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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及進度表 
 

時間：(2012 年)      學季：成人主日學第季           地點：教會 
 

教師：高路                                           科目：使徒行傳 
 

課程目標： 
 
 
 
 
 

課程大綱： 
 
 
 
 
 
 
 
 
 
 
 
 
 
 
 
 
 
 
 
 
 
 
 

課本：聖經 

參考：David Pawson，新約縱覽；丁道爾，聖經註釋。 
 

 

1) 了解使徒行傳在聖經中的地位和意義。 

2) 了解使徒行傳的主題，主綫；重點。清楚傳福音的使命。 

3) 了解使徒行傳最重要的屬靈教導，認識聖靈的工作，了解建立教會的原則。 
 

           

              第一課：緒論－使徒行傳的主題，簡介，課程大綱介紹。 

          1, 耶路撒冷教會 

              第二課：聖靈降臨，講道醫治顯出能力（徒 1-3 章）。 

              第三課：遭遇抵擋，福音得勝建造教會（徒 4-6 章）。 

              第四課：遭受逼迫，門徒向外傳揚福音（徒 7-8 章）。 

              第五課：保羅歸主，福音傳出給外邦人（徒 9-10 章）。 

          2, 安提阿教會與外邦教會  

              第六課：順服聖靈，外邦教會得以興起（徒 11-12 章）。 

              第七課：差遣使徒，福音繼續廣傳萬族（徒 13-14 章）。 

              第八課：匡正真道，外邦教會得以興旺（徒 15-16 章）。 

              第九課：忍受逼迫，保羅繼續攻堅征戰（徒 17-18 章）。 

              第十課：堅固教會，真道挑戰需要堅守（徒 19-20 章）。 

          3, 保羅的生命見證  

              第十一課：保羅被捕，耶路撒冷城見證主（徒 21-23 章）。 

              第十二課：保羅申訴，外邦臣宰前見證主（徒 24-26 章）。 

              第十三課：押解羅馬，軍兵外族中見證主（徒 27-28 章）。 
 

 



緒論： 

1) 學習聖經的目的：提後 3:14-17 節；猶 20-21 

2) 學習聖經的方法：徒 17:11 節；林前 14:29 節 

3) 學習聖經的要訣：約一 2:27 節；彼後 3:17-18 
 
 

1, 使徒行傳，及在聖經中的地位： 

1) 使徒行傳的作者，寫作目的（路 1:1-4）。 

2) 四福音（成就）－使徒行傳（教會）－書信（建立）－啟示錄（審判） 

3) 三位一體真神的事工，聖靈的能力推動成就福音的大使命。 

4) 使徒、特別是使徒保羅屬靈權柄的建立，新約聖經根基的建立。 
 

3, 使徒行傳的主題與主綫： 

1) 主題：建立教會（見證福音、廣傳福音） 

2) 主線： 

(1) 耶路撒冷教會 

(2) 安提阿教會 

(3) 外邦教會 

(4) 使徒保羅的生命見證 
 

4, 特點： 

1) 路加所作的後書。 

2) 凸顯聖靈的工作。 

3) 耶路撒冷教會的建立。 

4) 安提阿教會的建立。 

5) 外邦教會的建立。 

6) 使徒保羅的生命見證。 
 

5, 思考問題： 
 

1) 使徒行傳是一卷歷史書嗎？ 

2) 如何認識聖靈在初代教會的工作？ 

3) 耶路撒冷教會建立的模式是什麽？可借鑒的地方是什麽？ 

4) 安提阿教會建立的模式是什麽？與耶路撒冷教會相同點和不同點在哪裡？ 

5) 為何路加用如此多的筆墨記錄保羅的事奉？ 
 

 
 
 
 
 
 



第二課：聖靈降臨，講道醫治顯出能力（徒 1-3 章） 
 
 

內容概述： 
 

        路加寫給提阿非羅，講述主耶穌藉著聖靈吩咐揀選使徒，應許聖靈洗的降臨，并告訴

他們必因此得著能力，在地上見證主。眾門徒聚集恆切禱告，選舉并抽籤立馬提亞代替猶

大失去的使徒位分。五旬節聖靈降臨，門徒講方言，彼得大有能力傳道，多人歸主。遵守

使徒的教訓，凡物公用，贊美神。彼得行大能的醫治，在聖殿中傳耶穌基督。         
 

內容大綱： 
 

1) 使徒清楚地見證耶穌的教訓、死與複活，以及耶穌應許的聖靈降臨（徒 1:1-11） 

2) 使徒們與門徒聚集，同心恆切禱告；選舉搖籤馬提亞代替猶大位分（徒 1:12-26） 

3) 五旬節聖靈降臨，門徒受感用各國返鄉猶太人的方言講說神的作為（徒 2:1-13） 

4) 彼得講道，引用先知預言見證耶穌是大衛的後裔，是複活的主基督（徒 2:14-36） 

5) 眾人聽道扎心，領受彼得所傳得救之道，受洗成為門徒，凡物公用（徒 2:37-47） 

6) 彼得約翰聖殿醫治瘸腿，見證主，所羅門廊下講道，勸人悔改歸主（徒 3:1-26） 
 

思考問題： 
 

1) 門徒已經清楚地聽見主耶穌的大使命，為何還要等聖靈降臨才去傳道？ 

2) 聖靈尚未降臨以前，門徒聚集在一起的禱告有意義嗎？ 

3) 聖靈降臨的時候，許多門徒被聖靈充滿講方言，這是聖靈重生的標誌嗎？ 

4) 彼得講道中提到很多舊約聖經預言的應驗，法利賽人和文士為何看不到？ 

5) 聽道的人覺得扎心而信主，和當初聽主耶穌講道多人相信有何不同？ 
 

本課總結： 
 

        主耶穌死里復活以後，升天之前應許門徒要受聖靈的洗，也會因此得到能力見證主。

眾門徒就同心恆切禱告，并處理了猶大的問題來預備自己。五旬節聖靈降臨，賜給門徒能

以講方言作為見證，彼得大得能力傳講耶穌基督，三千人被道觸動而信主。并遵行使徒教

導成為門徒，凡物公用，有美好見證。彼得則繼續以醫治大能傳講基督。      
          

應用迴響： 
 

1) 知道救恩的（            ）很重要，擁有聖靈的（              ）更重要。 

2) 經歷聖靈的能力需要（            ），經歷禱告的能力需要（             ）。 

3) 聖靈充滿的目的之一是方言，聖靈充滿的惟一目的是（            ）。 

4) 靠頭腦可以知道聖經的字義，靠聖靈才能明白聖經的（            ）。 

5) 人可以影響人的（             ），聖靈可以更新人的（             ）。 
 



第三課：遭遇抵擋，福音得勝建造教會（徒 4-6 章） 
 
 

內容概述： 
 

        使徒對百姓傳道受到官府逼迫關押，仍然多人歸主。他們放膽講道，用神跡見證耶穌

基督，教會繼續興旺，許多人變賣奉獻家財。亞拿尼亞和撒腓拉也變賣田產，但夸大奉獻

被神擊殺，教會更加降伏神的權柄。使徒再次被抓，但被主的使者釋放，更加放膽傳道。

使徒醒悟忽略了祈禱傳道本份，設立執事使教會更興旺。執事司提反被抓。          
 

內容大綱： 
 

1) 使徒傳道被抓卻有更多人信主，他們放膽見證主，以神跡為道見證（徒 4:1-22） 

2) 眾門徒見證主的能力，不怕恐嚇，被聖靈充滿放膽傳道，甘心奉獻（徒 4:23-37） 

3) 門徒中有人愛慕虛名欺哄聖靈，被使徒識破，被神擊殺，彰顯大能（徒 5:1-16） 

4) 門徒受到逼迫被抓，被主的使者奇妙釋放，門徒繼續放膽傳講福音（徒 5:17-42） 

5) 使徒醒悟忽略了祈禱傳道本份，設立執事使教會更興旺，逼迫再臨（徒 6:1-15） 
 

思考問題： 
 

1) 使徒因傳講福音被抓，為何還有很多人信他們所傳的道？ 

2) 很多人信主後賣掉自己的田產房屋賣給教會公用，是否太極端？ 

3) 亞拿尼亞和撒腓拉欺哄聖靈被擊殺，他們是否仍然會得到救恩？ 

4) 主的使者有大能救被抓坐牢的使徒們出來，為何不禁止他們被抓？ 

5) 使徒醒悟忽略了祈禱傳道的本份，為何連使徒都會犯這樣的錯誤？ 
 

本課總結： 
 

        福音興旺的結果是遭受逼迫，使徒卻更加有膽量傳講耶穌基督，以神跡見證主。教會

更加興旺，許多人變賣家產與其他信徒共享。教會開始出現內部問題，有信徒為得名聲作

假，被彼得識破是欺哄聖靈而被神擊殺。使徒繼續遭受更大逼迫，神則差派使者拯救。教

會興旺令使徒忽略祈禱傳道本份，醒悟後設立執事得解決，卻又面臨更大的挑戰。 
          

應用迴響： 
 

1) 信仰真道（            ）地上的逼迫，信仰真道（             ）地上的逼迫。 

2) 奉獻金錢是信心的（             ），奉獻金錢是信心的（                                ）。 

3) 得到聖靈感動是救恩的（            ），順從聖靈感動是救恩的（               ）。 

4) 為主受逼迫是信仰的（            ），為主受逼迫是信仰的（               ）。 

5) 教會要關心信徒的生活，教會要關心信徒的（                ）。 
 
 



第四課：遭受逼迫，門徒向外傳揚福音（徒 7-8 章） 
 
 

內容概述： 
 

        司提反傳道大有能力，受到猶太人誣告。他在公會中以舊約的歷史講述以色列人一直

不能接受的教訓，就是蒙神的厚恩卻一直誖逆神，殘害眾先知，并殺了主耶穌。猶太人惱

怒他，用石頭打死被開眼見到神榮耀的司提反。門徒被逐出各處去傳道，腓利帶領撒瑪利

亞人信主，使徒以聖靈降下跟進。腓利為埃塞俄比亞太監施洗，并繼續傳道。       
 

內容大綱： 
 

1) 司提反大有講道能力，以色列人設假見證的陷害，被抓去公會受審（徒 6:8-15） 

2) 司提反回顧歷史，指出猶太人雖滿得耶和華恩典，卻常誖逆抵擋神（徒 7:1-53） 

3) 猶太人惱怒，司提反被聖靈充滿見證神的榮耀，被眾人用石頭打死（徒 7:54-8:3） 

4) 門徒四散傳道，腓利帶撒瑪利亞人信主，使徒去看望按手聖靈降下（徒 8:4-25） 

5) 腓利受主使者差遣，帶領埃塞俄比亞太監受洗，聖靈繼續使用腓利（徒 8:26-40） 
 

思考問題： 
 

1) 司提反傳講福音，眾人因抵擋不住就用假見證，是否僅僅是方法不當？ 

2) 司提反以執事的身份傳福音，聖經為何記錄如此長的篇幅甚至超過了使徒？ 

3) 司提反正當年青有為就被人打死，聖靈為何允許教會遭受如此大的虧損？ 

4) 行邪術的西門花錢買神的恩賜是錯的，是否他願意得到恩賜的心是對的？ 

5) 腓利受聖靈差遣去傳福音，信徒不傳福音是否因為沒有聖靈的差遣？ 
 

本課總結： 
  

        耶路撒冷教會大大興旺，但是福音的腳步卻沒有邁出去。神允許教會受逼迫，以至於

司提反殉道，門徒被驅散才去各地傳道。腓利被聖靈使用帶領撒瑪利亞人歸主，使徒跟進

按手有聖靈的澆灌，并處理了想要賜聖靈恩賜，卻心術不正的信徒。聖靈繼續彰顯自己的

主權，差遣腓利傳福音給外邦人太監，并繼續帶領腓利去亞鎖都各城傳道。 
          

應用迴響： 
 

1) 符合（           ）的方法能夠傳揚福音，違背真理的方法能夠（             ）福音。 

2) 透過舊約的歷史認識神的（            ），透過舊約的歷史認識人的（             ）。 

3) 個人蒙召要完成（           ）的使命，個人蒙召要完成（             ）的使命。 

4) 信徒侍奉神未必要有大恩賜，信徒侍奉神必須要有（                            ）。 

5) 聖靈藉使徒按手是建立使徒的權柄，聖靈藉使徒按手是建立（            ）的權柄。 
 
 



第五課：順服聖靈，外邦教會得以興起（徒 9-10 章） 
 
 

內容概述： 
 

        掃羅追殺基督徒，大馬色路上被耶穌光照而瞎眼，得亞拿尼亞按手複明，受洗歸主。

傳耶穌大有能力，引發猶太人的謀害而逃離，最后返回大數。眾教會得建立，彼得巡迴傳

道，聖靈差遣他去敬虔行善的百夫長家傳道，聖靈降臨，彼得為他們施洗歸主。          
 

內容大綱： 
 

1) 掃羅被耶穌光照瞎眼，亞拿尼亞被差遣醫治，受洗歸主被聖靈充滿（徒 9:1-19） 

2) 掃羅傳道有力，在大馬士革被追殺，在耶路撒冷被謀害，返回大數（徒 9:20-30） 

3) 猶太、撒瑪利亞眾教會被建立；彼得巡迴醫治癱瘓，禱告多加複活（徒 9:31-43） 

4) 哥尼流蒙神指示邀請彼得，彼得得神啓示潔淨之道、哥尼流家傳道（徒 10:1-33） 

5) 彼得開口講道、頌贊神，傳耶穌基督得福音、聖靈降下，彼得施洗（徒 10:34-48） 
 

思考問題： 
 

1) 掃羅被耶穌直接光照瞎眼，為何要藉著亞拿尼亞按手才得看見？ 

2) 掃羅剛剛受洗歸主傳道就大有能力，是否在中國信徒也可以同樣表現？ 

3) 那時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教會得平安，被建立，原因何在？ 

4) 哥尼流因為敬虔行善蒙神悅納得賜福音，是否行善的人都可以得救？ 

5) 聖靈指示彼得去哥尼流家傳道，為何之前要一連三次用異象？ 

6) 聖靈常常藉著使徒按手賜下，為何在哥尼流家卻自己先降下？ 
 

本課總結： 
  

        主耶穌親自揀選為律法熱心，竭力迫害基督徒的掃羅成為使徒。他傳道大有能力，引

發猶太人要謀害他，使他從大馬士革去耶路撒冷會見門徒，又被謀害就返回大數。同時，

遭逼迫散居各地的門徒傳道，猶太、撒瑪利亞眾教會得建立。彼得開始巡迴傳道，大有能

力，帶領哥尼流一家歸主，為主揀選的外邦人使徒掃羅做預備。     
          

應用迴響： 
 

1) 屬神的要有從（            ）來的認可，屬神的要有從（               ）來的認可。 

2) 事奉主要有（            ）的感動，事奉主要有（                ）的根基。 

3) 堅固的教會（           ）傳福音，傳福音的教會（                ）堅固。 

4) 良心的行善會有（             ）的報償，良心的行善沒有（             ）的工價。 

5) 聖靈用（             ）來指示事工，聖靈用（              ）來指示事工。 

6) 聖靈藉使徒降下堅固使徒的權柄，聖靈親自降下彰顯（             ）的權柄。 
 



第六課：順服聖靈，外邦教會得以興起（徒 11-12 章） 
 
 

內容概述： 
 

        彼得以聖靈的旨意回應猶太信徒對哥尼流事件的質疑，安提阿也有希腊人歸主，巴拿

巴被耶路撒冷教會差遣去建立教會。巴拿巴侍奉大有果效，并邀請掃羅幫助建立教會，安

提阿教會也捐助遭遇饑荒的猶太信徒。希律王迫害教會，殺了雅各，監禁彼得。彼得被神

的使者救出，并擊殺了希律王。教會日漸興旺，福音繼續被廣傳。         
 

內容大綱： 
 

1) 彼得以聖靈的工作回應奉割禮之人，猶太信徒認識到救恩的普世性（徒 11:1-18） 

2) 安提阿的希腊人歸主，巴拿巴被差去幫助，他找保羅協助堅立教會（徒 11:19-26） 

3) 猶太信徒先知預言饑荒，安提阿教會捐助猶太信徒，托巴拿巴掃羅（徒 11:27-30） 

4) 希律迫害教會，殺了雅各；監禁彼得預備殺戮，卻被天使夜間救出（徒 12:1-19） 

5) 希律狂妄之稱為神，被神懲治死亡。福音日見興旺，使徒繼續傳道（徒 12:20-25） 
 

思考問題： 
 

1) 彼得為主親自揀選為首的使徒，為何用解釋回應信徒的質疑？ 

2) 巴拿巴堅立安提阿教會已經很有果效，為何還要去大數請掃羅？ 

3) 安提阿教會資助遭遇饑荒的猶太信徒，對當今的教會是否有意義？ 

4) 上帝可以將彼得從監牢裡救出，卻為何容許使徒雅各被殺？ 

5) 神的道為何在希律逼迫下的興旺，和成功神學教會的興旺有何不同？ 
 

本課總結： 
 

        聖靈透過哥尼流的信主，教導猶太信徒福音的普世性，同時使用散去安提阿的信徒使

希腊人信從福音。耶路撒冷教會順服主，差遣巴拿巴去建立教會，巴拿巴也邀請掃羅幫助

外邦人紮根福音真道。外邦人教會在饑荒中捐助猶太信徒，使眾教會在基督裡互為肢體。

希律王逼迫猶太教會，被神擊殺，教會日漸興旺，門徒也繼續福音的大使命。      
          

應用迴響： 
 

1) 屬靈權柄有來自（          ）的印證，屬靈權柄有來自（                ）的印證。 

2) 教會需要巴拿巴的（               ）服事，教會需要保羅的（               ）服事。 

3) 教會既是基督的（              ），教會也是基督的（              ）。 

4) 上帝的拯救體現在（               ），上帝的拯救體現在（                ）。 

5) 安舒環境的教會（             ）真興旺，逼迫環境的教會（               ）真興旺。 
 
 



第七課：差遣使徒，福音繼續廣傳萬族（徒 13-14 章） 
 
 

內容概述： 
 

        安提阿教會領袖領首聖靈的啓示，差派巴拿巴和掃羅出去傳道，他們在外邦地區施行

神的能力、神跡奇事，傳道領人歸主。在多個地區建立猶太信徒，和外邦人信徒，影響力

日益擴大，也遭到來自一些猶太人的嫉妒和逼迫。他們因此輾轉幾個城市，繼續傳道，繼

續建立信徒，也受到更嚴重的逼迫。最后回到安提阿教會，分享福音在各地的成效。          
 

內容大綱： 
 

1) 聖靈昭示領袖差巴拿巴掃羅去傳道，塞浦路斯以神大能領人歸主（徒 13:1-12） 

2) 使徒在彼西底安提阿會堂裡傳道，猶太人和敬虔入教的多有歸主（徒 13:13-43） 

3) 使徒影響力擴大，猶太人嫉妒并抵擋，使徒轉向外邦使多人歸主（徒 13:44-52） 

4) 使徒在以哥念會堂裡傳道，猶太、希腊多人歸主，卻受逼迫離開（徒 14:1-7） 

5) 使徒在路司得行神跡傳道，保羅被石頭打；轉特庇傳道返安提阿（徒 14:8-28） 
 

思考問題： 
 

1) 教會差派巴拿巴和保羅出去傳道，為何只因幾個人的禱告，而非會眾投票？ 

2) 保羅以舊約的背景向猶太人傳道，為何有人信，有人不信？ 

3) 猶太人棄絕福音而得不到永生，是否他們根本沒有得永生的可能？ 

4) 使徒受逼迫離開傳福音的工場，是否不肯為福音受苦，或害怕殉道？ 

5) 保羅行神跡被外邦人獻祭，為何不順水推舟，而攔阻他們反招致逼迫？ 
 

本課總結： 
  

        差傳的事工首次在外邦教會開始，順服聖靈差派最有力的使徒出去，就繼續成就主的

大使命。很多外邦地區的猶太人歸主，很多外邦人成為信徒，雖然遭到一些猶太人的逼

迫，卻有更多的外邦人歸主。使徒繼續廣傳福音，也繼續遭受更嚴厲的逼迫。但是使徒靠

主堅定將福音推進，堅固各地信徒，并返回差傳的安提阿教會，共數主恩。     
          

應用迴響： 
 

1) 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聖靈的感動，（             ）的基督徒敏感聖靈的感動。 

2) 猶太背景可以幫助更清楚福音，（                          ）可以攔阻接受福音。 

3) 預定得永生的人（             ）回應福音，預定得永生的人（               ）回應福音。 

4) 為主忍受逼迫是為了福音，為主逃離逼迫是為了（               ）。 

5) 忠於福音真道撒旦必逼迫，忠於福音真道（             ）必作工。 
 
 



第八課：匡正真道，外邦教會得以興旺（徒 15-16 章） 
 
 

內容概述： 
 

        猶太信徒傳割禮，保羅巴拿巴反駁，并去耶路撒冷由眾使徒裁定，彼得和雅各定案。

寫信安慰被攪擾的外邦信徒，教會大得興旺。保羅和巴拿巴因為馬可意見不合而分開侍

奉，保羅帶領西拉回應馬其頓異象，領呂底亞一家歸主。腓立比傳道被打、被囚，獄中經

歷神跡，令禁卒一家歸主，最終平安離開腓立比，并勸慰當地信徒，再去傳道。          
 

內容大綱： 
 

1) 保羅、巴拿巴反駁猶太信徒教訓行割禮，耶路撒冷使徒仲裁真道（徒 15:1-21） 

2) 保羅巴拿巴受耶路撒冷托信給外邦信徒，得真道建造教會更興旺（徒 15:22-35） 

3) 保羅巴拿巴在同工上意見相左分開侍奉，保羅選新同工興旺教會（徒 15:36-16:5） 

4) 保羅得聖靈矯正被差遣去馬其頓，帶領呂底亞全家歸主投入侍奉（徒 16:6-15） 

5) 保羅腓立比傳道趕鬼激怒眾人被囚，經歷神跡領禁卒歸主出監牢（徒 16:16-40） 
 

思考問題： 
 

1) 割禮教訓的仲裁來自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今天的教義爭議由誰裁定？ 

2) 為何一個割禮的教訓令保羅和巴拿巴大大爭辯？是因為他們不包容嗎？ 

3) 保羅和巴拿巴因為馬可而意見不合，以至於分開，到底是誰錯了？ 

4) 保羅是被聖靈充滿的人，為何經過聖靈的兩次攔阻才看見馬其頓異響？ 

5) 保羅在腓立比經歷鬼附使女的攪擾，為何容忍了多日才把鬼趕出去？ 

6) 保羅和西拉被打傷投入監牢，為何還半夜唱詩？是苦中作樂嗎？ 
 

本課總結： 
  

        暴力的逼迫反而使教會興旺，撒但用更厲害的手段，福音真道上的破壞。保羅和巴拿

巴警醒到這一點，嚴厲反駁傳割禮的猶太信徒，於耶路撒冷教會仲裁，由使徒彼得和雅各

裁定持守正道，外邦教會就更得興旺。保羅和巴拿巴面對同工關係的挑戰，因意見不合分

開，但聖靈繼續帶領使徒保羅和新同工，在逼迫中繼續興旺福音。     
          

應用迴響： 
 

1) 初代教會的教義由使徒裁定，今天教會的教義由（                        ）裁定。 

2) 信心大小的事情（             ）包容，信心根基的事情（             ）包容。 

3) 聖靈（          ）使徒有絕對的權柄，聖靈（           ）使徒有絕對的權柄。 

4) 信仰的印證不是來自於鬼靈，信仰的印證是來自於（                  ）。 

5) 屬天的喜樂體現在得主賜福上，屬天的喜樂體現在為主（                ）上。 
 



第九課：忍受逼迫，保羅繼續攻堅征戰（徒 17-18 章） 
 
 

內容概述： 
  

        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傳道，有果效，也受猶太人逼迫。轉去庇哩亞果效很好，卻再受帖

撒羅尼迦猶太人跟蹤逼迫。再轉去雅典，遭遇本地人對福音的冷漠，少數人歸主。去到歌

林多，猶太人拒絕福音，外邦人卻多人歸主。隨後去各地循環看望教會，堅固信徒。同

時，有才能的猶太人亞波羅興起，熱心、謙卑，對猶太人傳道大有能力。         
 

內容大綱： 
 

1) 保羅帖撒羅尼迦傳道領人歸主，去庇哩亞更多猶太和希腊人信道（徒 17:1-15） 

2) 保羅對雅典人傳道，剖析希腊哲學和異神，多人拒絕、少人歸主（徒 17:16-34） 

3) 保羅歌林多遇亞居拉及同工，傳道，猶太人拒絕，外邦多人歸主（徒 18:1-17） 

4) 保羅偕百基拉、亞居拉去敘利亞，以弗所傳道，巡迴堅固眾門徒（徒 18:18-23） 

5) 亞波羅有學問、火熱傳講耶穌，真道不足，得同工補助更有能力（徒 18:24-28） 
 

思考問題： 
 

1) 保羅傳道的內容和努力相同，為何庇哩亞比帖撒羅尼迦更多人信主？ 

2) 保羅在雅典傳道，適切地針對雅典人的問題，為何信主的人很少？ 

3) 保羅被稱為外邦人的使徒，為何常常先入會堂傳道，然後再轉去外邦人？ 

4) 保羅在以弗所傳道很得接納，眾人輓留他，他為何還要離開？ 

5) 亞波羅是一個大有學問的人，為何要聽織帳篷信徒的講解？ 
 

本課總結： 
 

        保羅繼續在馬其頓推進福音，在帖撒羅尼迦有果效但是遭到逼迫，轉去庇哩亞有果

效，繼續被帖撒羅尼迦猶太人跟進逼迫。然後再轉去歐洲的雅典，當地對福音反應很小，

不多人信主。再去歌林多，遭到猶太人抵擋，卻有很多外邦人歸主，隨後巡迴各地堅固信

徒。神興起猶太信徒亞波羅，大有學問能力，且謙卑受教，對猶太人傳道極有能力。      
          

應用迴響： 
 

1) 信徒在教會聽道很重要，信徒在家裡（              ）也重要。 

2) 外邦背景受律法（             ）的攔阻少，外邦背景受律法（            ）的開啓少。 

3) 救恩從（                 ）出來先恩澤猶太，救恩從（               ）而來會恩澤萬邦。 

4) 有果效的侍奉會引來慰留，有（                ）的侍奉不止於慰留。 

5) 有才能無謙卑（              ）長進，有才能有謙卑（                 ）長進。 
 
 



第十課：堅固教會，真道挑戰需要堅守（徒 19-20 章） 
 
 

內容概述： 
  

        使徒保羅在以弗所糾正信徒的不足，為他們按手領受聖靈的洗。以真理講道，以大能

行趕鬼神跡，使當地信徒順服真道。不信的以弗所人因為利益受損，挑動眾人迫害保羅，

信徒保護他得以脫離。他從希腊經馬其頓巡迴堅固教會，在特羅亞講道、使死人複活。勸

勉以弗所教會眾長老，要堅固真道，專心事主，抵禦必來的破壞。         
 

內容大綱： 
 

1) 保羅更正以弗所信徒僅受悔改洗，按手聖靈降下，以道駁抵擋者（徒 19:1-10） 

2) 保羅有大能行神跡，猶太人仿效反被鬼勝，主名尊大、主道興旺（徒 19:11-20） 

3) 銀匠用利益挑起反對，同工被抓，保羅奮勇被門徒保護直至亂定（徒 19:21-41） 

4) 保羅勸勉門徒後繼續巡迴講道，被謀害，顯能力；趕回耶路撒冷（徒 20:1-16） 

5) 保羅臨別勸勉以弗所長老，要建基真道，警醒誖逆，忠心服事主（徒 20:17-38） 
 

思考問題： 
 

1) 以弗所信徒不知道是否受了聖靈，當今的基督徒如何知道受了聖靈？ 

2) 保羅在以弗行大能神跡醫治、趕鬼，效果很好，為何在雅典沒有如此？ 

3) 門徒不許保羅被以弗所動亂者抓，為何卻容許他去耶路撒冷被抓？ 

4) 保羅在特羅亞整夜講道直到第二天早晨，是否不太照顧信徒的身體？ 

5) 保羅告訴以弗所長老不承擔任何人死亡的罪，是否在強調神的主權？ 
 

本課總結： 
 

        聖靈賜給使徒保羅按手的權柄顯現在外邦信徒當中，同時肯定了他教導真道的權柄，

并透過趕鬼確立他的屬靈權柄，肯定了保羅作為外邦人使徒的身份。同時，保羅也受到撒

但挑動的逼迫，但他得以安然脫離。保羅再次巡迴布道，以真道和異能堅固各教會。在對

以弗所眾長老的囑托中，警誡他們要以神的道來抵擋將要來臨的教會破壞。      
          

應用迴響： 
 

1) 領受聖靈來自使徒的按手，領受聖靈來自（                ）的應許。 

2) 靠聖靈用神跡對付邪靈的（              ），靠聖靈用智慧對付邪靈的（             ）。 

3) 聖徒出於（            ）的犧牲要珍愛，聖徒出於（                   ）的犧牲要順服。 

4) 福音道理的開端很（               ），福音道理的完全很（                ）。 

5) 忠心的傳道者向人（               ），忠心的傳道者向神（                ）。 
 
 



第十一課：保羅被捕，耶路撒冷城見證主（徒 21-23 章） 
 
 

內容概述： 
 

        使徒保羅要趕回耶路撒冷，門徒得到聖靈感動他即將遭難而攔阻他。保羅堅定地回

去，并與門徒彼此分享神在外邦、和猶太人的奇妙作為。為了解決猶太人對保羅的敵對，

門徒建議保羅去聖殿行禮儀，卻因此遭猶太人迫害，被羅馬人逮捕。保羅對猶太眾人分述

信耶穌的經歷，遭到猶太人抵擋，被公會逼迫，被設計殺害，被押解去凱撒利亞。          
 

內容大綱： 
 

1) 保羅去耶路撒冷，門徒、説預言的姊妹、先知攔住，仍遵主前行（徒 21:1-16） 

2) 門徒接待保羅共敘神恩，勸遵行聖殿禮儀以證清白，反被害坐牢（徒 21:17-40） 

3) 保羅講述生命改變見證，被主光照悔改，領受神差遣作外邦使徒（徒 22:1-21） 

4) 猶太眾人抵擋，保羅以羅馬籍身份免去拷打，押解面對公會審問（徒 22:22-30） 

5) 保羅公會遭害，藉法利賽撒都該爭論解脫，被主堅固指示去羅馬（徒 23:1-11） 

6) 猶太人設計謀殺保羅被識破，羅馬兵押解去凱撒利亞受外邦審問（徒 23:12-35） 
 

思考問題： 
 

1) 聖靈感動門徒保羅將遭難并攔阻，保羅卻執意去，是否不遵行神旨意？ 

2) 保羅為何聽從耶路撒冷門徒安排他遵行聖殿禮儀，造成他遭難被捕？ 

3) 保羅被捕後要求在猶太眾人面前分述，是否要獲得諒解而得到釋放？ 

4) 主夜間對保羅説，讓他放心，卻為何不把保羅解救出來？ 

5) 如果保羅的外甥沒聽到猶太人的謀殺計划，保羅是否就被殺了？ 
 

本課總結： 
 

        使徒保羅既有對神全然地回應，也清楚聖靈的感動，明知遭難也回到耶路撒冷。耶路

撒冷的門徒顧慮猶太人對保羅的敵對，試圖透過聖殿禮儀來輓回，反而使保羅受害被捕。

保羅抓住時機對眾猶太人見證福音，并得主鼓勵和啓示，會以囚犯的身份赴羅馬的傳道。

接著粉碎猶太人謀殺的計謀，被押解去凱撒利亞，向羅馬方嚮前進。      
          

應用迴響： 
 

1) 聖靈感動知道事實很好，聖靈感動知道（               ）更好。 

2) 俯就他人自己可能會（               ），俯就他人別人可以得（                ）。 

3) 基督徒順境的時候傳福音，基督徒逆境的時候（                    ）。 

4) 基督徒因主的（            ）付代價，基督徒照主的（                 ）付代價。 

5) 主以大能的方式帶領門徒傳道，主以（            ）的方式帶領門徒傳道。 
 



第十二課：保羅申訴，外邦臣宰前見證主（徒 24-26 章） 
 
 

內容概述： 
 

        保羅在外邦法庭受猶太公會控告，他為自己辯護，描述自己所傳講的救恩之道。總督

了解此道卻不能信，為討好猶太人續押保羅。保羅受新總督提審，上告凱撒脫離猶太人的

謀殺，在告他的猶太人、和審問他亞基帕王和貴冑前見證福音。    
 

內容大綱： 
 

1) 猶太公會控告保羅，保羅為自己申辯見證主道未被定罪，稍得恩待（徒 24:1-23） 

2) 總督聽保羅講道，雖覺恐懼卻未能信道，心存貪心、繼續監押保羅（徒 24:24-27） 

3) 新總督到任，猶太人再設計謀殺，保羅申告凱撒，被王侯權貴提審（徒 25:1-27） 

4) 保羅藉申訴機會，繼續見證福音，向提審他的分封王與眾貴冑傳道（徒 26:1-18） 

5) 保羅傳講福音的普世性，被眾先知預言的福音，遭到亞基帕的拒絕（徒 26:19-32） 
 

思考問題： 
 

1) 腓力斯詳細曉得保羅所傳的道理，為何他自己卻不信？ 

2) 保羅受總督之邀，為何講使他恐懼的嚴厲話，而不講叫他舒服的話？ 

3) 新總督明知保羅無罪，卻為何仍然把他留在監牢裡？ 

4) 保羅受審仍傳福音、常受到抵擋，是否因為坐牢不能見證福音的好處？ 

5) 亞基帕説保羅若沒有上告凱撒就可以釋放，保羅的上告是否失策？ 
 

本課總結： 
  

        使徒保羅一方面抵禦公會的控告，粉碎猶太人的謀殺歧途，鋪墊了安全去羅馬傳道的

行程。另一個方面有機會可以在猶太人公會領袖面前傳福音，和外邦掌管政權的人、以及

貴冑面前傳福音。上告凱撒實踐了上帝的福音要傳給天下萬人，彰顯了神無限的大礙；也

見證了那些掌權的、貴冑對福音的抵擋，成為接受將來末日上帝公義審判的證據。     
          

應用迴響： 
 

1) 聽到福音的道理（              ）信，珍惜福音的道理（                ）信。 

2) 享受福音的好處未必真信，領受福音的（               ）才會真信。 

3) 世人的良心知道公義的標準，世人的（               ）背離公義的標準。 

4) 基督徒珍惜自己得到福音，基督徒（                ）別人得到福音。 

5) 神解救人的捆索使門徒傳福音，神（                ）人的捆索使門徒傳福音。 
 
 
 



第十三課：押解羅馬，軍兵外族中見證主（徒 27-28 章） 
 
 

內容概述： 
 

        百夫長押解保羅和眾囚犯乘船去意大利，因他不聽從保羅預言的危險，聽從掌船的而

遭遇風暴。保羅再次預言，百夫長聽從，全船得救在馬耳他島上。保羅行不被蛇傷的神

跡，醫治病人，得土人款待送行。到達意大利得見弟兄，并取得猶太人領袖的諒解。又得

兵丁特別恩待，可以接見眾人，自由傳道，兩年之久沒有人禁止。          
 

內容大綱： 
 

1) 百夫長押解保羅和囚犯乘船，保羅預言危險，他信從掌船和船主（徒 27:1-12） 

2) 船稍經順利既遭遇暴風，保羅再次預言，百夫長信從眾人都得救（徒 27:13-44） 

3) 得救地方保羅顯現神跡，受到當地人款待，醫治病人，尊敬供給（徒 28:1-10） 

4) 保羅被押解順利到達羅馬，得到門徒接待，獲得猶太人首領諒解（徒 28:11-22） 

5) 保羅在羅馬傳道，猶太人有相信，有不信的，他繼續向眾人傳道（徒 28:23-31） 
 

思考問題： 
 

1) 聖靈指示保羅將遇到危險，為何不用大能轉動百夫長的心讓他相信？ 

2) 眾人雖然得救了，保羅也因風暴受了一些苦，是否有些無謂？ 

3) 在馬耳他島上保羅行神跡和醫治，為何沒記錄他傳福音？ 

4) 保羅被押解至羅馬，為何要向猶太人首領作解釋的工作？ 

5) 為何保羅在羅馬受到兵丁特別好的待遇，還可以自由傳道？ 
 

本課總結： 
 

        聖靈要保羅指出行船的危險，藉著百夫長的不信建立保羅的威信。聖靈再藉著馬耳他

島的神跡和醫治，在百夫長面前又建立保羅的聲望。以至於保羅來到羅馬受到兵丁的特別

恩待，使保羅可以自由地與各樣的人接觸，順暢地傳講福音。如此成就了聖靈先前給保羅

的啓示，也成就了主耶穌對保羅的托付，和對教會的托付，在各處見證福音。      
          

應用迴響： 
 

1) 人靠頭腦有經驗的看見，人靠聖靈有（               ）的看見。 

2) 神旨意外的受苦是無謂，神旨意內的受苦是（                ）。 

3) 傳福音要有救人的急迫性，傳福音有（               ）的策略性。 

4) 傳福音要清除敵意的障礙，傳福音要防止（               ）的心態。 

5) 傳福音是保羅的使命，傳福音是（                  ）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