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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新約聖經讀經筆記，王文堂牧師 

 

使徒行傳的作者與受書人 

 

作者 

 使徒行傳的作者是路加。路加是保羅宣教的同工，他是一位外邦人，職業是醫生。 

 路加寫了兩本書，前書是路加福音，後書是使徒行傳。 

受書人 

 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的直接受書人，都是一位名叫提阿非羅的人。 

 使徒行傳，以及所有的聖經書卷，都是寫給願意認識神的人們。神的兒女以虔誠的心研讀

使徒行傳，可更加明白神的作為，增進與神的關係。 

經文 

 路加福音開頭語：提阿非羅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筆作書，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是

照傳道的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

著次序寫給你，使你知道所學之道都是確實的。（路 1:1-4） 

 使徒行傳開頭語：提阿非羅啊，我已經作了前書，論到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直到

他藉著聖靈吩咐所揀選的使徒，以後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徒 1:1-2）  

 

使徒行傳的寫作目的 

 

使徒行傳的寫作目的有二：第一，確定並說明教會的身分；第二，確定並說明教會的使命。 

 

1. 教會的身分 The Identity of the Church 

 教會是由耶穌的門徒所組成，不分猶太人外邦人。 

 從以色列國到神的國：使徒行傳一開始就講到兩個國：一個是神的國，一個是以色

列國。耶穌復活之後向門徒顯現，講說神國的事。門徒卻問耶穌：「主啊，你復興

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當時門徒並不知道，耶穌將藉著他們建立神的國度。在

神的救贖計畫中，不再是亞伯拉罕的子孫憑著血統成為以色列國，而是普天下的人

憑著信心進入神的國。教會是神的真子民，神國度在地上的彰顯。 

 從猶太人到外邦人：使徒行傳詳細記載了福音從猶太人轉向外邦人的經過。門徒一

開始並不知道，神的救贖計畫之中外邦人也有份。在門徒的觀念中，外邦人是不潔

淨的，在神的恩典與諸約之外。神卻一步一步啟示他們，外邦人只要相信耶穌，就

可得救。反觀猶太人，就算是亞伯拉罕的子孫，若不相信耶穌，也不得救。 

 教會的身分是在基督裡：使徒行傳再三強調，教會的身分是在基督裡。不是在傳統

裡，不是在血統裡，而是在基督裡。有人誤以為猶太教和基督教很相似：他們信舊

約，我們信舊約和新約；他們信耶和華，我們信耶和華和耶穌。使徒行傳卻清楚表

達，得救的關鍵是耶穌。若不信耶穌，就算是猶太人也不得救。教會裡只有一種

人：因信耶穌而得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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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會的使命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教會的使命是為耶穌基督作見證。 

 作耶穌的見證：路加強調，耶穌給使徒的使命是「作他的見證」。路加福音結束的

時候，耶穌吩咐使徒「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路 24:48）。使徒行傳一開始，

耶穌也吩咐使徒「作我的見證」（徒 1:8）。使徒行傳所記載的信息，無論是彼得

講的或保羅講的，都是為耶穌作見證，證明他已從死裡復活，是主、是基督。 

 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耶穌吩咐使徒要「在耶路撒冷、猶

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他的見證。使徒行傳第一章，門徒在耶路撒冷禱

告。使徒行傳最後一章，保羅在羅馬傳福音。在這兩章之間，記載了使徒遵照主的

吩咐，將福音從耶路撒冷傳到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的經過。 

 

神與人同工 

 

 使徒行傳強調，無論是使命的執行或者教會的形成，都是神與人同工的結果。 

1. 聖靈：聖靈降臨，門徒得著能力 

A. 聖靈賜給門徒執行使命（為耶穌作見證）的能力 

B. 聖靈賜給門徒形成教會（門徒一起生活）的能力 

2. 門徒：門徒去各地為主作見證 

A. 門徒作見證，以彼得（1-12章）和保羅（13-28章）為代表 

B. 教會作見證，以耶路撒冷教會（1-12章）和安提阿教會（13-28章）為代表 

3. 經文： 

A.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

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1:8） 

B. 耶穌說：「但我要從父那裡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

為我作見證。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為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約 15:26-27） 

 

使徒行傳的結構 

 

 使徒行傳共 28章，簡單的結構如下： 

1. 以人物和教會為結構： 

A. 1-12章：彼得和耶路撒冷教會，重點是向猶太人傳福音。 

B. 13-28章：保羅和安提阿教會，重點是向外邦人傳福音。 

2. 以行動和信息為結構： 

A. 行動和信息交叉敘述：全書交叉敘述，說一下行動，說一下信息；有許多的行動，

也有大量的信息。 

B. 使徒行傳的信息量：全書共 18,400字，9,100字是信息（約 50%）。全書共 1002

節，516節是信息（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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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與保羅的信息（包括講道與談話） 

 

 彼得的信息 保羅的信息 

1 1:15-22，恢復十二使徒之數 13:9-11，抵擋行法術的巴耶穌 

2 2:14-36，五旬節講道 13:16-41，在彼西底的安提阿會堂講道 

3 2:37-40，勸勉歸信者 14:15-18，在路司得講道 

4 3:1-10，美門口的講話 17:22-31，在雅典的亞略巴古講道 

5 3:11-26，所羅門的廊下講道 20:17-38，對以弗所教會的長老講話 

6 4:5-22，在公會面前作見證 22:1-21，對聖殿之前的群眾講話 

7 5:3-6,8-10，亞拿尼亞夫婦 22:30-23:11，在公會面前辯護 

8 5:27-33，在公會面前辯護 24:10-21，在羅馬巡撫腓力斯面前辯護 

9 10:34-43，在哥尼流家中講道 25:6-12，要求上訴該撒 

10 11:1-18，為接納外邦人辯護 26:1-32，在亞基帕王面前辯護 

11 15:7b-12a，在耶路撒冷會議發言 27:9-44，在航海暴風的過程中說話 

12  28:17-22，和羅馬的猶太人說話 

13  28:23-28，第二次和羅馬的猶太人說話 

 

總結性的陳述 

 

 使徒行傳中有好幾個總結性的陳述（summary statements），有的長些，有的短些。將這

些陳述連在一起，可看出福音的進展。 

 背景 章節 經文 

1 耶穌升天後，門徒

在耶路撒冷祈禱 

1:14 這些人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並耶穌的弟

兄，都同心合意的恆切禱告。 

2 五旬節耶路撒冷教

會成立，門徒的教

會生活 

2:42-47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眾人

都懼怕；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信的人都在一處，

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

各人。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在家中擘

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眾民的喜

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3 耶路撒冷的門徒生

活 

4:32-35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

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

耶穌復活；眾人也都蒙大恩。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

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

使徒腳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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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徒行神蹟奇事，

教會成長 

5:12-14 主藉使徒的手在民間行了許多神蹟奇事；他們都同心合

意的在所羅門的廊下。其餘的人沒有一個敢貼近他們，

百姓卻尊重他們。信而歸主的人越發增添，連男帶女很

多。  

5 神的道興旺，門徒

加增，教會成長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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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耶路撒冷的門徒往

各處去傳道 

8:4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  

7 彼得和約翰在撒瑪

利亞傳道 

8:25 使徒既證明主道，而且傳講，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

撒瑪利亞好些村莊傳揚福音。 

8 猶太、加利利、撒

瑪利亞的教會增長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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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神的道日見興旺 12:24 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 

10 神的道向外邦人傳

開 

13: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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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保羅和同工探望亞

西亞的眾教會 

16:4-5 他們經過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長老所定的條規交給

門徒遵守。於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  

12 福音廣傳亞西亞 19:10 這樣有兩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亞西亞的，無論是猶太

人，是希利尼人，都聽見主的道。 

13 主的道興旺得勝 19:20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就是這樣。 

14 保羅在羅馬放膽傳

講，無人禁止 

28:30-31 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裡住了足足兩年。凡來見他的

人，他全都接待，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的

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  

 

使徒被囚禁 

 

 使徒行傳記載了五次門徒因為傳福音而遭人囚禁 

 經文 被囚禁者 

1 4:1-4 彼得和約翰被猶太當局囚禁 

2 5:17-18 眾使徒被大祭司囚禁 

3 12:3-19 彼得被希律王囚禁，被主解救 

4 16:19-24 保羅和西拉在腓立比被官長囚禁 

5 22:22-23:35 保羅在耶路撒冷被千夫長囚禁 

 

 

使徒行傳第一章：使命的交付 

 

1. 耶穌與門徒，1:1-11：復活的耶穌與門徒同在，交代使命，升到天上 



5 
 

2. 門徒與門徒，1:12-26：同心合意恆切禱告，恢復十二使徒之數，預備執行使命 

 

大使命 

 大使命記載於新約聖經的頭五本書，其中包括徒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這句話雖然說得很清楚，但卻時常為人所誤解。有人以為這句話的重點是聖靈，有人以為

是「直到地極」。其實耶穌的重點只有一個，那就是「作我的見證」。 

 聖靈是使命的能源，地極是使命的範圍，而使命的本身卻是「作耶穌基督的見證」。 

 感謝主，眾使徒沒有誤解主的意思。他們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終身為這使命盡忠，成為

耶穌最好的見證人！ 

 

＊「作見證」和「作耶穌的見證」有何區別？ 

 

 基督徒時常作見證，但他們是否在「作耶穌的見證」？如今常見的見證，和使徒的見證有

何區別？ 

 如今常見的見證 使徒的見證 

見證的內容 見證神恩待我，拯救我，使我事業

成功，家庭幸福，病得醫治，平安

喜樂…，卻不一定講到耶穌。 

為耶穌作見證，說他是神的兒子，為

世人釘十字架，並從死裡復活，證明

他是主、是基督，你們要信他！ 

見證的結果 使人相信一位賜福保平安的神，卻

不一定信耶穌。而且要看情況，往

往一遇到患難困苦，就不信了。 

使人相信耶穌基督，成為基督的門

徒，形成真正的教會。即使遇到患難

困苦，仍然堅信不移。 

 

蒙主揀選，蒙主賜福 

 

 耶穌並未邀請世人去執行大使命，唯獨對門徒說：「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大使命

不是一個公開的邀請，而是一個榮譽的任命。所差派的不是志願軍，而是特遣部隊。 

 執行大使命的人必須是耶穌的門徒，不是門徒的人不能執行大使命。成為門徒是主的揀

選，耶穌對門徒說：「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

你們的果子常存。」(約 15:16) 

 揀選的目的是結果子，果子代表豐盛的生命，結果子的樹是生命豐盛的樹。耶穌不是將門

徒的生命變得更貧乏，而是變得更豐盛。 

 如同一棵樹從土壤、水分、日光、空氣中吸取養分，結出果子，它不是在消耗自己的生

命，而是使自己成為產生生命的媒介。結果子的人也是一樣，他不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

而是活出神所賜的生命。主的心意是好的，大使命不是沉重的負擔，而是蒙福的任務。 

 

等候父所應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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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向門徒頒布大使命之後，不叫他們立即出發，卻叫他們等候。為什麼？因為使命很

大，門徒需要得著從天上來的能力，才能完成使命。時候將到，聖靈會降在門徒身上，他

們就必得著能力。 

 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你們要在城裡等候，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

（路 24:49） 

 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囑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應許的，就是你

們聽見我說過的。約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浸。」（徒 1:4-5）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徒 1:8） 

 

禱告 

 

使徒行傳強調禱告的重要性，門徒時常禱告，凡事仰望主。 

 這些人（十一使徒）同著幾個婦人和耶穌的母親馬利亞，並耶穌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恆

切禱告。（徒 1:14） 

 眾人就禱告說：「主阿，你知道萬人的心，求你從這兩個人中，指明你所揀選的是誰。」

（徒 1:24）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

交接，擘餅，祈禱。 （徒 2:41-42） 

 他們聽見了，就同心合意的高聲向神說：「主啊…」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

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徒 4:24-31） 

 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徒 6:4） 

 於是彼得被囚在監裡；教會卻為他切切的禱告神。（徒 12:5）  

 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眾囚犯也側耳而聽。（徒 16:25） 

 

解惑篇：禱告的大能？ 

 

 常聽人說「禱告的大能」。禱告真的有大能嗎？這句話的合理性，就跟一個人說「電線的

大能」是一樣的。電線的作用是接通電源，電有能，電線並無能。若你一直強調「電線的

大能」，人家以為買一根電線就可獲得能源。說「禱告的大能」，也是一樣。 

 禱告使人與神接通。神有大能，禱告並無大能。從前有人說「每次我禱告，我推動祢的

手」，現在有人說「禱告的大能」。基督徒必須對真理負責，接受並散播一些不合真理的

話，是一種屬靈的不道德。將禱告視為魔咒，一禱告就有神蹟發生，忘了主權在神，能力

在神，傳布錯誤的觀點，是不負責行為。 

 禱告並非魔咒，不是屬靈的方程式。禱告是神的子民來到父的面前，倚靠他。當教會一同

倚靠神，在神面前屈膝祈禱，那時我們才接通了天上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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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第二章：教會的誕生 

 

1. 教會誕生：五旬節那天聖靈降臨，門徒得著能力，為耶穌作見證 

2. 教會成長：信的人聚在一起生活，神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五旬節那一天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

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

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徒 2:1-4） 

1. 怎麼回事？耶穌所應許、門徒所等待的聖靈，終於降臨了！在場的門徒都被聖靈所充滿。 

2. 他們聽到了甚麼？聽到從天上降下來的響聲，好像大風吹過。 

3. 他們看到了甚麼？看到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各人頭上。 

4. 他們做了甚麼？門徒用各國的鄉談，講說神的大作為，彼得向群眾作耶穌復活的見證。 

 

關於說方言 

 

 五旬節那天，門徒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他們用各國的鄉談，講說神的

大作為，為耶穌作見證。這是「說方言」的恩賜第一次在聖經中出現。 

 說方言是為了讓人聽得懂，不是讓人聽不懂。因為靈恩運動的影響，許多人誤以為說方言

就是說出別人聽不懂的話。其實在聖經裡，說方言主要的目的是與人溝通，用不同語言向

人作見證。因為耶穌要門徒將福音傳給萬民，必須突破語言的障礙，才能向各地方的人作

見證。聖靈降臨之後，賜給門徒「說別國的話」的能力，使他們可以為主作見證。當五旬

節那一天，說方言的恩賜第一次出現，它的作用非常明顯，就是用各國的語言與人溝通，

為耶穌作見證。 

 

「方言」的意思：鄉談，地方語言 

 「方言」的原文：γλῶσσα glossa，意義是「舌頭」或「語言」： 

A. 舌頭 tongue，說話的器官 

B. 語言 language，地方的語言 

 「說方言」的原文：glossolalia ，由 “glossa” 和 “lalia” 二字合成，意義是「說出一種語言」 

A. Glossa：語言 language 

B. Lalia：說話 speech 

 

五旬節：說方言的恩賜第一次出現 

 

1.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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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那時，有虔誠的猶太

人從天下各國來，住在耶路撒冷。這聲音一響，眾人都來聚集，各人聽見門徒用眾

人的鄉談說話，就甚納悶，都驚訝希奇說：「看哪，這說話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嗎？

我們各人怎麼聽見他們說我們生來所用的鄉談呢？」 （徒 2:4-8） 

2. 胡言亂語，還是正式的語言？Gibberish, or legitimate language?  

 五旬節那天，方言的恩賜第一次出現，很明顯是正式的語言。從各地而來的人聽到

門徒所說的方言，非常驚訝，說：他們用我們的鄉談，講說神的大作為！ 

 方言的恩賜另外二次在使徒行傳出現，是 10:46 及 19:6。根據上下文，並無任何理

由認為這二處的方言是 gibberish，而非正式的語言。 

 同樣的，聖經在其他地方講到方言，不必不加思索地就認為是 gibberish，也可能是 

legitimate language，包括馬可福音 16章，和林前 12-14章。 

 

眾人悔改受浸 

 

 五旬節那天彼得站起來講道，為耶穌作見證。他說： 

 …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故此，以色列全家當確實的知道，

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他為主，為基督了。 

 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其餘的使徒說：「弟兄們，我們當怎樣行？」彼得

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浸，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

靈。」（徒 2:37-38） 

 我們當怎樣行？ 

o 你們要悔改 

o 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浸 

 你們會得著甚麼？ 

o 你們的罪得赦免 

o 領受所賜的聖靈 

 

甚麼是「悔改」？ 

 

 在聖經裡，悔改的意義就是「回頭」。詳細一點說，悔改就是「藉著耶穌歸向神」。 

 悔改有兩個步驟：第一步是改變你對耶穌的態度。從前你不信耶穌，現在信了。從前你不

認耶穌為主，現在認了。第二步是藉著耶穌歸向神：從前你不想歸向神，也無路歸向神。

現在因為你信了耶穌，就藉著耶穌歸向神，恢復與神的關係，與其他神的兒女，過門徒的

生活。 

 

教會的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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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告訴我們，教會的形成是聖靈的作為，明顯的神蹟。一群原本沒有關係的人，因

為信了耶穌，彼此相愛，慷慨分享，滿心歡喜，同心讚美神，同心遵守使徒的教訓，這是

教會的神蹟。 

 一般人一提到神蹟，就會想到一些神奇的事情，不會想到教會。其實教會是最大的神蹟，

因為耶穌基督釘十字架，才有人傳福音；因為有人傳福音，才有人信主；因為有人信主，

才會形成教會。教會是甚麼？是一群得著新生命的門徒，倚靠聖靈的大能，活出基督的生

命。一間美好的教會是耶穌最好的見證，也是最大的神蹟。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

交接（交通接納），擘餅，祈禱。 

 眾人都懼怕（敬畏神），使徒又行了許多奇事神蹟。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分

享）。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神，得

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徒 2:41-47） 

 

教會的功能 

 

 一群原本沒有關係的人，因為信了耶穌而成為一家人，並成為一個具有多項功能的身體： 

1. 教導：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

訓… 

a. 教導是主的吩咐：耶穌在大使命中吩咐使徒：「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

守，太 28:20」。使徒遵守主的吩咐，三千人受浸之後，就以主的話語教導他們：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徒 2:42」。教會若要忠於主的大使命，就必須教導神

的話語。 

b. 聖經是唯一的課本：教會不是教神學，不是教屬靈觀念，而是紮紮實實地教導聖

經。當時的猶太人都有豐富的舊約知識，即便如此，他們仍需接受教導，好明白主

的話。 

2. 敬拜：一同擘餅、祈禱、讚美神… 

a. 擘餅 Breaking the bread：擘餅是「記念主的聚會」，是敬拜的一部分。主耶穌要我

們藉著餅和杯來記念他，表明他的死，直等到他再來。 

b. 祈禱 Prayer：祈禱是「教會一同將心意獻給神」，是敬拜的一部分。初期教會每次

聚會「都同心合意的恆切禱告，徒 1:14」。 

c. 讚美神 Praising God：讚美神是「教會對神的集體稱頌」。人若與神相遇，就會讚

美神。敬拜是與神相遇的結果，讚美神是合宜的。 

3. 團契：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他們

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裡，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 

a. 有恩典：團契不是一個節目，不是偶一舉行的聚會，而是門徒的共同生活。門徒在

生活中彼此相愛，流通主的恩典。外人往往是先認識到我們的小愛，然後才認識到

主的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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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真理：真實的愛心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之上（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裡，

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弗 3:17） 

4. 領人歸主：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徒 2:47） 

a. 得眾民的喜愛：在眾民的眼中，教會不是陌生的，不是討厭的，也不是無所謂的，

而是可喜愛的、被尊重的（respect, old NIV）。 

b. 主：「得救」是主的作為，不是人的作為。是主將得救的人加給教會，不是教會採

用了甚麼佈道法、增長法。教會只要忠心為主作見證，主自己會將得救的人加給教

會。 

c. 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增加的不是聚會的人數，而是得救的人數。而且是天天

有人得救，有人得救這件事是日常的、持續的、持續在教會發生的。不是佈道會才

有人得救，也不是一年下來只有幾個人得救，而是一直都有人得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