聖靈的吩咐和命令；聖靈感動人，使人得知將要發生甚麼樣的事情。這裏想要阻止
保羅上耶路撒冷的，並不是聖靈，而是他們對保羅的愛心與關懷，他們不願意看到保羅
在那裏遇難。

21:7

『行盡了水路』按原文又可譯為『繼續行水路』。

21:8

腓利原是耶路撒冷教會管理飯食的執事(徒六 2-5)，因耶城教會大遭逼迫，遂下到撒瑪利
亞宣講基督，曾奉聖靈的引導到往迦薩的曠野路上傳福音給埃提阿伯的太監，帶領他得
救並予施浸，後被聖靈提走，在亞鎖都被人遇見，他一路宣傳福音，直到該撒利亞(參
徒八章)。他因傳福音出了名，故被稱為『傳福音的腓利』
。

21:10

亞迦布曾經預言天下將有大飢荒，結果應驗了(徒十一 27-28)。

21:11

保羅後來的確被捆綁(參 33 節；廿八 17)。

21:12

先知亞迦布只是指明保羅必要在耶路撒冷被捆綁，卻未說主不許他前去(參 11 節)，因此
他們的苦勸阻止顯然是出於人自己的意思，而非聖靈的意思。
還記得耶穌和彼得之間也曾發生類似的事嗎？

21:17

保羅第三次出外傳道旅行，開始於行傳第十八章廿三節，結束於本節。

思考問題：
思考問題：
1. 若你是 21:12 中的門徒，你會怎樣做？在生活中，你有遇到為主而受苦的人嗎？
你可以怎樣幫助或支持他？
2. 是什麼使保羅和其他門徒的關係如此密切？你在教會中也有深交的弟兄姊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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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28 日)：
：第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 27 節至第二十二
至第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 30 節
本章講述保羅在耶路撒冷被捉拿
本章講述保羅在耶路撒冷被捉拿，
在耶路撒冷被捉拿，並對百姓作見證
內容摘要：
一) 保羅被猶太人捉拿 (21:27-40)
二) 保羅的分訴 (22:1-21)
三) 眾人的反應和千夫長的措施(21:22-30)
釋經節錄：
釋經節錄：
21:28

猶太人只准許外邦人在聖殿的外院，不准他們進入內院的境界。在內院前貼出通告為記
號，標明外邦人不得進入，若擅自通過警告牌進入內院的，要被處死。猶太人若帶外邦
人進入，兩者都要被處死。這項條規，也獲羅馬政府的許可，足見外邦人擅闖聖殿，乃
是一件非常嚴重的犯行。

21:38

根據猶太史學家約瑟夫的記載，曾有一個埃及人率眾反叛羅馬，他們專門暗殺羅馬人和
親羅馬的猶太人，最後歸於失敗，但那為首的埃及人則未被擒拿，漏網而逃。

21:39

『基利家』是羅馬帝國的行省之一，位於亞西亞的東南部；
『大數』基利家省的首府，
是當時出名的大學城。

22:1

本書一共記錄了三篇保羅的自辯詞(參徒廿四、廿六章)，本章乃是第一篇。

22:2

保羅當時自辯時所用的『希伯來話』極可能是亞蘭語，它是巴勒斯坦一帶地方通用的語
言(參徒廿一 40 註解)，沒有接受過希臘文教育的人都以亞蘭話交談。

22:3

『這城』多數解經家認為是指耶路撒冷，而非大數。保羅大概是幼年即背井離鄉，來到
耶路撒冷。

22:10

注意，主對這樣厲害逼迫教會的掃羅，除了質問他『為甚麼逼迫我』(7 節)並警誡他『你
用腳踢刺是難的』(徒廿六 14)之外，竟沒有一句責備的話，反而是對他有指引和託付。

22:16

羅馬天主教誤用這節聖經，以為人相信了還不夠，必須再加上受洗，才能洗罪。因此，
他們替臨死的人施洗，以免他們的罪還留著，死後要被討罪。但這裏的『洗罪』是重在
指洗去『人面前』的罪，清洗在人觀感中所留下的罪行。我們藉著受洗，向世人表明我
們是信奉主名的人，主耶穌的寶血已經洗淨了我們的一切罪。所以此處受洗的洗罪，是
為著今後在人們中間的生活，而不是為著死後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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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

這應該是他得救之後第三年的事(加一 18；徒九 26)。

22:20

他當時是一個少年人(徒七 58)，可能還未到達法定的年齡，所以不能參與行刑(用石頭打
人)，而僅代看守行刑者的衣裳，以表示其贊同之意。

22:22

猶太人對自己的民族和宗教有優越感(參羅九 3-5)，他們決不接受外邦人與猶太人在信仰
上一視同仁的看法；外邦人若不先歸信猶太教，接受割禮，遵守猶太人的傳統規條，就
不可將他們與猶太人相題並論。

22:25

羅馬政府把公民籍放在很高的地位；一個羅馬的公民在定罪之前，是不能被綑綁，也不
能受鞭打的。

22:28

當時取得羅馬公民權的方法有三：(1)出生於羅馬公民的家庭；(2)對羅馬帝國有顯著的
貢獻；(3)付出一筆可觀的金錢。

22:30

羅馬帝國派駐猶太地的最高行政長官是巡撫，通常駐節在該撒利亞，另在耶路撒冷設有
巡撫的衙門(約十八 28)。當巡撫不在耶城時，便委由千夫長代行職務，但仍須向巡撫請
示和報告。

思考問題：
思考問題：
1. 從亞西亞來的猶太人見到保羅便要捉拿他，甚至要殺他。是什麼使他們這麼憎恨保
羅？保羅有沒有反抗？為什麼保羅可以如此冷靜？
2. 保羅在眾人面前作見證，提到他信主前怎樣迫害信主的人。他怎樣看自己的過去？
你信主前又是一個怎樣的人？你能勇敢地在別人面前講述主在你身上的工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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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2 日)：
：第二十三章
本章講述保羅在公會前的見證及其後果
本章講述保羅在公會前的見證及其後果
內容摘要：
一) 保羅在公會前分訴 (23:1-11)
二) 猶太人謀害保羅卻未得逞 (23:12-35)

猶太人同謀殺害保羅(12-15 節)

被保羅的外甥聽見而去報知千夫長(16-21 節)

千夫長連夜派兵護送保羅到該撒利亞(22-33 節)

巡撫接案將保羅看守在衙門裏(34-35 節)
釋經節錄：
釋經節錄：
23:2

猶太人的律法，很注重受審訊之人的權利；不分皂白，打受審訊者的嘴，乃是違背律法
的(參 3 節)。並且按照律法，打一個以色列人的嘴，乃是冒犯神的榮耀。

23:3

意指他假冒偽善(參太廿三 27-28)，因他表面是為維護律法而審訊保羅，實則破壞了律法
並違背了律法的精神。

23:4

根據猶太人的遺傳，凡毀謗大祭司的便犯了對神不敬虔的罪，所以故意辱罵大祭司乃是
一項很嚴重的過犯(參出廿二 28；約十八 22)。

23:5

保羅這話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是或者是因為下列等等原因，以致保羅真的不知道
對方是大祭司，只以為是公會的領袖：(1)保羅的眼睛有毛病，眼力很差(加四 15；六 11)；
(2)保羅一直在外傳道，從未見過現任大祭司；(3)大祭司沒有穿上正式的衣袍；(4)因有
千夫長列席，大祭司未按次序坐席； 另一種解釋是諷刺性的反話，暗示一個大祭司絕
不可為所欲為，毫不講理。從保羅接下去所引用聖經的話來看，後者的解釋比較合理。
保羅在此是諷刺對方的作為，令人看不出是一個大祭司。故這句話可以意譯如下：
『我
沒有料到這個吩咐人掌我嘴的人，竟會是一個大祭司。』
「不可毀謗你百姓的官長，」引自出廿二 28；保羅在這樣的場合引用此聖經節，實耐人
尋味。一面表明他尊重律法，一面顯明對方不配作百姓的官長。

23:6

「撒都該人，」是當時一個猶太黨派，成員多屬上層富裕階級人士，其名稱源於所羅門
時代的大祭司撒督(參王上四 4)，他們反對法利賽人只講熱心而忽略道德行為，所以他
們非常注重道德行為，卻因此而趨於另一個極端，亦即只重行為而忽略了信仰。他們不
信復活，認為人死了完全消滅，故無鬼，亦無天使；他們只接受摩西五經，不看重先知
書，也不接受古人的遺傳。他們在政治上很有地位，當時的大祭司亞拿、該亞法等都是
屬於撒都該人一黨。
「法利賽人，」他們起初是一班熱愛祖國、虔誠為神的人，因著大祭司西門為己
而不為神，他們就與馬克比黨分開了，所以他們的敵人叫他們為『法利賽黨』(意即『分
開』)。他們盡力守律法和遺傳，叫自己高過普通的人們，所以法利賽人這名詞也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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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們宗教的宗旨了。他們因著注重守律法，就漸漸趨於注重外面，而忽略了內心；他
們在路口上禱告，衣服襚子放寬了，行路仰天，免得看見婦女；他們對人嚴格，外面死
守規矩，但內心卻依舊敗壞，所以『法利賽人』這名詞，後人竟把它作『假冒為善』解
釋了。
一個法利賽人可能成為一個基督徒而仍作法利賽人(參徒十五 5)；但是一個撒都該
人則不能成為基督徒而仍作撒都該人。
「保羅看出大眾一半是撒都該人」中的『一半』的原文是指『一部分』
；事實上，當時
公會成員大部分是法利賽人，少數為有權勢的撒都該人。

23:7

有人認為保羅不該利用屬肉體的權宜之計來分裂會眾，但是主對保羅這樣的作法絲毫沒
有責備(參 11 節)。保羅所說的話，也許是神為了保全他的性命，而使他有如此隨機應變
的話語。

23:10

當時的情形大概是，兩派人馬爭吵之餘，似乎動了血氣，一派是恨不得把他立即置之死
地，一派則奮力護衛他，保羅被雙方推拉、撕扯，險象叢生。

23:11

原文是『接下來的晚上』或『第二天夜裏』
；按猶太人的計時法，日落後即為第二天。

23:12

在某種情況下，猶太人視謀殺為有理。特別是當一個人對他們的祖宗遺傳或社會秩序構
成危害時，人們便視殺害那人為合法。而有志之士暗中商量如何執行刺殺事宜，並許下
誓願，不吃不喝，直至完成任務為止，若違此誓願，甘受神罰。

23:23

『步兵』的任務是護送保羅由耶路撒冷到安提帕底(參 32 節)，因為這段路程屬丘陵地
帶，容易受到伏兵突如其來的襲擊，故須在囚犯的前後左右配置步兵，嚴加防備。
『馬兵』負責將保羅由安提帕底快速護送到該撒利亞。
『長槍手』的原文意思含糊不明，是指『另一類的武裝軍士』，有時也可指『附加的馬
匹和馱馬』
。

23:29

保羅並未觸犯羅馬的法律。

23:31

『安提帕底』是一軍事基地，為大希律所建，它位於從耶路撒冷到該撒利亞的中途。

思考問題：
思考問題：
1. 保羅在 23:1 中向公會的人說他「在神面前行事為人是憑著良心」的，你每天說話行
事都是憑著良心嗎？你身邊是否也有很多「粉飾的牆」？你會否有時也會表裡不一？
2. 在 23:11 中可見主一直在保羅身邊保護他。你在每天生活中也能感受到神時刻的同
在嗎？
3.

那些猶太人以絕食表明處決保羅的決心，他們這樣做合理嗎？現今社會上的人仕也
常以類似的做法作為抗爭，你又是否同意？怎樣才能避免犯上猶太人所犯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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