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使徒行傳 
 
目標： 
 
完成本章，你應能夠： 
 說出使徒行傳的作者。 
 指出使徒行傳的受書人。 
 舉出使徒行傳的目的。 
 默寫使徒行傳的鑰節。 
 列出使徒行傳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引言 

 
作者：路加 
 
對象：所有信徒，雖然特別是給提阿非羅的。  
 
目的：這卷聖經是關於耶穌升天以後，藉著祂的屬靈的身體，就是教會所作的事

和作的教導。 
 
鑰節：一 8 
 
生活和事奉原則：有方向的能力乃是聖靈真實的憑據：有能力作見證，把福音傳

遍整個世界。 
 
主要人物：約翰、彼得、保羅、西拉、巴拿巴、約翰馬可、腓利、司提反、亞拿

尼亞和撒非喇、多加、哥尼流、腓力斯、亞基帕。 
 

大綱 
 
（本大綱乃按主在徒一 8頒下的命令寫成。這命令是要把福音從耶路撒冷傳到猶
大、撒瑪利亞，以至地極。） 
 
壹、 引言：一 1－2 
 甲、 致：提阿非羅：一 1 



乙、 事項：耶穌升天以後藉祂屬靈的身體──教會──所行所教訓 
的：一 1－2 

 
弍、 耶穌復活後的事奉：一 3 
 甲、 為期：四十天：一 3 
 乙、 目的：憑據：一 3 
 丙、 信息：上帝的國：一 3 
 
叁、 耶穌見門徒最後一面：一 4－8 
 甲、 給門徒的命令：一 4－5 
 乙、 門徒的問題：一 6 
 丙、 給門徒的提醒：一 7 
 丁、 差遣門徒：一 8 
 
肆、 耶穌升到天上：一 9－11 
 甲、 升天的情形：一 9 
 乙、 宣告第二次降臨：一 10－11 

 
第一部份：在耶路撒冷組織見證人 徒一 12－二４ 

 
壹、 組織見證人：一 12－二 4 
 甲、 基督的門徒在耶路撒冷等候：一 12－26 
  一、 門徒聚集：一 12－15 

a. 聚集的地方：一 12－13 
b. 數目和名字：一 14－15 
c. 目的：一 14 

二、 勸勉眾門徒：一 15－22 
a. 發言人：彼得：一 15 
b. 信息：一 16－22 

i) 背景：一 16－22 
ii) 教訓：一 21－22 

三、 門徒的反應：一 23－26 
a. 提名：一 23 
b. 禱告：一 24－25 
c. 選舉：一 26 

 
乙、 聖靈浸：二 1－4 
 一、 背景：二 1 



 二、 人物：二 1 
 三、 地點：二 1 
 四、 事件：二 2－4 

a. 風：二 2 
b. 舌頭如火焰：二 3 
c. 說出方言：二 4 

 
第二部份：見證人在耶路撒冷活動 二 5－7 

 
壹、 首位見證人：二 4－40 
 甲、 作見證的方式：二 4－6 
 乙、 對見證的反應：二 7－13 
 丙、 彼得的講道：二 14－36 
  一、 有關時間的預言：二 17 
  二、 有關聖靈的預言：二 17－18 
  三、 有關事發的預言：二 19－20 
  四、 有關救恩的預言：二 21 

a. 耶穌是上帝認可的：二 22 
b. 耶穌被釘十架：二 23 
c. 耶穌從死裡復活：二 24－32 
d. 耶穌升到天上坐上帝的右邊：二 33－35 
e. 耶穌被立為主為基督：二 36 

丁、 對信息的反應：二 37－40 
 一、 扎心：二 37 
 二、 詢問：二 37 
 三、 教導：二 38 
 四、 應許：二 38－39 
 五、 勸勉：二 40 

 
弍、 首個地方教會：二 41－47 
 甲、 道個教會的會友：二 41 
  一、 他們的身份：領受這道的人 
  二、 他們的數目：3,000 
 乙、 首個教會的屬靈操練：二 42 
  一、 使徒的教訓 
  二、 聖徒的團契 
  三、  聖餐 
  四、 祈禱 



 丙、 首個教會的生活模式：二 44－46 
  一、 自發的共有系統：二 44－45 
  二、 每日敬拜和見證：二 46 
  三、 在家中團契：二 46 
  四、 合一：二 46 
 丁、 地方教會的見證：二 46－47 
  一、 見證的本質：二 46－47 
  二、 見證的結果：二 47 
 
叁、 首個神蹟：三 1－26 
 甲、 神蹟的內容：三 1－11 
  一、 背景：三 1 
  二、 那人和需要：三 2－3 
  三、 信息：三 4－6 
  四、 神蹟：三 7－8 
  五、 群眾的反應：三 9－11 
 乙、 神蹟的解釋：三 12－18 
  一、 不是使徒的力量叫那人得醫治：三 12 
  二、 上帝醫治那人叫耶穌得榮耀：三 13－15 
  三、 那人因信靠耶穌的名得醫治：三 16 
  四、 那天得醫治是顯明預言得應驗：三 17－18 
 丙、 彼得的信息：三 19－26 
  一、 彼得的應許：三 19－21 

a. 上帝挑戰以色列人照著行：三 19 
b. 上帝應許的必成就：三 19－21 

二、 先知們的預言：三 22－26 
a. 摩西和眾先知的預言：三 22－24 
b. 立約的應許：三 25 
c. 彌賽亞的計劃：三 26 

 
肆、 首次遭反對：四 1－31 
 甲、 被捉拿：四 1－4 
  一、 反對的源頭：四 1 
  二、 反對的原因：四 2 
  三、 反對的形式：四 3 
 乙、 審訊：四 5－14 
  一、 法庭：四 5－6 
  二、 法庭的盤問：四 7 



  三、 彼得陳詞：四 8－12 
a. 回答的源頭：四 8 
b. 他的回答：四 9－10 
c. 他有關耶穌的見證：四 10－12 
d. 他關於教恩的宣告：四 12 

 
四、 法庭考慮的證供：四 13－14 

a. 見證人的品格：四 13 
b. 蒙醫治者的見證：四 14 

五、 判決：四 15－22 
a. 會商：四 15－17 
b. 決定：四 17－18 
c. 彼得和約翰的回應：四 19－20 
d. 獲釋：四 21－22 

六、 反應：四 21－31 
a. 教會的禱告：四 23－30 
b. 教會的活動：四 31 

 
伍、 首次懲罰犯罪的：四 32－五 16 
 甲、 教會組織：四 32－37 
  一、 團契：四 32 
  二、 見證：四 33 
  三、 經濟：四 32－37 
 乙、 首次犯罪破壞團契：五 1－10 
  一、 所犯的罪：五 1－2 
  二、 揭破罪行：五 3－4 
  三、 懲罰犯罪的：五 5－10 
 丙、 懲罰的結果：團契見證大有功效：五 11－16 
  一、 會眾敬畏的態度：五 11 
  二、 合一：五 12 
  三、 神蹟奇事：五 12，15－16 
  四、 會眾的反應：五 12－14 
 
陸、 首遭逼迫：五 17－43 
 甲、 反對的源頭：五 17 
 乙、 反對的行動：五 18 
 丙、 上帝拯救：五 19－26 
  一、 祂的行動：五 19 



  二、 祂的命令：五 20 
  三、 對祂的命令的反應：五 21 
  四、 發覺祂的行動：五 21－23 
  五、 祂行動的結果：五 24－26 
 丁、 審訊：五 27－40 
  一、 公會發出禁制：五 27－28 
  二、 彼得的自辯：五 29－32 
  三、 公會調查：五 33－39 
  四、 公會不公平的決定：五 40 
 戊、 對逼迫的反應：五 41－42 
  一、 喜樂：五 41 
  二、 合一：每日聚集：五 42 
  三、 見證：教訓和傳道：五 42 
 
柒、 首次組織：六 1－7 
 甲、 組織的需要：六 1 
 乙、 組織的建議：六 2－4 
  一、 建議的源頭：六 2 
  二、 建議的因：六 2 
  三、 建議：六 3 
  四、 有關建議的益處：六 4 
 丙、 設立組織：六 5－6 
  一、 採用的方法：六 5－6 
  二、 選出的人：六 5 
  三、 按立：六 6 
 丁、 組織的結果：六 7 
  一、 上帝的道興旺：六 7 
  二、 門徒增多：六 7 
  三、 信從這道：六 7 
 
捌、 首位殉道者：六 8－八 1 
 甲、 介紹司提反：六 8－15 
  一、 七人中的一位：六 3，5 
  二、 聖靈充滿：六 5 
  三、 好名聲：六 3 
  四、 大有信心：六 5 
  五、 智慧充足：六 3，10 
  六、 滿得能力：六 8 



  七、 有效見證：六 9－10 
 乙、 司提反被逼害：六 11－15 
 丙、 司提反的信息：七 1－53 
  一、 亞伯拉罕：七 1－8 
  二、 列祖：七 9－16 
  三、 摩西：七 17－43 

a. 在埃及：七 17－28 
b. 在曠野：七 29－43 

四、 會幕：七 44－50 
a. 摩西：七 44 
b. 約書亞：七 45 
c. 大衛：七 45－46 
d. 所羅門：七 47－50 
e. 上帝：七 48－50 

五、 眾先知：七 51－53 
 丁、 司提反的見證：七 54－八 1 
  一、 公會的態度：七 54 
  二、 司提反的宣告：七 55－56 
  三、 公會的行動：七 57－59 
  四、 司提反死亡：七 59－八 1 
 

第三部份：在猶大和撒瑪利亞作見證 徒八－十二 
 

壹、 過渡：司提反死亡影響：八 1－4 
 甲、 逼迫：八 1，3 
 乙、 司提反被埋葬：八 2 
 丙、 教會見證的發展：八 4 
 
弍、 腓利的見證：八 5－40 
 甲、 在撒瑪利亞的工作：八 5－25 
  一、 腓利的見證：八 5－13 

a. 腓的工作：八 5－7，12 
b. 撒瑪利亞人的反應：八 6－12 
c. 行邪術的西門：八 9－13 

二、 彼得和約翰的工作：八 14－17 
a. 彼得和約翰的出現：八 14 
b. 聖靈的出現：八 15－17 
c. 西門的反應：八 18－19 



d. 給西門的警告：八 20－24 
乙、 向埃提阿伯人的工作：八 26－40 
 一、 預備：八 26－28 
 二、 見證：八 29－35 
 三、 反應：八 36－38 
丙、 被提到亞鎖都：八 39－40 

 
叁、 掃羅的見證：九 1－31 
 甲、 掃羅歸主：九 1－9 
  一、 目的：九 1－2 
  二、 異象：九 3－9 
  三、 聲音：九 4－7 
  四、 失明：九 8－9 
 乙、 藉亞拿尼亞差遣掃羅：九 10－19 
  一、 呼召：九 10－16 
  二、 差遣：九 17－19 
 丙、 掃羅的使命：九 20－31 
  一、 大馬色途中的掃羅：九 20－25 

a. 見證：九 20－22 
b. 反應：九 21－23 
c. 逃避：九 23－25 

二、 在耶路撒冷的掃羅：九 26－30 
a. 被接納：九 26－28 
b. 活動：九 28－29 
c. 離開：九 29－30 

丁、 過渡：教會平安：九 31 
 
肆、 彼得的見證：九 32－十二 35 
 甲、 在呂大：九 32－35 
  一、 信徒：九 32 
  二、 癱瘓的人：九 33 
  三、 醫好癱子：九 34 
  四： 反應：九 35 
 乙、 在約帕：九 36－43 
  一、 多加之死：九 36－37 
  二、 召喚彼得：九 38－39 
  三、 彼得的事奉：九 40－41 
  四、 對事奉的回應：九 42－33 



 丙、 在該撒利亞：十 1－48 
  一、 哥尼流的異象：十 1－8 

a. 哥尼流其人：十 1－2 
b. 哥尼流的異象：十 3－6 
c. 哥尼流的反應：十 7－8 

二、 彼得的異象：十 9－22 
a. 異象：十 9－12 
b. 聲音：十 13－16 

三、 差使來到：十 17－22 
四、 往哥尼流家探訪：十 23－48 

a. 旅程：十 23 
b. 接待：十 24－27 
c. 解釋：十 27－28 
d. 問題：十 29 
e. 回答：十 30－33 
f. 未完的講道：十 34－43 

i) 上帝不偏待人：十 34－35 
ii) 福音傳開：十 36－37 
iii) 福音信息：十 38－43 

g. 哥尼流的反應：十 44－48 
丁、 在耶路撒冷：十一 1－18 
 一、 外邦人歸主的問題：十一 1－18 

a. 問題：十一 1－3 
b. 解釋上帝在外邦人中的工作：十一 4－17 

i) 異象：十一 4－10 
ii) 訪客：十一 11 
iii) 拜訪：十一 12－16 

c. 決定：十一 17－18 
 
伍、 在敘利亞安提阿的教會：十一 19－30 
 甲、 在安提阿傳福音：十一 19－21 
 乙、 巴拿巴到訪：十一 22－24 
 丙、 掃羅被選作牧師／教師：十一 25－26 
 丁、 亞迦布透露的消息：十一 27－30 
 
陸、 希律為首的逼害：十二 1－25 
 甲、 雅各被殺：十二 1－2 
 乙、 彼得被捕：十二 3－4 



 丙、 彼得獲救：十二 5－19 
 丁、 希律死亡：十二 20－23 
 
柒、 上帝的道日見興旺：十二 24－25 
 

第四部份：見證直至地極 十三－廿八 
 
壹、 首次宣教旅程：十三 1－十四 28 
 甲、 宣教的呼召：十三 1－3 
 乙、 在帕弗和居比路的工作：十三 4－12 
 丙、 彼西底十三 13－50 
  一、 往彼西底：十三 13－16 
  二、 信息：十三 17－37 

a. 出埃及：十三 17 
b. 曠野流蘯：十三 18 
c. 佔服迦南：十三 19 
d. 掃羅和大衛統治：十三 20－23 
e. 施洗約翰的工作：十三 24－25 
f. 耶穌被釘和復活：十三 26－37 
g. 邀請：十三 38－41 

三、 反應：十三 42－50 
 丁、 在以哥念的工作：十三 51－十四 5 
 戊、 在路司得的工作：十四 6－25 
 己、 在敘利亞的工作：十四 26－28 
 
弍、 耶路撒冷公會：十五 1－35 
 甲、 問題：十五 1－3 
 乙、 多次會議：十五 4－21 
  一、 首次公開會議：十五 4－5 
  二  使徒和長老們閉門會議：十五 6 
  三、 第二次公開會議：十五 7－21 

a. 彼得的報告：十五 7－11 
b. 保羅和巴拿巴的報告：十五 12 
c. 雅各的報告：十五 13－21 

丙、 決定：十五 19－21 
丁、 發信：十五 22－35 
 

叁、 第二次宣教旅程：十五 36－十八 22 



 甲、 爭執：十五 36－41 
 乙、 在路司得的工作：十六 1－5 
 丙、 在特羅亞的工作：十六 6－10 
 丁、 在腓立比的工作：十六 11－40 
 戊、 在帖撒羅尼迦的工作：十七 1－9 
 己、 在庇哩亞的工作：十七 10－14 
 庚、 在雅典的工作：十七 15－34 
 申、 在哥林多的工作：十八 11－18 
 壬、 在以弗所的工作：十八 19－21 
 癸、 在耶路撒冷和安提阿：十八 22 
 
肆、 第三宣教旅程：十八 23－廿一 14 
 甲、 亞細亞：十八 23 
 乙、 在以弗所的工作：十八 24－十九 14 
  一、 阿波羅：十八 24－28 
  二、 約翰的門徒：十九 1－7 
  三、 推喇奴學房：十九 8－12 
  四、 士基瓦的眾子：十九 13－17 
  五、 信主者的奉獻：十九 18－20 
  六、 決定：十九 21 
  七、 亞底米的辯護者：十九 23－41 
 丙、 在馬其頓和希臘的工作：廿 1－5 
 丁、 在特羅亞的工作：廿 6－12 
 戊、 在米利都的工作：廿 13－38 
  一、 旅程：廿 13－16 
  二、 與以弗所的長老們會面：廿 17－35 

a. 重述昔日事奉：廿 17－21 
b. 面對將來：廿 22－24 
c. 保羅的良心：廿 25－27 
d. 警告：廿 28－31 
e. 交給上帝：廿 32 
f. 保羅勞苦的榜樣：廿 33－35 

三、 道別：廿 36－38 
己、 在推羅的工作：廿一 1－6 
庚、 在多利買的工作：廿一 7 
申、 在該撒利亞的工作：廿一 8－14 

 
伍、 最後踏足耶路撒冷並前赴羅馬：廿一 15－廿八 31 



 甲、 耶路撒冷：廿一 15－廿三 32 
  一、 往耶路撒冷：廿一 15－17 
  二、 造謠攻擊保羅：廿一 18－30 

a. 蹧踐摩西律法：廿一 18－30 
b. 污穢聖殿：廿一 27－30 

三、 保羅的反應：廿一 23－26 
四、 保羅的拯救：廿一 30－32 
五、 保羅的回答：廿一 33－廿三 10 

a. 猶太群眾：廿二 1－23 
b. 羅馬百夫長：廿二 24－26 
c. 千夫長：廿二 26－30 
d. 公會：廿三 1－10 

i) 保羅的自白：廿三 1 
ii) 與大祭司相遇：廿三 2－5 
iii) 意見不合的法院：廿三 6－10 

六、 給保羅啟示：廿三 11 
七、 向保羅作的報復：廿三 12－15 

  八、 拯救保羅：廿三 16－32 
a. 計謀顯露：廿三 16－22 
b. 信函：廿三 25－30 
c. 逃亡：廿三 31－32 

乙、 該撒利亞：廿三 33－廿六 32 
 一、 腓力斯面前：廿三 33－廿四 27 

a. 帖土羅的控訴：廿四 1－9 
b. 保羅的回答：廿四 10－21 
c. 腓力斯的反應：廿四 22－27 

二、 非斯都前受審：廿五 1－12 
三、 非斯都和亞基帕：廿五 13－27 
四、 亞基帕前受審：廿六 1－32 

a. 保羅替自己辯護：廿六 1－23 
b. 邀請接受救主：廿六 24－29 
c. 判決：廿六 30－32 

丙、 首途前往歐洲：廿七 17－廿八 31 
 一、 風暴：廿七 1－44 
 二、 蛇咬：廿八 1－6 
 三、 醫治：廿八 7－10 
 四、 繼續路程：廿八 11－15 
丁、 羅馬：廿八 16－31 



 一、 與猶太人見面：廿八 16－29 
 二、 工作：廿八 30－31 

 
 
 
 
 
 
 
 
 
 
 
 
 
 
 
 
 
 
 
 
 
 
 
 
 
 
 
 
 
 
 
 
 
 
 
 



自我測驗 
 
1. 誰是使徒行傳的作者？ 
 

                                                                   
 

2. 舉出使徒行傳的目的。 
 

                                                                   
 

3. 誰是使徒行傳的受書人？ 
 

                                                                     
 

4. 列出使徒行傳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5. 默寫使徒行傳的鑰節。 
 

                                                                   
 

（答案在手冊末章後列出） 
 

 
 
 
 
 
 
 
 
 
 
 
 
 
 



進深研讀 
 
1. 製造圖表，方便研讀使徒行傳中的神蹟。 

 
 神蹟種類  採用方法  場合  有關人等  結果 
 
2. 研究使徒行傳中的講道。製圖表記錄研究心得： 
 
 經文  講道者  聽眾  信息撮要 
 
3. 研究使徒行傳中所有的禱告。利用圖表來組織研究： 
 
 經文  場合  祈禱者  禱告撮要  祈禱結果 
 
4. 用下面的大綱研究使徒保羅的生平： 
 
 保羅的早期生活：廿二 3 
 保羅逼迫教會：八 1－4；九 1－2 
 保羅信主：九 3－21 
 保羅早期的事奉：九 2－31；十一 22－30 
 第一次宣教旅程：十三 1－十四 28 
 耶路撒冷會議：十五 1－35 
 第二次宣教旅程：十五 36－十八 22 
 第三次宣教旅程：十八 23－廿一 27 
 保羅到耶路撒冷、被捕，解往該撒利亞，向該撒上訴：廿一 17－廿六 32 
 乘船往羅馬：廿七 1－44 
 保羅首次在羅馬入獄（兩年）：廿八 1－31 
 保羅第二次在羅馬入獄和殉道：提後四 6 
 
5. 在路加福音，路加把耶穌所作的和所教訓的記錄下來。在使徒行傳，路加記
錄下耶穌藉祂的屬靈身體，就是教會所作的和所教訓的。 

 
6. 研究使徒行傳中下列章彼得和保羅工作的比較： 
 

彼得       保羅 
  
 第一次講道：二      第一次講道：十三 
 醫治瘸子：三      醫治瘸子：十四 



 行法術的西門：八     行法術的以呂馬：十三 
 影子的影響：五      手帕的影響：十九 
 按手：八       按手：十九 
 人拜彼得：十      人拜保羅：十四 
 大比大復活：九      猶推古復活：二十 
 彼得坐牢：十二      保羅坐牢：廿八 
 
7. 初期教會的生活是： 
認罪：二 4 
扎心：二 7 
歸信：二 37 
貫澈始終：二 42 
不停：二 46 
團契：二 46 
散播：二 47 
 

8. 下列撮要有助你牢記使徒行傳的內容： 
 
人物：耶穌基督 
能力：聖靈 
傳道人：彼得保羅、司提反、腓力 
地點：耶路撒冷、猶大、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計劃：傳揚福音信息 

 
9. 在第二章，彼得提及先知約珥的預言。你可從珥二 28－32讀到這預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