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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約讀經講義，使徒行傳 12-16 章
王文堂牧師
新約讀經講義配合每週的讀經進度，一週五章，講解每章的重點。另有投影片，除了講義的內容，
有時還會配上一些圖片或地圖。
十二章：雅各殉道，彼得被囚，希律暴斃
那時，希律王下手苦害教會中幾個人，用刀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他見猶太人喜歡這事，又去捉
拿彼得。那時正是除酵的日子。（徒 12:1-3）
一段插曲
 使徒行傳 12:1-24 前接 11:30，後接 12:25，是兩節之間的一段插曲。徒 11:30，講到安提阿
教會派巴拿巴和掃羅去耶路撒冷賑災。徒 12:25，講到他們賑災結束從耶路撒冷回到安提
阿。當時耶路撒冷教會不但面臨飢荒，而且使徒被殺、被抓，情況十分艱苦。


這段插曲講了三件事：雅各殉道，彼得被囚，希律暴斃。

那時，希律王下手苦害教會中幾個人，用刀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他見猶太人喜歡這事，又去捉
拿彼得。那時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監裡，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個人，意
思要在逾越節後把他提出來，當著百姓辦他。於是彼得被囚在監裡；教會卻為他切切的禱告神。
（徒12:1-5）
1. 雅各殉道
 門徒所遭受的迫害日漸嚴厲，從前只是被打、被抓，漸漸地開始有人被殺。


司提反是第一位殉道者，雅各是第一位殉道的使徒。二人都是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雅各
是十二使徒之一，耶穌曾在加利利海邊呼召雅各和約翰兄弟二人跟從他。



殺害雅各的是希律亞基帕一世（41-44 AD 在位），他是殺害嬰兒的大希律王之孫，殺害施
浸約翰的希律安提帕之侄。



使徒行傳 11,12 章提到兩個歷史人物：革老丟和希律亞基帕一世。革老丟是羅馬皇帝，希
律是革老丟的屬下。革老丟年間天下有大飢荒（徒 11:28），希律亞基帕一世殺了使徒雅
各（徒 12:1-2）。

2. 彼得被囚
 希律王殺了雅各之後，見猶太人喜歡這事，又去捉拿彼得，想等過完了除酵節殺他。


彼得被兩條鐵鏈鎖著，睡在兩個兵丁當中。神的使者來解救彼得，脫了他的鎖鏈，領他出
監牢。眾門徒在馬可的母親馬利亞家中聚會禱告，彼得去見他們，然後就往別處去了。



彼得去了何處，聖經沒有交待。他下一次出現是在使徒行傳十五章，那時希律亞基帕一世
已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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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強調神的主權和智慧。神為何解救了彼得，卻沒有解救雅各？這是神的主權和智慧。
神對每個人的人生有不同的安排，與他人無關。（參考約 21:22）

3. 希律暴斃
 希律王於 44 AD 突然死亡，聖經說他是被蟲所咬，歷史說他是暴病身亡。


聖經說希律「穿著朝服」，歷史記載說他穿著銀做的衣服，在晨光下閃閃發光，眾人發出
讚嘆之聲。他和人說話，聖經說，「百姓喊著說：這是神的聲音，不是人的聲音。」



聖經強調，希律之死是神對他的懲罰。希律不歸榮耀給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罰他，他被
蟲所咬，氣就絕了。世俗的歷史不會從神的角度看事情，只說那天希律本來好好的，突然
暴病，後來就死了。



聖經強調，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無論發生了甚麼，就算是逼迫、囚禁、殺害，都不能阻擋
神的道。使徒行傳以「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徒 12:24）結束了這一段插曲。

十三章：安提阿教會打發巴拿巴和掃羅出去做主的工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分封
之王希律同養的馬念，並掃羅。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
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工。」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他們既被聖靈差
遣，就下到西流基，從那裡坐船往居比路去。（徒 13:1-4）


名字所透漏的消息： 安提阿教會的五位領袖一同禁食事奉主，聖經特別記載了他們的名字：
稱呼尼結的西面，尼結的原文是「黑人」。古利奈人路求，古利奈位於非洲北部，路求也
有可能是黑人。與分封之王希律同養的馬念，與王同養之人可能是貴族。另外二人是巴拿
巴和掃羅，兩個猶太人。掃羅是在耶路撒冷受過嚴格訓練的法利賽人，巴拿巴是住在外島
居比路（塞浦路斯）。安提阿的五位領袖顯示出一幅美麗的圖畫：種族不同、地位不同、
文化不同、經歷不同，但卻主裡合一。



敬拜時所聽到的聲音：安提阿教會的五位領袖在事奉（敬拜）神的時候，得到聖靈的啟示，
叫他們分派（set apart）巴拿巴和掃羅，去做聖靈召他們去做的工。



順服聖靈：教會順服聖靈，打發二人出去作主的工。二人順服聖靈，奉差遣出去。他們先
去居比路傳道，然後又去小亞細亞傳道。在小亞細亞，主要是在三個城市傳道：彼西底的
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

掃羅又名保羅
掃羅又名保羅，被聖靈充滿，定睛看他，說：「你這充滿各樣詭詐奸惡，魔鬼的兒子，眾善的仇
敵，你混亂主的正道還不止住嗎？… （徒 13:9-10）


使徒行傳的主要人物保羅，起初稱為掃羅，自徒 13:9 起改稱為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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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在居比路（塞浦路斯）傳道，遇到一個行邪術的人，名叫巴耶穌，與使徒為敵。保羅
被聖靈充滿，斥責他，令他瞎眼，暫時不見日光，那人就看不見了。



掃羅被聖靈差遣，如今又被聖靈充滿，斥責行邪術的人，顯出神所賜的權柄。在做這件事
的時候，他的名字從掃羅（猶太名字）變為保羅（外邦名字，意思是 “小”）。



保羅仍叫掃羅的時候，若提到巴拿巴和掃羅，總是先提巴拿巴，後提掃羅。改名為保羅之
後，多數是先提保羅，再提巴拿巴。這是因為在傳道的事上，神更多使用保羅。

保羅傳道


保羅在彼西底的安提阿傳道，他的講道文被保存下來，徒 13:16-41。這是使徒行傳所記載
的保羅講道文中，最長的一篇。保羅在亞基帕王面前的分辯也很長，不過那是分辯，不是
講道。



安提阿：「安提阿」是敘利亞王國皇族的名字，許多城市以此為名。保羅出發的城市安提
阿曾是敘利亞王國的首都，被羅馬征服之後，成為羅馬帝國的第三大城。他們出去傳道，
來到小亞細亞（今日土耳其）一個叫作彼西底的地區，彼西底有一座城市，也叫安提阿。



為耶穌作見證：保羅講道的內容，完全是為耶穌作見證。他證明耶穌是神應許大衛的後裔，
以色列的救主。他證明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並從死裡復活。他證明凡信靠耶穌的人，就
得以赦罪稱義。
o
o
o

從這人的後裔中，神已經照著所應許的，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穌。
既成就了經上指著他所記的一切話，就把他從木頭上取下來，放在墳墓裡。神卻叫
他從死裡復活。
所以，弟兄們，你們當曉得：赦罪的道是由這人傳給你們的。你們靠摩西的律法，
在一切不得稱義的事上信靠這人，就都得稱義了。（徒 13:23,29-30,38-39）

甚麼是傳道？
使徒行傳說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甚麼才叫做傳道。所謂傳道，就是為耶穌作見證，也就是傳
福音。內容包括：耶穌是神所設立的救主（基督，彌賽亞），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並從死裡復活，
信靠他的人就蒙赦罪，被神稱義。以保羅去傳道的五個地方為例：
1. 居比路：從那裡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猶太人各會堂裡傳講神的道。（徒
13:4-5）
2. 彼西底的安提阿（見前）：外邦人聽見這話，就歡喜了，讚美神的道；凡預定得永生的人
都信了。於是主的道傳遍了那一帶地方。（徒 13:48-49）
3. 以哥念：二人在那裡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膽講道；主藉他們的手施行神蹟奇事，證明他的
恩道。（徒 14:3）
4. 路司得：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呂高尼的路司得、特庇兩個城和周圍地方去，在那裡傳福音。
（徒 14:6-7）
5. 特庇：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對那城裡的人傳了福音，使好些人作門徒，就回路司
得、以哥念、安提阿去，堅固門徒的心，勸他們恆守所信的道。（徒 14: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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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出發點安提阿，提出宣教報告：到了那裡，聚集了會眾，就述說神藉他們所行的一切
事，並神怎樣為外邦人開了信道的門。



保羅將他傳道的經歷，以清晰的條理和堅定的信心，在羅馬書中表明：然而，人未曾信他，
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
傳道呢…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 10:14-17）

猶太人如影隨形的反對和逼迫


使徒行傳以記載歷史的筆法，將猶太人在各地對福音的逼迫，一一記錄下來。



仇恨與逼迫：所謂猶太人，是指那些「不順從的猶太人」（14:2。相信就是順從，不信就
是不順從）。這些人以猶太教的領袖為主（聖殿和各會堂的領導人），加上附從他們的百
姓。福音初傳的時候，有不少猶太人信主，連使徒們自己也是猶太人。但是大部分的猶太
人還是拒絕了耶穌，他們對於傳講耶穌的人十分仇恨。仇恨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嫉妒，
二是他們不同意耶穌是基督。仇恨是極大的動力，甚至使他們從一個地方追到另一個地方，
福音傳到何處，他們也逼迫到何處。

 以使徒在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三城的遭遇為例：
1. 彼西底的安提阿
o

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幾乎都來聚集，要聽神的道。但猶太人看見人這樣多，就滿
心嫉妒，硬駁保羅所說的話，並且毀謗…但猶太人挑唆虔敬、尊貴的婦女和城內有
名望的人，逼迫保羅、巴拿巴，將他們趕出境外。（徒 13:44-45,50）

2. 以哥念
o 二人在以哥念同進猶太人的會堂，在那裡講的，叫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
那不順從的猶太人聳動外邦人，叫他們心裡惱恨弟兄…那時，外邦人和猶太人，並
他們的官長一齊擁上來，要凌辱使徒，用石頭打他們。（徒 14:1-2,5）
3. 路司得
o

但有些猶太人從安提阿和以哥念來，挑唆眾人，就用石頭打保羅，以為他是死了，
便拖到城外。（徒 14:19）

十五章，耶路撒冷會議


起因：有幾個人來到安提阿，聲稱若不受割禮就不能得救，引起極大的爭論。
o 有幾個人從猶太下來，教訓弟兄們說：「你們若不按摩西的規條受割禮，不能得
救。」保羅、巴拿巴與他們大大的分爭辯論；眾門徒就定規，叫保羅、巴拿巴和本
會中幾個人，為所辯論的，上耶路撒冷去見使徒和長老。（徒 15:1-2）



這個會議的重要性
o 這是福音在真理上所遇到的第一個障礙，關乎得救的教義。一個人得救，是只要信
耶穌就夠了，還是要加上其他的條件才夠？好比說，還要受割禮？若還要受割禮，
那麼其他的律法呢？是不是也要遵守？一個外邦人若只信耶穌，但是未受割禮，也
未遵守猶太人的律法，他得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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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利賽信徒的主張：
o 惟有幾個信徒、是法利賽教門的人，起來說：「必須給外邦人行割禮，吩咐他們遵
守摩西的律法。」 （徒 15:5）



彼得的見證：
o 諸位弟兄，你們知道神早已在你們中間揀選了我，叫外邦人從我口中得聽福音之道，
而且相信…我們得救乃是因主耶穌的恩，和他們一樣，這是我們所信的。（徒
15:7-11）



結論：唯獨耶穌
o 會議主席雅各（使徒雅各已死，這個雅各是耶穌的兄弟，雅各書的作者）做出結論：
o



「所以據我的意見，不可難為那歸服神的外邦人。」（徒 15:19）
這次的會議雖然做出結論，但並未完全平息得救的爭議。因為「割禮派」並未放棄
他們的主張，仍在各地攪擾信徒。保羅在他的書信中，特別是羅馬書和加拉太書，
繼續為這件事大大爭辯，強調人得救是因為信耶穌，不是守律法。

到安提安宣布會議的結果
o 耶路撒冷會議有了結論之後，他們就寫了一封信，宣布會議的結果（徒 15:22-29）。
並派了兩個信差，巴撒巴的猶大和西拉，跟著保羅和巴拿巴一起去安提阿。後來西
拉成為保羅第二次宣教的同工。

保羅與巴拿巴之爭


爭執的原因：揀選同工
o 過了些日子，保羅對巴拿巴說：「我們可以回到從前宣傳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們
景況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帶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但保羅因為馬可從前在旁非利
亞離開他們，不和他們同去做工，就以為不可帶他去。（徒 15:36-38）



爭執的結果：分頭傳道
o 於是二人起了爭論，甚至彼此分開。巴拿巴帶著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羅揀選
了西拉，也出去，蒙弟兄們把他交於主的恩中。（徒 15:39-40）



馬可與巴拿巴的關係
o 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西 4:10）



馬可與保羅的關係
o 與我一同坐監的亞里達古問你們安。巴拿巴的表弟馬可也問你們安。（說到這馬可，
你們已經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們那裡，你們就接待他。）（西 4:10）
o 獨有路加在我這裡。你來的時候，要把馬可帶來，因為他在傳道（或作：服事我，
o



原文 diakonia，service, ministry）的事上於我有益處。（提後 4:11）
多年之後，保羅與馬可有美好的關係。保羅坐監的時候，馬可去服事他。保羅認為
馬可在傳道（或服事他）的事上有益處。

爭執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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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和巴拿巴是多年的同工，二人出生入死一起傳道，如今卻為了馬可而起了爭執，
甚至分開。基督徒應當如何看待這件事？這個爭執顯示出人性的弱點，還是這是聖
靈所允許的分開？

爭執的焦點：
o 同工因為對人和對事有不同的看法，難免會起爭執。爭執的時候要問：我們爭執是
為了人，還是為了神？是為了自己的主張、顏面、相關的人，還是為了神的事工？
o 保羅拒絕馬可的原因是甚麼？是因為他個人不喜歡馬可，還是因為他認為馬可不適
合參與這項事工？



分開的情況：
o 同樣是分開，有善意的分開，有惡意的分開。善意的分開是彼此祝福，各自努力去
傳福音。惡意的分開是心中氣憤，友誼破壞，彼此分手。保羅和巴拿巴是如何分開
的？



聖靈並未插手：
o 當初為了得救的問題而起了爭議，聖靈插手，使眾人得到共同的結論（因為聖靈和
我們定意…，徒 15:28）。這次保羅和巴拿巴起了爭論，聖靈並未插手，二人的結
論不同，以至於分開。聖靈為何不插手？因為一個是關乎得救的大事，一個只是關
乎事工上的組隊。一支事工的隊伍要如何組成，神給人選擇的空間，並未插手。



聖經的走向：
o 保羅和巴拿巴分手之後，從此聖經只記載保羅，不記載巴拿巴。

十六章：福音傳入歐洲


背景介紹：
o 使徒行傳 16-18 章記載了福音傳入歐洲的經過。在保羅第二次的宣教旅途中，神呼
召他去馬其頓傳福音（徒 16:10）。馬其頓位於歐洲，是亞歷山大大帝的故鄉，當
o



時是羅馬帝國的一個行省。
保羅去了馬其頓之後，也去了南邊的亞該亞省。

歐洲五城記：
o 保羅在歐洲去了五座城市：馬其頓三城（腓立比，帖撒羅尼迦，庇哩亞），亞該亞

o

二城（雅典，哥林多）。其中去得最久的是哥林多，在那裏住了一年六個月（徒
18:11）。
他們在每個地方都遭到逼迫（在腓立比被打、坐監牢，在哥林多被拉上公堂，在帖
撒羅尼迦連夜逃走，在庇哩亞緊急坐船逃走，以至於同工分散…），但也領了許多
人歸主（徒 16:15,34, 17:4,12,34, 18:8）。



瞭解福音的性質：
o 數年之後，保羅在致羅馬人書中，說出了他對福音的堅定信念：「我不以福音為恥，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羅 1:16）
o 保羅和他的同工（西拉，提摩太，路加）憑著這個信念孤軍深入，在異教林立和充
滿敵意的歐洲大陸披荊斬棘，傳播福音的種子，並收割福音的果實。

7
o

今日的歐洲遍滿了基督徒，誰知這一切的開端，是僅由四人所組成的福音團隊，他
們堅信福音是神的大能，以這樣的信念傳道，成就了今日的景象。

他們傳些甚麼？
他們在各城忠心傳講福音，為耶穌作見證：
1. 在腓立比：當信主耶穌！（徒 16:31）
2. 在帖撒羅尼迦：保羅照他素常的規矩進去，一連三個安息日，本著聖經與他們辯論，講解
陳明基督必須受害，從死裡復活；又說：「我所傳與你們的這位耶穌，就是基督！」（徒
17:2-3）
3. 在庇哩亞：保羅在庇哩亞傳神的道。（徒 17:13）
4. 在雅典：保羅傳講耶穌，與復活的道。（徒 17:18）
5. 在哥林多：保羅為道迫切，證明耶穌是基督。（徒 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