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解使徒行传			第1章

来访者穿过走廊，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主日学课程。第一道门的牌子上写着“教会历史”，第二道门

上写着“圣灵”，第三道门上写着“讲道的基本原理”，第四道门上写着“在逼迫中站立得稳”，最后

一道门上写着“如何做好见证人”。她犹豫不决地徘徊了一会儿之后，推开了最后一道门，走了进去。

她惊讶地发现，所有的五道门都通向同一间大教室。教室的黑板上写着学习的主题：使徒行传。当

意识到学习使徒行传一书将包括上述的所有题目——甚至更多时，她笑了。

使徒行传是一本关于行动的书，它包含了：

• 戏剧、悬疑、冲突和得胜；

• 神迹、复兴、信仰的转化和复活；

• 殉道、越狱、暴徒以及在君王面前受审；

• 沉船、预言、鞭打、恶魔冲突。

使徒行传是一本关于人的书，里面的 75 个人物包括：

• 使徒、传福音的以及平信徒；

• 大祭司、君王和总督；

• 奴隶、狱卒和囚犯。

使徒行传是一本关于教会成长的书：

• 使徒行传以一个小得只够装满一个小房间的教会为开始；

• 以一个遍布罗马帝国中心地带的教会为结束；

• 以一个单一语言和文化的当地犹太教会为开始；

• 以一个多种语言、多民族和文化的国际教会为结束。

综上所述，使徒行传是一本关于圣灵的书：

• 他通过教会继续耶稣已经开始的事工；

• 他令使徒和平信徒超自然地事奉神；

• 他用能力充满每一个信徒，使他们为耶稣作见证。

课程	1.1	 走进使徒行传

1.1.1   分析题目、作者及写作日期。

课程	1.2	 赏析使徒行传

1.2.1  解释使徒行传是如何在福音书和保罗书信之间架起桥梁的。

1.2.2  识别使徒行传是如何追溯教会的成长的。

1.2.3  讨论使徒行传是如何起到信心和辩护指南作用的。

1.2.4  指出为什么圣灵是作见证的关键。

课程	1.3			分析使徒行传

1.3.1  解释划分使徒行传大纲的两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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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徒行传：圣灵在信徒生命中的工作

课程 1.1  
走进使徒行传

路加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给它命名为使徒行传。直到大约

公元 150 年的时候，信徒们才开始将路加的这本书称为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使徒彼得和保罗的事工（徒 1-12 章聚

焦于彼得的事工，13-28章则聚焦于保罗的事工），尽管使徒行传 1:13

列举了所有使徒的名字，但其中大部分的名字从此再也没有在该书

中出现过。在第一章之后，只提到过彼得、雅各、约翰和保罗的名字。

事实上，对圣灵的强调比对任何使徒的强调都多。路加在使徒行传

里 50 多次提到圣灵。

路加在使徒行传的第 2 节经文里就介绍了圣灵：“提阿非罗啊，

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藉着圣

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徒 1:1-2）。

路加指出，即便是耶稣，也要依靠圣灵。接着，他又提醒我们，使

徒靠着圣灵的能力继续耶稣的事工。耶稣在升天之前，吩咐信徒们

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用能力来充满他们（徒 1:4-5）。使徒行传

对圣灵的专注令许多人相信，这本书最恰当的名字应该是圣灵行传。

问题 1 使徒行传记载的是谁的事迹？

使徒行传的作者

尽管路加选择不在他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开头署上自己的名

字，大多数的圣经教师依然相信，他是使徒行传的作者。他并没有

被列于使徒之一，但是他的著作在新约中所占的话，比保罗的还多。

据我们所知，路加从未讲过道，也没有行使过任何神迹。他经常和

保罗一起旅行，辛勤而准确地记录下使徒们的事工。

我们相信路加为使徒行传的作者，至少有以下五个因素：

• 使徒行传的作者曾数次和保罗一起旅行布道。使徒行传

16:10 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

去。”“我们”一词证明，作者是和保罗一道的（另见徒

20:5；21:18；27:1；28:1-2，10-16）。另外，保罗也曾写到，

跟他同行的人里有一个是外邦医生路加（西 4:14）。“我们”

一词固然不足以证明作者的身份，但却是专家们认为路加

写了使徒行传的原因之一。

• 使徒行传的作者同时也写了一本有关耶稣的书。使徒行传

1.1.1 目标  
分析题目、作者及写作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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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1章  走进使徒行传

课程 1.1  

1:1 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

一切所行所教训。”提阿非罗（Theophilus）是新约时期

一个普通的名字，由两个希腊词语组成。Theo 是“神”的

意思，而 philus 则是“爱”的意思。由于使徒行传是写给

爱神之人的，因此每个信徒都能感到自己是其中的一员。

问题 2  谁是使徒行传的作者？

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都是写给同一个人——提阿非罗的。在路

加福音 1:1 里，“大人”一词指的就是提阿非罗。“大人”一词表明，

他要么是高官，要么是身居高位的富人。教会一直以来都认为，使

徒行传 1:1 中所提到的“前书”，指的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和使

徒行合在一起，组成了一幅幅的历史画卷。两本书结合起来，才能

达到最佳的理解效果。

• 使徒是指通过差派者的权柄，奉差遣去完成某项使命的人。

在圣经里，“使徒”一词特别用于指受耶稣吩咐来跟随他

的那 12 个门徒，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受到特别的吩

咐之后，也被列在使徒之中。这 13 个使徒写了新约的许

多书卷。从路加福音 1:1-3 可以看出，路加福音的作者并

非使徒之一。路加并非基督在地上事工的目击证人，同样，

使徒行传也没有任何地方表明，其作者可以自称拥有使徒

的权柄。路加正符合这些描述，而彼得、保罗以及其他的

作者则不符合。

• 从初代教会至今，信徒们都接受路加是第三卷福音书和使

徒行传的作者。

• 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组织结构相似。请研究以下的表格，

留意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相似安排。路加福音里基督的

事工和使徒行传里基督的身体——教会的事工，是并列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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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徒行传：圣灵在信徒生命中的工作

课程 1.1  
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组织结构之比较

路加福音 使徒行传

问候提阿非罗 1:1-4 问候提阿非罗 1:1-2

耶稣早期生平
1:5-

3:20
教会早期生平 1-8

耶稣受膏 3:22 圣灵受膏 2:4

在拿撒勒的第一场布道 4:14-30
在五旬节的第一场

布道
2

伴随着神迹和医治 4:31-41 伴随着神迹和医治 3-5

成功和声望 5-18 成功和声望 2-5

法利赛人和犹太领袖越

来越强烈的反对
19-21

法利赛人和犹太领

袖愈来愈多的责难
4-8

周流加利利和犹太地 3-8 进行旅行布道 8-21

被捕并在公会、彼拉多

和希律面前三次受审
22-23

被捕并在腓力斯、

非斯都和亚基帕面

前三次受审

24-26

事奉的高潮和基督复活 23-24 在罗马的事奉高潮 28

问题 3  学者们相信路加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共有 5 个原因。请

总结其中的 3 个。

使徒行传的日期

大多数的圣经教师认为，路加写作使徒行传的年份大约为公元

63 年。有三个历史日期可以支持这一观点。首先，使徒行传提到保

罗第一次在罗马入狱，时间大约是公元 60 至 63 年。因此，使徒行

传肯定写于这之后。其次，罗马于公元 64 年被烧毁，该撒尼禄怪罪

于基督徒并开始逼迫他们。保罗和罗马领袖们的良好关系表明，使

徒行传写于这一重大事件之前。第三，使徒行传没有提到耶路撒冷

城于公元 70 年被毁一事。似乎可以肯定，使徒行传写于此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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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1章  走进使徒行传

课程 1.1  
和使徒行传有关的日期

近似日期

（公元）
事件 使徒行传 保罗书信

30 年 基督升天 1:9

31-32 年 保罗信主 9:1-19

35 年
保罗第一次访问耶路

撒冷
9:26

公元 44

年

保罗第二次访问耶路

撒冷
11:30

46-47 年 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 13:4-14:27
加（第一次旅

行布道之后）

49 年 教会第一次大会 15:1-29

49-53 年 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 15:36-18:22 帖前、帖后

53-57 年 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 18:23-21:17
林前、林后、

罗

58 年 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 21:17-23:35

58-60 年 保罗在该撒利亚坐牢 24-26

60 年 保罗去罗马 27:1-28:15

60-63 年
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

牢
28:16-31

弗；腓；西；

门

63 年 路加撰写使徒行传

63-65 年
保罗在罗马坐牢时的

事工

使徒行传之

后
提前；多

65-67 年
保罗第二次在罗马坐

牢和去世

使徒行传之

后
提后

问题 4  哪三个历史日期有利于支持路加写作使徒行传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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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徒行传：圣灵在信徒生命中的工作

课程 1.2  
赏析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充满了行动，我们有可能因此看不到宏大画卷。然而

路加特别选择了几个故事，以此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圣灵工作的画卷。

使徒行传为我们提供了教会最初 30 年的历史。路加为我们展示

了宏大的画卷，但却没有描绘所有的细节。例如，在使徒行传 20:7中，

他说保罗在特罗亚一直教导至深夜，然而却只字未提保罗究竟教导了

些什么。如果要把保罗那天晚上在特罗亚所教导的一切都记录下来的

话，恐怕比整本使徒行传还长。试想一下，如果要讲述教会最初 30

年间所发生的一切，那该要写多少本书呢！使徒行传只包含了初代教

会的一些片段（参见约 20:30-31；21:25）。那么，在撰写路加行传的

时候，路加是如何选择该记录哪些故事和事件的呢？圣灵为什么引导

路加记述这些事情呢？路加在使徒行传中至少做到了五点。

问题 5  使徒行传是如何在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之间架起桥梁的？

使徒行传在福音书和保罗书信

之间架起了桥梁

在新约中，使徒行传是连接福音书和保罗书信的桥梁。最初新

约只有两个部分，即四卷福音书和保罗写给各个教会和信徒的书信

（使徒书信），而有文字记录的教会历史则是空白。

复习第 1 节最后的“和使徒行传有关的日期”一表，我们可以

看到，保罗写作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

歌罗西书以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先于路加写作使徒行传。使徒行传

13 至 28 章讲述了保罗的数次旅行，补充了许多细节。在使徒行传里，

我们不但看到保罗是如何创办加拉太、帖撒罗尼迦、哥林多、以弗所、

腓立比以及歌罗西的教会的，还认识了提摩太和提多，保罗曾三次

致信给他们。使徒行传为保罗书信提供了重要的背景。

使徒行传追踪教会的成长

路加向我们揭示，教会至少在四个方面成长了。

1.	教会在人数上成长了

五旬节的当日，会众只够装满一个厢房。接着，在耶路撒冷，

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得救了（徒 2:41，47；4:4）。没过多久，教会

1.2.1 目标  
解释使徒行传是如何在福音书

和保罗书信之间架起桥梁的。

1.2.2 目标  
明确使徒行传是如何追踪教会

的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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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1章  赏析使徒行传

课程 1.2  

又有了新一轮的增长。“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

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徒 6:7）。我们在整本使徒

行传中都能看到信徒人数的增长。

2.	教会在地理上扩展了

使徒行传讲述了教会是如何从耶路撒冷向罗马帝国的心脏——

罗马城扩展的。使徒行传 8:1 告诉我们，逼迫使信徒由耶路撒冷分散

到了新的地方。原本是要抑制基督信息的传讲，最后却加速了福音

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播散。保罗抵达罗马之前（徒 28:14 － 15），那

里很可能就已经有教会了。另外，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保罗的旅

行也促进了教会的扩展。使徒行传第 1 章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第 28

章以罗马为结束，绝非巧合。路加如此安排这些故事是为了向我们

展示教会的成长。

问题 6  使徒行传是从哪个城市开始的？又是以哪个城市为结束

的？地理上的这种扩展有什么重大意义？

3.	教会在事工上扩展了

初代教会（徒 1:1 － 7:60）是一个严格的犹太人的教会，那么，

她是如何向其他族裔敞开的呢？请留意使徒行传所描述的扩展。

使徒行传第 2 章告诉我们，有来自 15 个不同地方的客旅听到了

福音，但他们大多是犹太人和犹太信徒，他们是来耶路撒冷参加五

旬节的筵席的。到了使徒行传 6:1，教会里包括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犹

太人：希伯来人和希腊人。在使徒行传第 8 章，我们看到腓利接触

到了犹太人以外的人，他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随后，又传福音给

一位埃提阿伯（今埃塞俄比亚，译者注）人。但是，当时撒玛利亚

人毕竟和犹太人有着相同的种族和宗教背景，而那个埃提阿伯人也

在钻研犹太人的圣经。然而，使徒行传第 10 章完全扭转了这种模式，

神特别指示彼得向可恶的罗马军队的重要官员——哥尼流传福音。

这导致大家对非犹太人态度上的改变——并非只有犹太人才可以得

救，人人都可以得救（徒 11:18）。神这么说了，甚至还将圣灵赐给

这些罗马人。这对犹太信徒而言是多么奇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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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徒行传：圣灵在信徒生命中的工作

课程 1.2  
问题 7 根据使徒行传所揭示的教会向各个民族、各种文化的扩

展，你认为，当有的人抱着偏见，不愿意和与自己不同

的人相交的时候，神会有什么感想呢？

偏见之墙被拆毁了。在使徒行传 11:19 － 21 里，尽管大多数分

散的基督徒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但少数人已经开始向希腊人传了！

到了使徒行传 13 章，这种变化就更大了。我们看到，在彼西底安提

阿的犹太人拒绝了福音之后，保罗就开始有意地向外邦人传福音了（徒

13:43－ 47）。这正成就了神起初的计划：“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犹

太人）得福。”以及神对保罗的带领——作神特别拣选的器皿，在

外邦人面前宣扬他名（徒9:15）。教会稳步的成长，也吸纳了来自各方、

各族、各语种及各文化的人。

问题 8  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初代教会是在哪四个领域成长的？

4.	教会在神学上成长了

早期的犹太信徒严格遵守摩西的律法，要明白律法和恩典之间

的关系并非易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

自己，乃是　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弗 2:8-9）。使徒行

传 15 章记载，教会正在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而挣扎——外邦人是否也

要受割礼并遵行摩西的律法呢（徒 15:5）？彼得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们得救并非因为把自己变成了犹太人，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徒

15:11）。

问题 9  你的教会是如何在使徒行传所提及的这 4 个领域里成长

的？请说明。

使徒行传指导信心和辩护

使徒行传对教会的信仰和行为起着指导的作用。有的人争辩说，

使徒行传是一本历史文献，因此不宜用于指导。但请记住，路加只

是选择性地记录了教会的历史，而非全部的历史。路加用历史来教

导几个特定的主题（Stronstad 1995，47），目的之一在于强调初代教

会的信仰。了解初代教会的信仰对我们有何帮助？因为初代教会的

信徒和今天的信徒一样，都是在同一个约之下。使徒行传教导我们

相信以下的真理：

• 圣经、祷告、分享、团契；

1.2.3 目标  
讨论使徒行传是如何对信心和

辩护起到指导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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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1.2  
• 圣灵的工作是要荣耀基督；

• 认识并敬拜神；

• 见证、神迹奇事、圣灵充满；

• 说方言、说预言、其他的属灵恩赐；

• 解决教会成长问题、传福音、教导新的信徒；

• 神的大能——他在逼迫中作工；

• 他爱各方各族的人。

对信仰的这种认识，是辩护的重要前提。路加极有可能是在保

罗于罗马坐牢时写下使徒行传的。或许，当保罗受审时，使徒行传

支持了保罗的辨词。同样地，使徒行传也可以在其他方面为信徒辩护。

• 阅读使徒行传 4:8 － 12，留意一下这段经文是如何在犹太

人面前为基督教作辩护的。接着，阅读使徒行传 25:8 －

11，这里是在外邦人面前作辩护。圣灵指引路加，让他把

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冲突写进了使徒行传里。

• 使徒行传也回答了执政者可能提出的一些关于基督教的问

题。使徒行传向我们展示了和平的教会，信徒尊敬执政者。

在使徒行传里，引起骚乱和民事问题的总是那些与教会为

敌的人，而不是基督徒。

教会在地上会存在多久？路加并不知道，但是，他其中的一个

目的是要教导后世的信徒。使徒行传的能力和原则会一直适用于教

会，直到基督再来。

使徒行传强调圣灵的见证

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圣灵使用使徒、领袖和非神职人员来工

作（徒 2:17-18）。在楼上的厢房里，使徒和非神职人员的比例是 1:9。

路加在围绕彼得和保罗这两个使徒的事工来撰写使徒行传的同时，

也记录了许多平信徒的事工。

问题 10  请阅读下表所列使徒行传的所有章节，把每一个非神职

人员的事工写在右栏里。

使徒行传所记录的非神职人员依靠圣灵能力所做的事工

使徒行传 人物 事工

1:12-15；2:1-4 120 人中的 108 人 祷告并为基督作见证。

4:34-37；9:26:27；

11:25-26；13:2-3
巴拿巴

为人慷慨；和保罗成

为朋友；服事保罗并

和保罗一起服事。

1.2.4 目标  
说明为什么圣灵是见证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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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7 名执事 分派食物给寡妇

6-7 章 司提反

8:4-8；21:7-9 腓利

9:10-19 亚拿尼亚

9:36-39 大比大

10:5-6 硝皮匠西门

10:2 哥尼流

11:19-21 四散的门徒

12:12 马可的母亲马利亚

12:12 未名的信徒

15:40-18:5 西拉

12:25；15:39 约翰马可

13:1
巴拿巴、西面、路求和

马念

16:13-15 吕底亚

16:33-34 腓立比的禁卒

16:1-5 提摩太

17:5-9 耶孙

17:13-15 未名的信徒

18:1-3 百基拉和亚居拉

18:24-28 亚波罗

18:27 未名的弟兄们

20:4-5

所巴特、亚里达古、西

公都、该犹、提摩太、

推基古和特罗非摩

21:3-4 未名的门徒

21:8-9 腓利的四个女儿

21:10-11 亚迦布

21:16 拿孙

23:12-22 保罗的外甥

27:1-2 亚里达古

1、20、21、27 和

28 章
路加

28:14 一些弟兄

28:15 （另外）一些弟兄

或许，路加最大的目的就是通过信徒来强调圣灵的工作。路加

在他的福音书里指出，耶稣依靠圣灵（路 4:1，14，18）。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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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还记录了耶稣的应许，就是圣灵会临到所有的信徒身上（路

11:13；24:49）。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路加 55 次强调了圣灵！请

花几分钟的时间研究一下本节后面的表格——“使徒行传中的圣灵

纪事”，它强调，我们对基督一切事奉的源头必须是圣灵。请常常

阅读这份表格，并祈求圣灵通过你来做工。

今天，快速增长的教会强调非神职人员的事工，有的成长中的

教会拥有超过 100 个由非神职人员所从事的项目。他们探访病人、

供养穷人、教人读书等等。他们给学习有问题的学生辅导功课、帮

助寡妇、收养孤儿、辅导问题青少年、为社区学校粉刷外墙、为新

建立的教会盖房子、通过帮人制衣做饭来为教会募集资金、给街坊

邻里的小孩子讲圣经故事、在自己家里组织查经班、跟寻求答案的

人谈心等。他们帮人修自行车或汽车，有的医生还在当地教会办诊所，

为病人提供免费的牙科和医疗服务。其他的人则为有需要的人祷告。

这些还只是非神职人员可以做的少数事情而已，圣灵充满我们之后，

会带领我们进入许多的事工，基督身体里的每一个肢体都该参与事

奉。每一个信徒都应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该做什么来事奉神和人？”

今天，圣灵想要通过所有的信徒来作工，他的丰盛使我们能够

壮胆地服事耶稣、为耶稣作见证。我们今天所看重的东西，初代教

会拥有的不多，然而，教会却像火一样烧遍了全地。请再看一遍上

面有关非神职人员事工的表格，看时要留意想想，离开了圣灵的工作，

哪些事件和故事可能会从使徒行传里消失？可见，圣灵是帮助信徒

成为工人的关键。

使徒行传在新约里至少起到四个主要作用。首先，使徒行传是

连接福音书和保罗书信的桥梁；其次，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教会在人数、

地域、文化及神学方面的发展；第三，使徒行传是信心和辩护的指南。

第四，路加在使徒行传里强调了圣灵的能力。如果我们忽略了路加

对圣灵的强调，就忽略了他写作此书的最大目的。

路加将四个主题编织成了一个具有强大感染力的故事。使徒行

传向我们讲述了圣灵如何赐教会能力，使教会可以从耶路撒冷起，

一直到罗马，为耶稣作见证。

使徒

行传
圣灵纪事

1:2 ……直到他藉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

1:5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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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

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1:16
弟兄们，圣灵藉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

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

2:4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

话来。

2:17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

要做异梦。

2:18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

就要说预言。

2:33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

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2:38
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

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4:8
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治民的官府和长

老啊……”

4:25
你曾藉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

为什么争闹？……’

4:31
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

胆讲论神的道。

5:3
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的心，叫你

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

5:9 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

5:32
我们为这事作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

作见证。

6:3
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

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6:5
……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

又拣选腓利……

6:10 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敌挡不住。

7:51 你们……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

7:55
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

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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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

8:16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

的名受了洗。

8:17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

8:18 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

8:19 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

8:29 圣灵对腓利说：“你去贴近那车走。”

8:39 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

9:17
……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9:31
……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

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

10:19
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

找你…。”

10:38
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流四

方……

10:44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道的人身上。

10:45
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

邦人身上，就都希奇。

10:47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

施洗呢？

11:12
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

这六位弟兄。

11:15
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

上一样。

11:16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

灵的洗。”

11:24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

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11:28
内中有一位名叫亚迦布，站起来，藉着圣灵指明天下将

有大饥荒。

13:2
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

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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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

13:9 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

13:52 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

15:8
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作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

给我们一样。

15:28
因为圣灵和我们定意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惟有

几件事……

16:6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家、

加拉太一带地方。

16:7
到了每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

不许。

19:2
“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

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

19:6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

方言……

20:22
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

什么事。

20:23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

20:28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

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

21:4 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21:11 ……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

28:25 圣灵藉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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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1.3  
分析使徒行传

划分使徒行传的大纲有许多方式，查考常见的三种，对我们或

有助益。

按地域分

在使徒行传 1:8，耶稣指示他的门徒，当他们领受了圣灵之后该

做什么：“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

我的见证。”

下图将使徒行传划分为三个部分，正好与耶稣所指示的相吻合：

部分 见证地点 使徒行传（章）

1 耶路撒冷 1-7

2 犹太和撒玛利亚 2-12

3 全世界（地极） 13-28

在使徒行传 1-7 章里，教会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五旬节当日，

信主并受洗的人有3000之多。使徒们凭着圣灵的能力，施行神迹奇事、

医治病人、奉耶稣的名赶鬼。在接下来的日子，许多犹太人接受了

耶稣做他们的主和救主（徒 2:47）。福音飞快地传开了。

问题 11  使徒行传第一部分的焦点在什么地方？接着把镜头对准

了哪里？最后一部分聚焦在哪里？

使徒行传 8-12 章聚焦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神允许人来逼迫教会，

以致教会分散。宗教领袖在耶路撒冷用石头打死了司提反，然而，

埋葬司提反的尸体如同在地里撒种，教会迎来了极大的丰收。信徒

从耶路撒冷散居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他们走到哪里，就在那里

为耶稣作见证。

使徒行传的 13-28章讲的是保罗的事奉，他把福音带到了“地极”

（徒 1:8）。

按地域来划分使徒行传是最简单的方法，耶稣关于“要在耶路

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的

吩咐，不仅仅是使徒行传这本书的一种模式，也是对所有传福音行

为的指示。合乎逻辑且有效的模式是从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我

1.3.1 目标  
解释划分使徒行传大纲的两

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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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自己的耶路撒冷开始的。我们的家庭、邻居、学校以及社区是我

们作见证的自然起点。我们应当让那些和我们靠得最近的人，在我

们的日常生活中看到基督的爱。

见证传到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在地理位置上、政治上和文化

上，都和耶路撒冷相近，撒玛利亚人甚至还在宗教承传上分享亚伯

拉罕之约和摩西的律法。今天，当我们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的

时候，就是委身向那些身边还没有真正走进我们的世界的人做见证。

或许这需要我们离开我们的舒适区域，跨越种族、文化或经济界限。

也或许这意味着服事新移民、难民、异乡客或弱势群体。神希望你

接触的“撒玛利亚”是什么呢？

最后，门徒们还要将福音带到“地极”。今天，这仍然是信徒

们的使命。不论我们是亲身去到另外一个国家，还是用祷告和奉献

支持其他人的工作，神都呼召我们所有人承担使命。随着科技的发展、

旅游的便捷和沟通效率的逐年提高，我们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多的可能方式，把福音传到地极。

问题 12  你的“耶路撒冷”——神要你开始作见证的地方，在哪

里？

按彼得和保罗划分

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使徒行传里面两个核心人物——彼得和保

罗的事工，来划分使徒行传的大纲。使徒行传 1-12 章主要讲的是彼

得的事工，多数是针对犹太人的；使徒行传 13-28 章主要讲述的是保

罗到世界各地旅行布道。下图按照彼得和保罗的事工，把使徒行传

划分为两个部分，并强调圣灵以某些相似的方式，通过这些使徒来

做工。

问题 13  阅读下表所列的资料，写出彼得或保罗的事工。

彼得的服事（1-12 章） 使徒行传
保罗的服事

（13-28 章）
使徒行传

向犹太人传讲耶稣 1-5
向外邦人传讲

耶稣
13-28

3:1-10
医治了一个生

来就瘸腿的人
14:8-18

触摸他的影子就得了医治 5:15-16 1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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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第1章  分析使徒行传

课程 1.3  
8:9-24

对付行邪术的

巴耶稣
13:6-13

和使徒一道，医治了所有被

污鬼所缠魔的人，结果导致

逼迫和奇迹般地得释放。

5:16 16:16-18

9:36-41
使犹推古从死

里复活
20:9-12

和使徒一道，医治了被带

到他们面前的人。
5:16 28:1-9

根据信息划分

划分使徒行传的第三种方式是学习里面的伟大信息。路加在

使徒行传里记录了彼得、司提反、雅各、保罗和其他人所讲的至少

24 篇信息（见下表），它们是历代以来最有效的一些福音信息，是

信徒们在圣灵的充满和启发下所讲的（比较太 10:20 和路 12:11 －

12）。这 24 篇信息也可以是我们组织使徒行传的工具。

问题 14 学习下表并阅读每一篇信息，在右栏里填写讲道人的名

字。熟悉每一篇信息所包含的重要内容和背景条件，以

便更好地明白这一划分使徒行传的方法。

可以根据使徒行传所记录的信息划分使徒行传的大纲

信息 使徒行传 原因或主题 讲道人

1 1:15-22 拣选使徒代替犹大

2 2:14-36 五旬节当日说方言

3 3:12-26 在圣殿医治瘸腿的人

4 4:8-12 在公会前为讲道辩解

5 5:35-39
为彼得和约翰在众人面

前劝解

6 7:2-53 被公会拘捕

7 10:34-43 应邀到哥尼流家

8 11:4-17
在受割礼的信徒面前辩

解

9 13:16-41 安息日给犹太人的信息

10 14:14-17 群众想要敬拜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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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使徒行传：圣灵在信徒生命中的工作

课程 1.3  
11 15:7-11 与教会众长老开会

12 15:13-21 与教会众长老开会

13 17:22-31 未识之神

14 18:14-15
不受理犹太人对保罗的

指控

15 19:25-27
亚底米女神的愤怒追随

者

16 19:35-40 以弗所的骚乱

17 20:18-35 和以弗所的长老们道别

18 22:1-21 暴徒想要杀掉保罗

19 23:1-6 在公会面前辩解

20 24:10-21 在巡抚腓利斯面前辩解

21 25:8-11 在巡抚非斯都面前辩解

22 26:1-27 在亚基帕王面前辩解

23 27:21-26 在地中海遇到风暴

24 28:17-28 向犹太领袖作见证

问题 15 请说出划分使徒行传的三种方式。

问题 16 哪一种划分使徒行传的方式对你帮助最大？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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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第1章  理解使徒行传

自测题

自测题：请圈出以下问题的最佳答案。

1.	使徒行传直到什么时候才被命名？

a) 公元 50 年。

b) 公元 150 年。

c) 公元 250 年。

d) 公元 500 年。

2.	使徒行传大约是在哪一年写成的？

a) 公元 63 年。

b) 公元 70 年。

c) 公元 75 年。

d) 公元 83 年。

3.	使徒行传是连接什么的桥梁？

a) 旧约和新约。

b) 保罗书信和启示录。

c) 福音书和保罗书信。

d) 福音书和教牧书信。

4.	教会的成长是从哪里到哪里？

a) 从安提阿到罗马。

b) 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

c) 撒玛利亚到安提阿。

d) 耶路撒冷到罗马。

5.	以下哪件事导致教会事工的发展？

a) 腓利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

b) 腓利向埃塞俄比亚人传福音。

c) 彼得向哥尼流和他的全家传福音。

d) 上述所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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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使徒行传：圣灵在信徒生命中的工作

自测题

6.	路加写作使徒行传的最大目的或许是：

a) 为保罗和他的事工辩解。

b) 揭示福音的广传。

c) 强调圣灵通过信徒做工。

d) 上述所有选项。

7.	路加多少次强调圣灵？

a) 30 次。

b) 55 次。

c) 63 次。

d) 75 次。

8.	根据使徒行传的哪一节经文，可以把使徒行传划分为三个部分？

a) 1:4。

b) 1:8。

c) 2:4。

d) 2:38。

e) 

9.	按照谁的事工，可以把使徒行传划分为两个部分？

a) 彼得和保罗。

b) 使徒和保罗。

c) 彼得和使徒。

d) 初代教会和彼得。

10.	我们可以根据使徒行传里的伟大信息来组织使徒行传，这些信息的作者包括：

a) 彼得、雅各和路加。

b) 保罗、司提反和彼得。

c) 彼得、保罗和亚基帕王。

d) 司提反、保罗和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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