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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縱覽 

 

溫正祥，11/25/2018 

台宣/ missionharmony.org 

 
路加，名為亮光，是安提阿的外邦人，專業醫生。繼寫完有関耶穌行傳的福音書後，接著，他約在主後 

65年起寫下這本使徒行傳，一本聖靈帶領使徒宣道的行傳。他詳細的記載了聖靈差使徒宣道之前的預

工及保羅在主後約46年起，四次到外邦宣道，宣揚主耶穌為人的赦罪死、人的稱義而復活及他再來，

建立神國的福音。他跟隨保羅十五年多，加入第二次去歐洲的宣道後，往返两次，再經以弗所回到耶路

撒冷，最後航海抵羅馬。他繼續作保羅的宣道夥伴，四年後，主後68年，目睹保羅在捍衛主的道中殉

道。 

這使徒行傳縱覽歸納全書成四綱領和十三主題。盼昔日使徒在聖靈教導和帶領下宣道的策略和體驗，成

為今日門徒等候主再來時，繼續完成主所交待大使命的宣道教戰手册。  

 

橄欖山 

東門 

I. 神國的宣道   (第一到二章) 

II. 宣道的能力   (第二到十一章) 

III. 宣道的策略   (第十一到二四章) 

IV. 囚禁的宣道   (第二四到二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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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神國的宣道 (第一章)  

耶穌從死裡復活後，四十天之久用許多的憑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講說神國的事，直到他被

接上升的日子為止。 

 

 一. 耶穌作大使徒傳講神國的事  (1): 

§  神國近了 (1:3-7，太4:17) 

§  聖靈的洗 (1:5) 

§  證主能力 (1:8)  

§  衪的再來 (1:9-11) 

 

 

.. 祂怎樣往天上去，祂還要怎樣來。(1:11) 

 

聖聖靈靈降降臨臨在在你你們們身身上上，，你你們們就就必必得得著著能能力力，，

並並要要在在耶耶路路撒撒冷冷、、猶猶太太全全地地，，和和撒撒馬馬利利亞亞，，

直直到到地地極極，，作作我我的的見見證證。。  ((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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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門徒宣揚神國的福音前，主應許聖靈降臨(1:8)。五旬節到，聖靈臨到門徒。 

二. 聖靈降臨澆灌門徒先知恩賜 (1-2):     

§  賜外語傳講神國的福音 (2:4, 11) 

§  賜先知恩賜指引神救恩 (2: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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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宣道的能力 (第二到十一章) 

彼得說: 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2:38) 他們 

從內住住心中聖靈所得著的見証主能力，先前已有說起別國的話傳講主(2:4)，於今，他們又要有以下的

能力彰顯主。 

 

三.  聖靈充满門徒賜見証主能力 (2-7) 

§  奉主的名醫治 (3:6, 4:10-12) 

§  放膽的傳講主 (4:13-31) 

§  識透撒旦計謀 (4:32-5:13) 

§  敢於為主受苦 (5:17-41) 

§  殉道後更廣傳 (7:59-60, 8:1) 

纪念聖史提凡殉道教堂 - 耶路撒冷/維也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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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聖靈降下啓領人信主為基督 (8-11) 

 

 不信先知預言基督的撒馬利亞人 (8:14-17) 

 不知基督是完成律法總結的掃羅 (9:3-5, 16-18)  

 不知基督為虔誠人赦罪的哥尼流 (10:22-48, 11:15-16) 

 不向基督悔改的以弗所約翰門徒 (19:1-6) 

 

撒馬利亞人只因見到主的大能勝過行巫術的西門而奉他的名受了洗。此時，他們並没有領悟耶穌就是

先知書所预言的基督，因為他們只信摩西五經，拒絕相信猶太先知所講的基督。於是，當使徒按手在他

們頭上時，聖靈便「降在」他們身上，教他們領悟耶穌就是經上所預表的基督。他們因之前已奉神大能

者耶穌的名受了洗，現在知道了耶穌原來是主神和赦罪的基督，就都領受了「降入」他們心中的聖靈。 

 
掃羅到大馬士革捕捉信主的人路上，忽然從天上發光，聽見有聲音對他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呼召他要做「他所當做的事」(9:6)聖靈這時「降在」掃羅的身上，還使他仆倒在地，教他領悟了耶

穌就是他為了追求律法而迫害的基督。他認知了神的義在律法之外設立，顯明在福音上，基督就是律法

的總結。(羅1:17，3:21，10:4) 於是，保羅認罪悔改，認知耶穌就是主基督，他奉主的名受洗後，就領 

受「降入」他心中的聖靈，成為他在日後宣道途上，發預言、指証和加给能力的伴侶。(20:23) 

 
哥尼流是一個虔誠的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行善事，常向神祷告。彼得對他們講到耶穌是神所立

定的，要作審判活人、死人的主，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10:42-43) 他們認知人的罪並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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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的功德而抵消。聖靈便降在哥尼流及親友身上，正像當初「降下」在門徒身上一樣的說方言，稱讚

神為大。(10:46) 彼得就吩咐奉耶穌基督的名給他們施洗，聖靈就「降入」他們的心中。(10:48) 

 
以弗所的約翰門徒未曾聽見有聖靈賜下來。保羅說此乃因約翰教的是悔改的洗，他們當信那在他以後

要來的基督，就是耶穌。這時，聖靈「降下」，即伏在他們身上或擁抱在祂懷裡、啓導他們。他們一聽

見這話，就認知了耶穌是基督，便奉主的名受了洗。因著他們之前已悔改、求赦罪，保羅按手在他們頭

上時，聖靈便立時「降入」他們的心中而領受了聖靈的能力，就說起方言又發預言，頌讚耶穌基督。 

 

 
 
故此，誠如彼得所説:  凡信耶穌為主基督而奉他的名受洗之後，就必領受聖靈。(2:38)  認罪悔改而受洗 

的人並不都能領受聖靈。聖靈先要「降下」在人身上，啓領人認知耶穌就是赦罪的主基督之後(林後12:

3) ，他們才能領受「降臨」的聖靈，「降入」心中而得著見證主的能力追求他及到處傳講宣揚他。(1:8)  

 

 

大馬士革/聖保羅教會 

保羅故鄉, 土耳其大數城 (Tarsus,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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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聖保羅教堂及保羅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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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宣道的策略  (第十一到二十四章)  

五. 聖靈教導門徒外邦宣道預工 (11-12) 

§  領導要先領受外邦的宣道 (11:1-18) 

§  宣道不分猶太人和外邦人 (11:19-24) 

§  稱跟隨主的門徒為基督徒 (11:25-26) 

§  要聽信預言並定意盡力行 (11:27-30) 

§  教會體驗切切相信的禱告 (12:1-16) 

§  大能的傳道要歸榮耀給神 (12:19-23) 

  

彼得領受向外邦人宣道異象的約帕城 

(已併入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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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在每次宣道中，聖靈都教導保羅不同得勝的屬靈爭戰策略於下： 

六. 第一次去亞細亞洲的宣道策略 (13-14)： 

 
§  派教會差傳 (13:1-3) 

§  從家鄉開始 (13:4-5) 

§  破撒旦計謀 (13:6-12) 

§  進入內地去 (13:13-52) 

§  歸榮耀給神 (14:1-20)  

§  使人作門徒 (14:21-23) 

§  回教會分享 (14:24-28) 

 

 

安提阿 



10 
 

 

安提阿聖彼得洞穴教堂 

塞浦路斯的撒拉米港遺蹟 

撒拉米聖巴拿巴教堂 

撒拉米聖巴拿巴修道院及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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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巴先到自己家鄉塞浦路斯宣道，再從帕弗港出海抵別加港進入內地，約翰在此脫隊，回耶城。 

別加港廢墟/巴拿巴和保羅跺下腳上塵土離境(13:51)，昔日雄偉的安提阿城至今仍淪為廢墟。

 

保羅叫路司得城裡坐著一個瘸腿的人，跳起來而且行走。眾人看見就大聲說神藉著人形降臨在我們中間

了，城外丟斯廟的祭司牽著牛祭拜他們。 二人僅僅的攔住眾人不與他們獻祭，歸榮耀給神 (14:1-20)

 
路司得和特庇遺蹟，右圖為今貌，Konya 土耳其第四大城。保羅在此召提摩太信主並門訓。

塞浦路斯往亞細亞的帕弗港 帕弗港的聖保羅教堂遺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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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宣道結束後，巴拿巴和保羅就從亞大利坐船回安提阿去分享宣道。

 

聖靈教保羅在安提阿教會門訓三年多，在這期間，耶城教會裁決了第一宗教會中猶太人和外邦人合一的

案件：不可難為那信從主的外邦人，只要他們禁戒偶像的污穢和姦淫，並勒死的牲畜和血就可。至於摩

西律法，只在猶太會堂裡誦讀和傳講，不必在教會照做。(15:14-21)  

 

主後49年春，聖靈再次帶領他起程為期四十個月的第二次宣道。後因聖靈禁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就想

北上，去庇推尼，聖靈卻不許。他們只得越過每西亞，下到特羅亞，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一個馬其

頓人求他過海來幫助在眾多神名中認識眞神救主，保羅就下去馬奇頓，開始了歐洲的宣教。

昔日的亞大利港(Antalya) 已成為土耳其的一主要郵輪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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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第二次去歐洲的宣道策略 (15-18)： 

§  免外邦人守律法 (15:1-35) 

§  爭論的同工避開 (15:36-41) 

§  培訓門徒作同工 (16:1-5) 

§  聽從聖靈的指引 (16:6-11) 

§  講唯獨基督救人 (16:12-23) 

§  認知天使的作為 (16:24-34) 

§  為福音與人和睦 (16:35-40) 

§  以查經勝過毀謗 (17:1-14) 

§  離譏誚主活的人 (17:15-34) 

§  尋回屬於主的人 (18:1-17) 

§  講基督堅固教會 (18:18-28) 

 

腓立比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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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和西拉在此坐監，半夜時唱詩讚美神，忽然地震開了監門，他們没逃卻告訴獄卒，

非各樣神名只有耶和華神才能救人，於是他及全家奉主名受洗得救。(16:12-23) 

保羅本可因他的羅馬籍據理力争這宛獄，甚至藉此大力的傳福音。但為了福音廣傳的時

機尚不成熟，他選擇和平的離去而促成了腓立比教會的建立，成為歐洲的第一間教會。 

 

隨後，他們來

到帖撒羅尼迦

。 

之前的宣道雖

多有引據經文

，但多在講主

復活的見証，

只因為人不認

識神所差的基

督反而害死他

。 

在此保羅接連

講解經文，陳

明基督必須受

害，乃是出於

神為了人的赦

罪，他從死裡

復活是神為了

定立律法終極

的義，他闡明

所傳與他們的

耶穌就是基督

。(17:1-14) 

希臘腓立比城，欧洲宣道的第一站 

希臘第二大城的帖撒羅尼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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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聖保羅教堂 

 
 
二人到了庇哩亞，就進入猶太人的會堂。(17:10-12) 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 

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 至今市中心還有紀念保羅在此傳道的紀念碑矗立。 

 
庇哩亞聖保羅紀念碑/聖徒路加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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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哩亞西邊一百英里外，Meteora，許多庇哩亞信主的門徒為了躲避奧土曼帝國的迫害基督教，在巨岩

上擴建十四世紀已有的修道院為東正教神學院，曾到24間，至今仍存六間分立在不同的巨岩上。 

 

譏誚主活的雅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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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保羅又被驅趕至雅典，他在市上見人就與他們辯論所拜的各樣神，甚末知的神。但因他們只是當

新聞聽聽而已，還譏誚主的復活，保羅便離去雅典，來到哥林多。(17:21-33) 主在異象中對保羅說： 

「不要怕，只管講，不要閉口，有我與你同在，必沒有人下手害你，因為在這城裡我有許多的百姓。」

保羅住了一年六個月，傳講神的道。(18:1-11)  

至於那些主所應許保羅的許多神子民，在他以後的書信中並没有提到，他們去了那裡？他們的哥林多教

會也沒有成為各教會的表率，反是問題多多，保羅更是要多次悲痛的教誨。然而，主的話並沒有落空，

哥林多前後書的教導，猶其對當今的各教會極為寶貴，而造就了許多祂的子民。 

 

主後53年，保羅從安提阿出發，展開第三次為期四年多的宣道，在推喇奴學院辯論並傳講眞道两年。 

哥林多古城 (Corinth, Turkey) 

哥林多運河/遺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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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第三次去以弗所的宣道策略(19-20)： 

§  啟導人耶穌是主基督 (19:1-7) 

§  在學院辯論傳主的道 (19:8-10) 

§  行大奇事叫人敬畏主 (19:11-20) 

§  不向暴動的群眾宣道 (19:24-41) 

§  牧養前次宣道的教會 (20:1-6) 

§  完成福音真理的銓釋 (20:1-3) 

§  顧念人聽道體力不支 (20:4-12) 

§  指證前有捆鎖與患難 (20:13-24) 

§  儆醒監督看守好教會 (20:25-38) 

 

 
以弗所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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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教導門徒宣道的策略 

 
 

 門徒外出宣道前的預工 (11-12):  

§  領導要先領受外邦的宣道 (11:1-18) 

§  宣道不分猶太人和外邦人 (11:19-24) 

§  稱跟隨主的門徒為基督徒 (11:25-26) 

§  要聽信預言並定意盡力行 (11:27-30) 

§  教會體驗切切相信的禱告 (12:1-16) 

§  大能的傳道要歸榮耀給神 (12:19-23) 

 第一次去亞細亞洲的宣道 (13-14): 

§  派教會差傳 (13:1-3) 

§  從家鄉開始 (13:4-5) 

§  破撒旦計謀 (13:6-12) 

§  進入內地去 (13:13-52) 

§  歸榮耀給神 (14:1-20)  

§  使人作門徒 (14:21-23) 

§  回教會分享 (14:24-28) 

 第二次去歐洲的宣道 (15-18): 

§  免外邦人守律法 (15:1-35) 

§  爭論的同工避開 (15:36-41) 

§  培訓門徒作同工 (16:1-5) 

§  聽從聖靈的指引 (16:6-11) 

§  講唯獨基督救人 (16:12-23) 

§  認知天使的作為 (16:24-34) 

§  為福音與人和睦 (16:35-40) 

§  以查經勝過毀謗 (17:1-14) 

§  離譏誚主活的人 (17:15-34) 

§  尋回屬於主的人 (18:1-17) 

§  講基督堅固教會 (18:18-28) 

 第三次去以弗所的宣道 (19-20)： 

§  啟導人耶穌是主基督 (19:1-7) 

§  在學院辯論傳主的道 (19:8-10) 

§  行大奇事叫人敬畏主 (19:11-20) 

§  不向暴動的群眾宣道 (19:24-41) 

§  牧養前次宣道的教會 (20:1-6) 

§  完成福音真理的銓釋 (20:3) 

§  顧念人聽道體力不支 (20:4-12) 

§  指證前有捆鎖與患難 (20:13-24) 

§  儆醒監督看守好教會 (20: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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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聖靈差保羅回耶路撒冷宣道 (21-23) 

十.聖靈教保羅宣道的至終策略 (23-24) 

最後，聖靈一路指証，帶領保羅回耶路撒冷宣道的至終策略：傳講對神對人無虧的良心 。(23:1，24:16) 

 

人對神因信稱義而有「無愧亅的良心，在神面前

行事為人問心無愧，便有「無虧」的良心。 

良心的「無愧」和「無虧」都基於主耶穌的赦罪

救恩，然而，「無虧」更在於合乎神的美善。 

無虧的良心就是常勉勵自己對神對人凡事問心無

愧，又清心的專一尋求神良善的良心。傳講「無

虧的良心」便是聖靈差遣保羅回耶路撒冷宣道的

至終策略。 

 

 

在回耶城前，保羅原本要從哥林多出海經敘利亞去，後因得知那裡的猶太人要阻擊謀害他，他便停於此

三個多月。回顧過去两年在以弗所推喇奴書院與各地文人哲士辯解主的道，保羅便寫下了這本七千多字

近百卷，又稱為基督教憲章的羅馬書，或有稱為講聖靈的第五本福音書，完成了真理的詮譯。(20:1-3) 

 

哥林多的出愛琴海港堅革哩(Cenchreae, Greece), 保羅託女執事非比(Phoebe)帶羅馬書在此出海去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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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囚禁的宣道  (第二四到二八章)   

十一.  聖靈帶保羅在羅馬宣道預工 (24-26)： 

§  上告凱撒而至羅馬行 (24:1-25:12) 

§  陳奏基督的救人歸神 (25:13-26:31) 

保羅為了向猶太人宣道，在聖靈的催促下，一路急行，死也在所不惜。聖靈帶他回到耶路撒冷後，面對

猶太人的公會審判，教他說的第一句話便是講他無愧的良心。(23:1) 在羅馬巡撫腓力斯前分辯耶城來的 

猶太人誣告他所傳講的異端，保羅説自己按著那道事奉猶太人的神，又相信律法和先知書所記載的一切

。並且也靠著神，盼望死人，無論善惡，都要復活，同他們一樣。接著，他强調他對神對人，勉勵自己

常存無虧的良心，以真誠的心靈和神的道敬拜祂 (24:14-16)。他再次提到良心喚醒猶太人，也喚起羅馬 

官府對神的敬畏。(24:16) 

 

 

希律王的後裔以東人亞基帕王和百尼基氏來到凱撒利亞為非斯都安審判保羅以寫下他稟告皇帝的陳奏。

保羅藉此傳講乎眾先知和摩西所說將來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須受害，並且因從死裡復活，要首先把光

明的道傳給百姓和外邦人。聽完保羅分訴後，非斯都大聲說：保羅，你癲狂了吧。你的學問太大，反叫

你癲狂了！保羅說：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癲狂，我說的乃是真實明白話。(26:24-25) 以東人亞基帕王也 

對保羅說：你想少微一勸，便叫我作基督徒啊！保羅說：無論是少勸是多勸，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

個人，就是今天一切聽我的，都要像我一樣信主耶穌，只是不要像我有這些鎖鍊。(26:28-29)  
 

保羅過去都是向庶民傳講，於今，他在凱撒利亞的監裡住了約三年之久，向羅馬官長及士兵傳福音。聖

靈就此預備了他在羅馬的宣道。最後，他被禮遇的上了鎖鍊，押上船航向羅馬，上告凱撒大帝。(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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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聖靈差保羅第四次宣道行傳 (27-28): 

 

§ 危難前領預言 (27:1-21 ) 

§ 危難時堅立人 (27:22-26) 

§ 危難中安慰人 (27:27-38) 

§ 危難後再啓程 (27:39-28:10) 

不同於前三次的宣道，聖靈帶領保羅在這次漫長又艱辛的一個月海上航程中，沒遭到猶太人或拜偶像的

攻擊，但有來自風和浪的打擊。聖靈以此船難教導門徒如何在日後宣道旅途中對付所遇到危難的策略。 

非斯都巡撫便交百夫長猶流將保羅連路加一行人及別的囚犯坐船往意大利去。航行日久，到了安全的克

里持佳澳時，正是猶太人的禁食的贖罪節。他們停了幾天才起航，保羅就勸眾人，這次行船危險，不但

貨物和船要大遭破壞，連他們的性命也難保。但百夫長信從船長，不信保羅在救贖節期間從聖靈所領受

的預言，他們不暸解這猶太人最重要節期的安息悔罪，也不避開初冬航海的危險，就出海往羅馬去。 

 

安全的佳澳港

港 

高大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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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船才出港不久，到歐洲最南端的高大島時，狂風就從北面來襲，船被風抓住，敵不住風，他們就

任風颳去。第二天眾人就把貨物拋在海裡。到第三天，他們又親手把船上的器具拋棄了。太陽和星辰多

日不顯露，又有狂風大浪催逼，我們得救的指望就都絕了。(27:22-20) 

眾人多日沒有吃甚麼，保羅就出來站在他們中間，說：眾位，你們本該聽我的話，不離開克里特，免得

遭這樣的傷損破壞。現在我還勸你們放心，你們的性命一個也不失喪，惟獨失喪這船。因我所屬所事奉

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邊，說：「保羅，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凱撒面前，並且與你同船的人，

神都賜給你了。」所以眾位可放心，我信神他怎樣對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只是我們必要撞在一個

島上，後人定名此島為聖保羅島。 (27:21-26)  

 

 
馬耳他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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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聖靈帶領保羅從監獄中宣道  (28) 

 

保羅到了羅馬後，在囚禁中繼續宣道；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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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與人和睦以傳講主 (28:16-22) 

§ 勸人信主得所賜救恩 (28:23-29) 

§ 自由宣道並牧養教會 (28: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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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囚在羅馬監獄的期間，他心繫過去宣道時，一路上所建立的各教會。從他們派人來探訪他之中，保羅先

後寫了歌羅西書，腓利門書，腓立比書及以弗所書，繼續牧養他們及其他眾教會。(28: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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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羅馬的囚禁中繼續宣道，四年後，主後68年，在捍衛主的道中殉道。 

 

保羅昔日向以弗所教會永別的話：「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

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典的福音。」(20:24) 於今，依舊回盪在跟隨主的基督徒心中，鼓勵

他們在宣道的使命上邁進。他們要在宣道上勝過自身的軟弱及撒旦的破壞以有效的傳掦主，就要用心吸

取保羅從聖靈所領受的全備宣道策略。而他們最後的至高宣道，則全在於呼應保羅憑基督救贖的寶血、

置生死於度外的一直證明並見証神恩典的福音，直到他再來。(1:11，啓12:1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