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行传
主题:
从使徒行传的启示中看初期教会的使徒们如何借着圣灵的大能，突破各样的拦阻，将基督
的福音迅速地传开。
目标:
1. 对使徒行传的作者，写作的目的，内容，时间，地点，章节，分段有正确的认识。
2. 清楚明白使徒行传的经文注解，重点和重要性，分析圣经学者们多年对使徒行传研究的
结
果。
3. 在实际生活和教会的事奉中如何切实活出并灵活运用使徒行传所教导的真理。
教导方式:
教导使徒行传的基要真理，带领讨论问题，解释经文，让人明白使徒行传的中心信息。请
读圣经使徒行传至少两遍，按进度每日读完课本，参与讨论。
种好种网站: www.sowgoodseeds.org
孙雅各牧师福音网站: www.jamessun.net
参考书籍:
使徒行传注释 (巴克莱 William Barclay) 1996 5th Printing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直到地极: 使徒行传讲义 (陈终道) 1998 校园书房出版社
纵横天下之使徒 (马饶富 Ralph Martin) 2000 1st edition 台福传播中心
使徒行传: 灵粮日课 (周神助) 台北灵粮堂 1994 6tth 校园书房出版社
使徒行传 (冯国泰 Curtis Vanghan) 1996 3rd edition 天道书楼有限公司
使徒行传读经札记 (王国显) 1982 2nd edition 宣道出版社
使徒行传 丁道尔新约圣经注释 (马歇尔 I Howard Marshall) 1995 4th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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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纲
顺服
充满
复兴
决心
欺骗
组织
光照
传播

W. Herschel Ford
Spiritual Subordination
Spiritual Intoxication
Spiritual Restoration
Spiritual Determination
Spiritual Prevarication
Spiritual Organization
Spiritual Illumination
Spiritual Dissemination

陈终道(直到地极)
升天前后
圣灵降临
医治瘸子
证道被捕
亚拿尼亚
选举执事
司提反殉道
腓利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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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变化
扫罗蒙召
10 显现
Spiritual Manifestation
哥尼流归主
11
Spiritual Identification
正名
安提阿
12 恳求
Spiritual Supplication
使徒与希律
13 分派
Spiritual Separation
保罗奉差遣
14 苦难
Spiritual Tribulation
以哥念
15 规条
Spiritual Indoctrination
耶京会议
16 复苏
Spiritual Regeneration
到腓立比
17 悔改
Spiritual Abomination
帖撒罗尼迦
18 分开
Spiritual Isolation
哥林多
19 彰显
Spiritual Demonstration
以弗所
20 劝慰
Spiritual Exhortation
特罗亚，米利都
21 委身
Spiritual Resignation
回到圣城
22 宣告
Spiritual Declaration
营楼分诉
23 结局
Spiritual Consummation
誓杀保罗
24 等待
Spiritual Procrastination
腓力斯
25 听证
Spiritual Examination
非斯都
26 定罪
Spiritual Condemnation
亚基帕王
27 疑惧
Spiritual Consternation
海中遇险
28 突破
Spiritual Translation
囚居罗马
. (4) 偏见： 过去的包袱 犹太教的影响 缺乏对圣灵认识 (5) (6) 骄傲： 世界的引背道 II. 1.

二、 解经范例
摩根 (G. Campbell Morgan)
I. 中心资讯 教会
1. 教会属灵的原则
(1) 根源：圣子是创造的主宰
(2) 性质： 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
(3) 功能： 圣子所要作的事
2. 偏见：教会面临的危机
(4) 偏見： 过去的包袱
犹太教的影响
缺乏对圣灵认识
(5) 热心： 肉体的能力
属肉体的不易顺从圣灵
(6) 骄傲： 世界的引诱
背道
缺乏对圣灵的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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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实际的运用
1. 教会热切的目标是彰显神的荣耀
(1) 教会显明基督的荣耀
(2) 教会建立基督荣耀的国度
2. 教会全面的真理是向主忠诚
(1) 教会必须活出基督的生命
(2) 教会为基督的事工忍受苦难
3. 教会莫大的能力是出于圣灵
(1) 教会像基督时就能将基督启示给人
(2) 教会显出基督的方向时就能将荣耀归给神
三、写作背景
根据徒 1:1，本书的物件与路加福音的相同（参路 1:1），而且二书在写作风格、文
法、字汇上极相似。书中自 16 章起用「我们」第一人称记述（16:10-17，20:5-15，21:118，27:1-28:16），显示作者路加曾与保罗一同参与宣教工作。与上卷（路加福音）合起来
约占新约篇幅的四分之一。没有使徒行传，教会历史便失去其起源之记录。使徒行传也是
福音书与新约书信之桥梁，既是四福音之续集，也提供了新约书信的历史背景，具有承先
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性（新约中三处提到路加──西 4:14，门 24，提后 4:11，而且路加
是新约中惟一的外邦人作者）。
本书所记载的事情，如犹太人对教会的迫害、耶路撒冷的饥荒、罗马政府对教会的宽
容等，主要在主后 60 年代之前发生，于本书结尾时保罗仍能自由地传扬福音（见
28:31 ）；此外，全书不提主后 60 年代中尼禄皇帝逼迫基督徒与保罗殉道的事，也没有提
及主后 70 年耶路撒冷被毁一事，因此一般认为本书写于主后 60 至 64 年之间。
本书接续路加福音的记载，叙述耶稣复活升天后福音工作的进展，指出那在巴勒斯坦
一个小区域里开始的圣灵工作，经过三十多年便已经到了罗马。此外，本书还有护教的目
的，指出使徒传教时所引起的扰乱，绝不是因为信徒行为不检，而是因犹太人和外邦人反
对基督教所致；并显明拜偶像的愚昧，表明惟有福音能使人认识真神。
四、主題特色




本书一开始便提到耶稣应许圣灵的降临，接着叙述圣灵如何降临在信主的犹太人和外
邦人身上，并带领使徒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各地去，圣灵的工作特别明显，故也可
以称为「圣灵行传」（圣灵一词共出现五十五次）。
本书为基督教首本「宣道史手册」， 记载各地教会成立的经过，初期教会灵性、道
德、生活的情况，以及使徒宣教的内容和基本教义，提供了有关新约书信写作背景的
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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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有十八篇讲道记录，书内共提到一百一十人之多。
详细叙述彼得和保罗的布道工作。

五、本书大纲
本书可据 1：8 分成三大段，每段记述教会在圣灵之引导下，勇敢为主作见证： 1.；
1. 教会在耶路撒冷城内之见证（一～七章）；
2. 教会在耶路撒冷外圈包括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之见证（八～十二章）；
3. 教会在地极之见证（十三～廿八章）。
按照经文的提示可分为六阶段，每阶段结束于神的道广传：
(1) 1:1-6:7：这段记述耶路撒冷的教会，结束是：「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
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
(2）6:8-9:31：这段叙述基督教虽经由巴勒斯坦和司提反的殉道，反而在撒玛利亚的宣教
而扩张。结束于：「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
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3）9:32-12:24：这段包括保罗的悔改与蒙召，教会的扩展到安提阿，彼得带领外邦人哥
尼流加入教会。结论是：「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
（4）12:25-16:5：这段记述教会扩展到小亚细亚以及加拉太的传道旅程。结束是「于是众
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
（5）16:6-19:20：这段叙述教会扩展到欧洲和保罗在外邦人的大城市如哥林多与以弗所等
地的工作。结论是：「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
（6）19:21-28:31：这段记述保罗到了罗马，并且在那里被囚禁。结束在「放胆传讲上帝
国的道，将至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六、內容
1:26 摇签：是犹太人传统寻求神意旨的传统方法之一（参利 16:8；书 14:2；撒上 14:41；
尼 10:34，11:1；箴 16:33），不过，当启示真理的圣灵降临之后，这方法便不需要再使用
了。 2:1 五旬节：又称七七节、收割节（出 34:22, 23:16；民 28:26）
，于逾越节之后第五
十日举行，庆祝庄稼的收成（利 23:15 -21）。
2:4：门徒被圣灵充满后所说的方言，是他们本来不懂的别国语言（见 9-11 节, vs 创 11:79）。 3:1 申初：即下午 3 时。当时犹太人一天祷告三次──清早、下午 3 时和黄昏日落
时。早上和下午的祷告时间配合圣殿的献祭时分。彼得和约翰当时仍然照着犹太人的规矩
按时上圣殿祷告。 3:2 美门：是圣殿之东门，由外院通向女院。
5:3-4：亚拿尼亚夫妇卖产业留下银钱原是合理（4 节上），但他们宣称已经将卖田产的全
部款项奉献出来（8 节），这便是欺哄神和瞒骗人的行动，为初代教会所不容（参书 7:1026）。信徒犯大罪致肉身死亡的其他事例，见林前 5:5, 11:29-30；约壹 5:16。
8:15-17：新约其他经文均指出信而受洗的人便会领受圣灵（参罗 5:5，8:9-11；林前
6:19，12:3-13；弗 1:13 ，4:30）。这里使徒按手让已受洗者得着圣灵，其中有独特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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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撒玛利亚人一向受犹太人藐视（约 4:9），现在圣灵随着犹太籍使徒的按手而临到他
们身上，证明他们已连于耶路撒冷的信徒，成为教会的一员。犹太人的教会与撒玛利亚的
教会甚至所有外邦人信主的教会都是同受一灵，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一个身体。
（林前 12:13）
保罗的悔改
保罗的悔改 保罗的悔改是教会历史上重大的事件，他本人固然在书信中再三提到自己
遇见主的经历（林前 15:8-10；加 1:13-16；腓 3:5-7；提前 1 :15-16），路加用了相当大的
篇幅，三次记载保罗信主的过程：第一次（9:1-19）是以第三人称记载，第二次（22:321）为保罗对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自白，第三次（26:9-20）则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申
诉。
外邦人哥尼流信主
哥尼流的信主是件大事，使徒行传三次提及这事：10 章，11:1-18，15:6-10。第一次是
路加对整件事的记载，第二、三次则为彼得本人的引述。对第一世纪的犹太基督徒来说，
哥尼流信主的经过牵涉两个问题：1. 比得为犹太人，竟进了外邦人哥尼流的家并与他们相
交，这违背律法的作为是否应当接受犹太人的制裁？ 2. 哥尼流等外邦人相信基督耶稣
后，是否仍然需要受割礼、守摩西律法，才能成为神的子民？
第一个问题出现于徒 11:1-14，彼得的答案是：他和六位弟兄之所以进入哥尼流的家，
完全是出于神的引导（异象、圣灵的声音、天使的话） 。第二个问题记载在徒 11:1518，15:6-10 进一步讨论。彼得清楚澄清：哥尼流与家人听道后圣灵降下，可见神已悦纳
他们的信心，又赐圣灵作见证，与犹太信徒一样。因此，教会不应要求他们受割礼，守摩
西律法，将犹太人自己担不起的担子加在外邦信徒身上。
13:1-14:28 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
 13:4-12 在塞浦路斯(居比路) 传道
 13:13-52 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传道
 14:1-7 在以哥念传道
 14:8-20 在路司得传道
15:1-35 耶路撒冷会议的讨论与决议
15:36-41 保罗和巴拿巴因马可而分手，组成两队宣教队伍：保罗与西拉同工继续往前行，
巴拿巴与马可到故乡塞浦路斯工作。
16:1-18:22 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
 16:1-5 再次探访首次布道旅程上所建立的教会；提摩太加入布道事工
 16:6-40 保罗见异象、往马其顿布道；路加医师加入宣教
 17:1-9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道，引起骚动
 17:10-15 在庇哩亚传道，再受干扰
 17:16-34 在雅典宣讲福音

5



18:1-17 在哥林多传道

18:23-21:16 保罗第三次布道旅程
 这次的工作重点是以弗所，并在沿途探访各教会、坚固众信徒。
 20:1-3 上保罗往马其顿及希腊。这次保罗到哥林多，并在逗留期间写信给罗马教会
（即罗马书)
 20:3 下-6 保罗的归程：保罗打算坐船往叙利亚，然后上耶路撒冷过节，但他风闻犹太
人对他的阴谋，便改变路线，先北上马其顿省，然后再坐船往亚细亚省去。
 20:7-12 保罗访问特罗亚教会
 20:13-38 保罗在米利都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话别
 21:1-16 保罗上耶路撒冷
21:17-26 保罗拜访耶城教会的领袖，会见雅各及长老们，述说他在外邦人当中工作的情
况。
21:17-28:31 保罗的被捕、受审和赴罗马上诉
 21:27-36 保罗在圣殿里被捕
 21:37-23:10 保罗向同胞、和在公会前申诉
 23:11 主向保罗显现，安慰他，并指示他前面的工作
 23:12-22 犹太人杀害保罗的阴谋
 23:23-35 保罗被解往该撒利亚巡抚总部
 24:1-25:12 保罗在腓力斯、非斯都前受审
 25:13-26:32 保罗在亚基帕王前申辩
 27:1-28:31 保罗从该撒利亚被押往罗马，途中在海上遭遇惊险，但终于安然抵达。
七、分析使徒彼得与保罗事工的对比
彼得
第一次讲道（第二章）
医好一个瘸子（第三章）
对付行邪术的西门（第八章）
用影子医好人（第五章）
按手受圣灵（第八章）
彼得被人敬拜（第十章）
叫大比大复活（第九章）
彼得被监禁（第十二章）

保罗
第一次讲道（第十三章）
医好一个瘸子（第十四章）
对付行邪术的以吕马（第十三章）
用手巾医好人（第十九章）
按手受圣灵（第十九章）
保罗被人敬拜（第十四章）
叫犹推古复活（第廿章）
保罗被监禁（第廿八章）

八、使徒行传整体内容的对比
中心思想：為耶穌基督作見證
鑰節：一章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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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一～十二）
耶路撒冷作中心
以彼得作主
直到撒玛利亚
本地犹太人拒绝见证
彼得被囚

第二部分（十三～廿八）
安提阿作中心
以保罗作主
直到罗马
各地犹太人拒绝见证
保罗被囚

九、难点指点
1. 引用经文与旧约原文表面上有出入，有两种情况：
 引自七十士译本，为当时流行的旧约文本；
 按精意引用。
2. 有些经文在圣经中无出处（e.g. 20:35，在福音书中找不到）：
 口传传统；
 福音书的特点（約 20:30-31; 21:25）。
3. 按手受圣灵（ch8, 19）
 特殊的环境与场合，只是救恩历史中“一次过”的事实，不能成为以后的范例。
十、问题讨论
1. 耶稣升天前对门徒将来的工作有什么指示？这指示对今日的信徒具什么重要性？
2. 当日圣灵降临时发生什么特殊现象？门徒被圣灵充满后与往日有何不同？
3. 初期教会的生活给今日教会什么好榜样（2:42-47）？试比较你在教会生活中的实际体
验。
4. 瘸腿的人得医治是基于什么原因？他如何见证主？你信主后又怎样见证主？
5. 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死对初期教会有什么影响？对今天的教会又有什么警惕？
6. 使徒如何面对教会会友的批评和冲突？他们解决问题的态度给今日教会领袖什么榜
样？
7. 司提反触犯众人的怒气，以致遭杀身之祸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司提反的殉道对初期教
会产
生什么影响？你从司提反身上学到什么功课？
8. 是什么促使腓利向犹太人所排斥和轻看的撒玛利亚人传福音？腓利热心传福音，他有
什么
素质被神大大使用？在传福音上有哪些人是被你忽略的？你要怎样去接触他们？
9. 从西门身上你学习和认识到什么？你今天是否已真正悔改并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
子，也
是你的救主和主宰？
10. 试分析太监信主的经过。太监对神话语的爱慕和力求了解的态度对你有什么启发？
11. 亚拿尼亚和巴拿巴对刚信主的保罗有什么帮助？若保罗没有这些支援和帮助，他会怎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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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初信者，这个事例给我们什么教训或榜样？
12. 保罗信主后有什么显著的改变？试比较你个人信主后的改变。
13. 外邦人借着彼得的宣讲得以领受神的道。你同意这是初期教会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吗？
身为
外邦人，你曾否因自己有机会听闻福音而感恩呢？
14. 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在安提阿建立起来。安提阿教会在那些方面能成为今天教会的榜
样
呢？
15. 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差派宣教士往外传道的教会。这工作是怎样开始的呢？当你的教
会开
始或参与差传事工时，在哪些方面可向安提阿教会学习？
16. 保罗和巴拿巴因传福音而遇到逼迫。他们对这些困难有什么反应呢？你愿意为福音的
缘故
付上代价吗？
17. 路司得人起初将使徒奉为神，随后却要用石头打死他们；这对人性有何提示？对今日
传福
音者有何警惕？
18. 耶路撒冷的教会如何解决信徒在信仰上的歧见？作为教会的领袖，你也会用同样认真
的态
度去面对一些歧见吗？
19. 在保罗开始欧洲传道旅程之先，神为他预备了提摩太作为这宣教队伍的一位年轻成员
（提 前 4:12）。今天教会有让年轻人事奉的机会吗？年轻人愿意把握机会去事奉神
吗？
20. 亚波罗的背景如何限制了他起初的事奉？亚居拉夫妇在他身上所作的，对今日教会有
何提示？
21. 以弗所城内有人只受过悔改的洗礼，却不认识耶稣，另有人风闻耶稣的名字，甚至尝
试奉 这名赶鬼，却与耶稣毫无关连。今天你与耶稣有否直接的关系？四周其他人又如
何？
22. 当保罗知道往耶路撒冷之行会使他遭受监禁时，他的反应如何？我们怎样学习？？
23. 保罗在辩护时复述了很多对话，其用意何在？基督徒向未信的人宣讲福音时，有什么
地方 可以学习？
24. 保罗在公会前的申诉（23:1-6），与他在巡抚面前的答辩（24:10-21）有何异同？我们
从中可 学到什么功课？
25. 犹太人的领袖和大祭司想用什么手段加害保罗呢？当时保罗已在该撒利亚被囚两年，
然而 犹太人仍然不择手段的要置他于死地。目的何在？
26. 保罗的申辩虽表明自己有理，但对亚基帕王和犹太领袖仍存顺服与尊重的态度。你今
日有 没有人、事分明的处世态度呢？
27. 保罗在几次申辩中都表明他盼望犹太人及外邦人得救的热忱。你是否也是一个胸怀世
界的 基督徒呢？就布道的热诚而言，你对待亲友和对待陌生人是否一视同仁呢？
十一、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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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已立耶稣为主为基督（2:36）。在你的基督徒生命中，你是否过尊他为主，为基督的
生活?
2. 彼得的布道讲章对今天信徒传福音的工作有什么启发?
3. 使徒们在被捕和在公会被审问时，答辩充满勇气和胆识，何以他们有这种能力? 今天
我们如 何面对艰难环境作主的见证人?
4. 使徒们施行的神迹证实他们所传的福音是怎样的? 神迹起了什么作用?
5. 使徒在受逼害苦待时仍抱什么态度? 这给我们什么榜样? 你是否有为主受苦的心志?
6. 使徒「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给今日教会的传道人什么启示? 试分析你教会中传道
人的 工作，其重点是否放在传道和祷告上?作平信徒的应如何帮助传道人专心在这两
方面?
7. 司提反在答辩时引述旧约历史的那些重点? 他要表明什么?
8. 耶路撒冷教会一些信徒不满彼得向外邦人传道。今天的教会是否对一些信徒的「反传
统行 为」觉得难以接受呢? 当我们论断这些行为时，有没有重蹈耶路撒冷信徒的覆辙?
9. 请重新思想「门徒」被称为「基督徒」的含意。
10. 保罗的传道经历，表明传福音时所遭遇的敌视背后有撒但的力量，试找出有关经文。
你在 传福音的工作上有否忘记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
11. 法利赛派基督徒坚持外邦信徒当受割礼和守律法。今天的教会有没有把一些不成文的
传 统，变成不能负的轭，加在信徒身上呢? 如果有，这些规定所可能引致何等的后
果，我们如 何面对这些问题?
12. 试比较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会堂和亚略巴古议会传道内容之异同。从中我们可以学到那
些传 福音的技巧?
13. 保罗向以弗所长老辞别时，情辞迫切。试从这篇临别赠言中，找出可供教会牧者和平
信徒 效法的地方。
14. 既然神早已差遣使者（徒 23:11，27:24）保证保罗能如愿到罗马申诉，为何又容许保
罗的 行程多方受阻？神应允什么？没有应允什么？这对我们有何提示?
15. 犹太人的领袖为何不信福音？保罗有否因此灰心?
16. 试把保罗的一生写成人物简史。你认为保罗有哪些地方已学习了主耶稣的榜样?
17. 使徒行传中记载了神对门徒们各个不同的带领，从中我们可以理解到神的主权、心意
和人 的回应。那些是我们今天应该继续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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