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行傳 (Acts)
主題:
從使徒行傳的啟示中看初期教會的使徒們如何藉著聖靈的大能，突破各樣的攔阻，將基督的福
音迅速地傳開。
目標:
1. 對使徒行傳的作者，寫作的目的，內容，時間，地點，章節，分段有正確的認識。
2. 清楚明白使徒行傳的經文註解，重點和重要性，分析聖經學者們多年對使徒行傳研究的結
果。
3. 在實際生活和教會的事奉中如何切實活出並靈活運用使徒行傳所教導的真理。
教導方式:
教導使徒行傳的基要真理，帶領討論問題，解釋經文，讓人明白使徒行傳的中心信息。請讀
聖經使徒行傳至少兩遍，按進度每日讀完課本，參與討論。
種好種網站: www.sowgoodseeds.org
孫雅各牧師福音網站: www.jamessun.net
參考書籍:
使徒行傳注釋 (巴克萊 William Barclay) 1996 5th Printing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直到地極: 使徒行傳講義 (陳終道) 1998 校園書房出版社
縱橫天下之使徒 (馬饒富 Ralph Martin) 2000 1st edition 台福傳播中心
使徒行傳: 靈糧日課 (周神助) 台北靈糧堂 1994 6tth 校園書房出版社
使徒行傳 (馮國泰 Curtis Vanghan) 1996 3rd edition 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使徒行傳讀經劄記 (王國顯) 1982 2nd edition 宣道出版社
使徒行傳 丁道爾新約聖經注釋 (馬歇爾 I Howard Marshall) 1995 4th Printing

使徒行傳
一、 章節內容
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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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綱
順服
充滿
復興
決心
欺騙
組織
光照
傳播
變化
顯現
正名
懇求

W. Herschel Ford
Spiritual Subordination
Spiritual Intoxication
Spiritual Restoration
Spiritual Determination
Spiritual Prevarication
Spiritual Organization
Spiritual Illumination
Spiritual Dissemination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Spiritual Manifestation
Spiritual Identification
Spiritual Supplication

陳終道(直到地極)
升天前後
聖靈降臨
醫治瘸子
證道被捕
亞拿尼亞
選舉執事
司提反殉道
腓利傳道
掃羅蒙召
哥尼流歸主
安提阿
使徒與希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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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分派
苦難
規條
復甦
悔改
分開
彰顯
勸慰
委身
宣告
結局
等待
聽證
定罪
疑懼
突破

Spiritual Separation
Spiritual Tribulation
Spiritual Indoctrination
Spiritual Regeneration
Spiritual Abomination
Spiritual Isolation
Spiritual Demonstration
Spiritual Exhortation
Spiritual Resignation
Spiritual Declaration
Spiritual Consummation
Spiritual Procrastination
Spiritual Examination
Spiritual Condemnation
Spiritual Consternation
Spiritual Translation

保羅奉差遣
以哥念
耶京會議
到腓立比
帖撒羅尼迦
哥林多
以弗所
特羅亞，米利都
回到聖城
營樓分訴
誓殺保羅
腓力斯
非斯都
亞基帕王
海中遇險
囚居羅馬

二、 解經範例
摩根 (G. Campbell Morgan)
I. 中心資訊 教會
1. 教會屬靈的原則
(1) 根源： 聖子是創造的主宰
(2) 性質： 帶領許多兒子進入榮耀
(3) 功能： 聖子所要作的事
2. 教會面臨的危機
(4) 偏見： 過去的包袱
猶太教的影響
缺乏對聖靈認識
(5) 熱心： 肉體的能力
屬肉體的不易順從聖靈
(6) 驕傲： 世界的引誘
背道
缺乏對聖靈的順服
II. 實際的運用
1. 教會熱切的目標是彰顯神的榮耀
(1)教會顯明基督的榮耀
(2) 教會建立基督榮耀的國度
2. 教會全面的真理是向主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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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會必須活出基督的生命
(2)教會為基督的事工忍受苦難
3. 教會莫大的能力是出於聖靈
(1) 教會像基督時就能將基督啟示給人
(2) 教會顯出基督的方向時就能將榮耀歸給神
三、寫作背景
根據徒 1:1，本書的物件與路加福音的相同（參路 1:1），而且二書在寫作風格、文法、字
彙上極相似。書中自 16 章起用「我們」第一人稱記述（16:10-17，20:5-15，21:1-18，27:128:16），顯示作者路加曾與保羅一同參與宣教工作。與上卷（路加福音）合起來約占新約篇幅
的四分之一。沒有使徒行傳，教會歷史便失去其起源之記錄。使徒行傳也是福音書與新約書信
之橋梁，既是四福音之續集，也提供了新約書信的歷史背景，具有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重要
性（新約中三處提到路加──西 4:14，門 24，提後 4:11，而且路加是新約中惟一的外邦人作
者）。
本書所記載的事情，如猶太人對教會的迫害、耶路撒冷的饑荒、羅馬政府對教會的寬容
等，主要在主後 60 年代之前發生，於本書結尾時保羅仍能自由地傳揚福音（見 28:31）；此
外，全書不提主後 60 年代中尼祿皇帝逼迫基督徒與保羅殉道的事，也沒有提及主後 70 年耶路
撒冷被毀一事，因此一般認為本書寫於主後 60 至 64 年之間。
本書接續路加福音的記載，敘述耶穌復活升天後福音工作的進展，指出那在巴勒斯坦一個
小區域裏開始的聖靈工作，經過三十多年便已經到了羅馬。此外，本書還有護教的目的，指出
使徒傳教時所引起的擾亂，絕不是因為信徒行為不檢，而是因猶太人和外邦人反對基督教所
致；並顯明拜偶像的愚昧，表明惟有福音能使人認識真神。
四、主題特色






本書一開始便提到耶穌應許聖靈的降臨，接著敘述聖靈如何降臨在信主的猶太人和外邦人
身上，並帶領使徒把福音從耶路撒冷傳到各地去，聖靈的工作特別明顯，故也可以稱為
「聖靈行傳」（聖靈一詞共出現五十五次）。
本書為基督教首本「宣道史手冊」， 記載各地教會成立的經過，初期教會靈性、道德、生
活的情況，以及使徒宣教的內容和基本教義，提供了有關新約書信寫作背景的寶貴資料。
記載有十八篇講道記錄，書內共提到一百一十人之多。
詳細敘述彼得和保羅的佈道工作。

五、本書大綱
本書可據 1：8 分成三大段，每段記述教會在聖靈之引導下，勇敢為主作見證：
1. 教會在耶路撒冷城內之見證（一～七章）；
2. 教會在耶路撒冷外圈包括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之見證（八～十二章）；
3. 教會在地極之見證（十三～廿八章）。
按照經文的提示可分為六階段，每階段結束於神的道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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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6:7：這段記述耶路撒冷的教會，結束是：「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
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道」。
(2）6:8-9:31：這段敘述基督教雖經由巴勒斯坦和司提反的殉道，反而在撒瑪利亞的宣教而擴
張。結束於：「那時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
蒙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
（3）9:32-12:24：這段包括保羅的悔改與蒙召，教會的擴展到安提阿，彼得帶領外邦人哥尼流
加入教會。結論是：
「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
（4）12:25-16:5：這段記述教會擴展到小亞細亞以及加拉太的傳道旅程。結束是「於是眾教會
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
（5）16:6-19:20：這段敘述教會擴展到歐洲和保羅在外邦人的大城市如哥林多與以弗所等地的
工作。結論是：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
（6）19:21-28:31：這段記述保羅到了羅馬，並且在那裏被囚禁。結束在「放膽傳講上帝國的
道，將至耶穌基督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
六、內容
1:26 搖籤：是猶太人傳統尋求神意旨的傳統方法之一（參利 16:8；書 14:2；撒上 14:41；尼
10:34，11:1；箴 16:33），不過，當啟示真理的聖靈降臨之後，這方法便不需要再使用了。
2:1 五旬節：又稱七七節、收割節（出 34:22, 23:16；民 28:26），於逾越節之後第五十日舉行，
慶祝莊稼的收成（利 23:15-21）。
2:4：門徒被聖靈充滿後所說的方言，是他們本來不懂的別國語言（見 9-11 節, vs 創 11:7-9）。
3:1 申初：即下午 3 時。當時猶太人一天禱告三次──清早、下午 3 時和黃昏日落時。早上和下
午的禱告時間配合聖殿的獻祭時分。彼得和約翰當時仍然照著猶太人的規矩按時上聖殿禱告。
3:2 美門：是聖殿之東門，由外院通向女院。
5:3-4：亞拿尼亞夫婦賣產業留下銀錢原是合理（4 節上），但他們宣稱已經將賣田產的全部款
項奉獻出來（8 節），這便是欺哄神和瞞騙人的行動，為初代教會所不容（參書 7:10-26）。信徒
犯大罪致肉身死亡的其他事例，見林前 5:5, 11:29-30；約壹 5:16。
8:15-17：新約其他經文均指出信而受洗的人便會領受聖靈（參羅 5:5，8:9-11；林前 6:19，
12:3-13；弗 1:13，4:30）。這裏使徒按手讓已受洗者得著聖靈，其中有獨特的含意：撒瑪利亞
人一向受猶太人藐視（約 4:9），現在聖靈隨著猶太籍使徒的按手而臨到他們身上，證明他們已
連於耶路撒冷的信徒，成為教會的一員。猶太人的教會與撒瑪利亞的教會甚至所有外邦人信主
的教會都是同受一靈，都是從一位聖靈受洗，進入一個身體。（林前 12:13）
保羅的悔改
保羅的悔改是教會歷史上重大的事件，他本人固然在書信中再三提到自己遇見主的經歷（林
前 15:8-10；加 1:13-16；腓 3:5-7；提前 1:15-16），路加用了相當大的篇幅，三次記載保羅信主
的過程：第一次（9:1-19）是以第三人稱記載，第二次（22:3-21）為保羅對耶路撒冷猶太人的
自白，第三次（26:9-20）則是保羅在亞基帕王面前的申訴。
外邦人哥尼流信主
哥尼流的信主是件大事，使徒行傳三次提及這事：10 章，11:1-18，15:6-10。第一次是路加對
整件事的記載，第二、三次則為彼得本人的引述。對第一世紀的猶太基督徒來說，哥尼流信主
的經過牽涉兩個問題：1. 比得為猶太人，竟進了外邦人哥尼流的家並與他們相交，這違背律法
的作為是否應當接受猶太人的制裁？ 2. 哥尼流等外邦人相信基督耶穌後，是否仍然需要受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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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守摩西律法，才能成為神的子民？
第一個問題出現於徒 11:1-14，彼得的答案是：他和六位弟兄之所以進入哥尼流的家，完全
是出於神的引導（異象、聖靈的聲音、天使的話）。第二個問題記載在徒 11:15-18，15:6-10 進
一步討論。彼得清楚澄清：哥尼流與家人聽道後聖靈降下，可見神已悅納他們的信心，又賜聖
靈作見證，與猶太信徒一樣。因此，教會不應要求他們受割禮，守摩西律法，將猶太人自己擔
不起的擔子加在外邦信徒身上。
13:1-14:28 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
 13:4-12 在塞浦路斯(居比路)傳道
 13:13-52 在彼西底的安提阿傳道
 14:1-7 在以哥念傳道
 14:8-20 在路司得傳道
15:1-35 耶路撒冷會議的討論與決議
15:36-41 保羅和巴拿巴因馬可而分手，組成兩隊宣教隊伍：保羅與西拉同工繼續往前行，巴拿
巴與馬可到故鄉塞浦路斯工作。
16:1-18:22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
 16:1-5 再次探訪首次佈道旅程上所建立的教會；提摩太加入佈道事工。
 16:6-40 保羅見異象、往馬其頓佈道；路加醫師加入宣教
 17:1-9 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傳道，引起騷動
 17:10-15 在庇哩亞傳道，再受干擾
 17:16-34 在雅典宣講福音
 18:1-17 在哥林多傳道
18:23-21:16 保羅第三次佈道旅程
 這次的工作重點是以弗所，並在沿途探訪各教會、堅固眾信徒。
 20:1-3 上 保羅往馬其頓及希臘。這次保羅到哥林多，並在逗留期間寫信給羅馬教會（即羅
馬書）。
 20:3 下-6 保羅的歸程：保羅打算坐船往敘利亞，然後上耶路撒冷過節，但他風聞猶太人對
他的陰謀，便改變路線，先北上馬其頓省，然後再坐船往亞細亞省去。
 20:7-12 保羅訪問特羅亞教會
 20:13-38 保羅在米利都與以弗所教會的長老話別
 21:1-16 保羅上耶路撒冷
21:17-26 保羅拜訪耶城教會的領袖，會見雅各及長老們，述說他在外邦人當中工作的情況。
21:17-28:31 保羅的被捕、受審和赴羅馬上訴
 21:27-36 保羅在聖殿裏被捕
 21:37-23:10 保羅向同胞、和在公會前申訴
 23:11 主向保羅顯現，安慰他，並指示他前面的工作
 23:12-22 猶太人殺害保羅的陰謀
 23:23-35 保羅被解往該撒利亞巡撫總部
 24:1-25:12 保羅在腓力斯、非斯都前受審
 25:13-26:32 保羅在亞基帕王前申辯
 27:1-28:31 保羅從該撒利亞被押往羅馬，途中在海上遭遇驚險，但終於安然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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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分析使徒彼得與保羅事工的對比
彼得
第一次講道（第二章）
醫好一個瘸子（第三章）
對付行邪術的西門（第八章）
用影子醫好人（第五章）
按手受聖靈（第八章）
彼得被人敬拜（第十章）
叫大比大復活（第九章）
彼得被監禁（第十二章）

保羅
第一次講道（第十三章）
醫好一個瘸子（第十四章）
對付行邪術的以呂馬（第十三章）
用手巾醫好人（第十九章）
按手受聖靈（第十九章）
保羅被人敬拜（第十四章）
叫猶推古復活（第廿章）
保羅被監禁（第廿八章）

八、使徒行傳整體內容的對比
中心思想：為耶穌基督作見證
鑰節：一章八節
第一部分（一～十二）
耶路撒冷作中心
以彼得作主
直到撒瑪利亞
本地猶太人拒絕見證
彼得被囚

第二部分（十三～廿八）
安提阿作中心
以保羅作主
直到羅馬
各地猶太人拒絕見證
保羅被囚

九、難點指點
1.引用經文與舊約原文表面上有出入，有兩種情況：
 引自七十士譯本，為當時流行的舊約文本；
 按精意引用。
2. 有些經文在聖經中無出處（e.g. 20:35，在福音書中找不到）：
 口傳傳統；
 福音書的特點（約 20:30-31; 21:25）。
3. 按手受聖靈（ch8, 19）
 特殊的環境與場合，只是救恩歷史中“一次過”的事實，不能成為以後的範例。
十、問題討論
1. 耶穌升天前對門徒將來的工作有甚麽指示？這指示對今日的信徒具甚麽重要性？
2. 當日聖靈降臨時發生甚麽特殊現象？門徒被聖靈充滿後與往日有何不同？
3. 初期教會的生活給今日教會甚麽好榜樣（2:42-47）？試比較你在教會生活中的實際體驗。
4. 瘸腿的人得醫治是基於甚麽原因？他如何見證主？你信主後又怎樣見證主？
5. 亞拿尼亞和撒非喇的死對初期教會有甚麽影響？對今天的教會又有甚麽警惕？
6. 使徒如何面對教會會友的批評和衝突？他們解決問題的態度給今日教會領袖甚麽榜樣？
7. 司提反觸犯眾人的怒氣，以致遭殺身之禍的主要原因是甚麽？司提反的殉道對初期教會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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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甚麽影響？你從司提反身上學到甚麽功課？
8. 是甚麽促使腓利向猶太人所排斥和輕看的撒瑪利亞人傳福音？腓利熱心傳福音，他有甚麽
素質被神大大使用？在傳福音上有哪些人是被你忽略的？你要怎樣去接觸他們？
9. 從西門身上你學習和認識到甚麽？你今天是否已真正悔改並相信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也
是你的救主和主宰？
10. 試分析太監信主的經過。太監對神話語的愛慕和力求瞭解的態度對你有甚麽啟發？
11. 亞拿尼亞和巴拿巴對剛信主的保羅有甚麽幫助？若保羅沒有這些支援和幫助，他會怎樣？
面對初信者，這個事例給我們甚麽教訓或榜樣？
12. 保羅信主後有甚麽顯著的改變？試比較你個人信主後的改變。
13. 外邦人藉著彼得的宣講得以領受神的道。你同意這是初期教會歷史的一個里程碑嗎？身 為
外邦人，你曾否因自己有機會聽聞福音而感恩呢？
14. 第一個外邦人的教會在安提阿建立起來。安提阿教會在那些方面能成為今天教會的榜樣
呢？
15. 安提阿教會是第一個差派宣教士往外傳道的教會。這工作是怎樣開始的呢？當你的教會開
始或參與差傳事工時，在哪些方面可向安提阿教會學習？
16. 保羅和巴拿巴因傳福音而遇到逼迫。他們對這些困難有甚麽反應呢？你願意為福音的緣故
付上代價嗎？
17. 路司得人起初將使徒奉為神，隨後卻要用石頭打死他們；這對人性有何提示？對今日傳福
音者有何警惕？
18. 耶路撒冷的教會如何解決信徒在信仰上的歧見？作為教會的領袖，你也會用同樣認真的態
度去面對一些歧見嗎？
19. 在保羅開始歐洲傳道旅程之先，神為他預備了提摩太作為這宣教隊伍的一位年輕成員（提
前 4:12）。今天教會有讓年輕人事奉的機會嗎？年輕人願意把握機會去事奉神嗎？
20. 亞波羅的背景如何限制了他起初的事奉？亞居拉夫婦在他身上所作的，對今日教會有何提
示？
21. 以弗所城內有人只受過悔改的洗禮，卻不認識耶穌，另有人風聞耶穌的名字，甚至嘗試奉
這名趕鬼，卻與耶穌毫無關連。今天你與耶穌有否直接的關係？四周其他人又如何？
22.當保羅知道往耶路撒冷之行會使他遭受監禁時，他的反應如何？我們怎樣學習？
23. 保羅在辯護時復述了很多對話，其用意何在？基督徒向未信的人宣講福音時，有甚麽地方
可以學習？
24. 保羅在公會前的申訴（23:1-6），與他在巡撫面前的答辯（24:10-21）有何異同？我們從中可
學到甚麽功課？
25. 猶太人的領袖和大祭司想用甚麽手段加害保羅呢？當時保羅已在該撒利亞被囚兩年，然而
猶太人仍然不擇手段的要置他於死地。目的何在？
26. 保羅的申辯雖表明自己有理，但對亞基帕王和猶太領袖仍存順服與尊重的態度。你今日有
沒有人、事分明的處世態度呢？
27. 保羅在幾次申辯中都表明他盼望猶太人及外邦人得救的熱忱。你是否也是一個胸懷世界的
基督徒呢？就佈道的熱誠而言，你對待親友和對待陌生人是否一視同仁呢？
十一、深入思考
1. 神已立耶穌為主為基督（2:36）。在你的基督徒生命中，你是否過尊他為主，為基督的生活?
2. 彼得的佈道講章對今天信徒傳福音的工作有甚麽啟發?
3. 使徒們在被捕和在公會被審問時，答辯充滿勇氣和膽識，何以他們有這種能力? 今天我們如
何面對艱難環境作主的見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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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徒們施行的神蹟證實他們所傳的福音是怎樣的? 神蹟起了甚麽作用?
5. 使徒在受逼害苦待時仍抱甚麽態度? 這給我們甚麽榜樣? 你是否有為主受苦的心志?
6. 使徒「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這給今日教會的傳道人甚麽啟示? 試分析你教會中傳道人的
工作，其重點是否放在傳道和禱告上?作平信徒的應如何幫助傳道人專心在這兩方面?
7. 司提反在答辯時引述舊約歷史的那些重點? 他要表明甚麽?
8. 耶路撒冷教會一些信徒不滿彼得向外邦人傳道。今天的教會是否對一些信徒的「反傳統行
為」覺得難以接受呢? 當我們論斷這些行為時，有沒有重蹈耶路撒冷信徒的覆轍?
9. 請重新思想「門徒」被稱為「基督徒」的含意。
10. 保羅的傳道經歷，表明傳福音時所遭遇的敵視背後有撒但的力量，試找出有關經文。你在
傳福音的工作上有否忘記這是一場屬靈的戰爭?
11. 法利賽派基督徒堅持外邦信徒當受割禮和守律法。今天的教會有沒有把一些不成文的傳
統，變成不能負的軛，加在信徒身上呢? 如果有，這些規定所可能引致何等的後果，我們如
何面對這些問題?
12. 試比較保羅在帖撒羅尼迦會堂和亞略巴古議會傳道內容之異同。從中我們可以學到那些傳
福音的技巧?
13. 保羅向以弗所長老辭別時，情辭迫切。試從這篇臨別贈言中，找出可供教會牧者和平信徒
效法的地方。
14. 既然神早已差遣使者（徒 23:11，27:24）保證保羅能如願到羅馬申訴，為何又容許保羅的
行程多方受阻？神應允甚麽？沒有應允甚麽？這對我們有何提示?
15. 猶太人的領袖為何不信福音？保羅有否因此灰心?
16. 試把保羅的一生寫成人物簡史。你認為保羅有哪些地方已學習了主耶穌的榜樣?
17. 使徒行傳中記載了神對門徒們各個不同的帶領，從中我們可以理解到神的主權、心意和人
的回應。那些是我們今天應該繼續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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