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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24－25章 

使徒行傳第 24－25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各各他教會) 

讓我們翻到使徒行傳 24章。 

保羅在聖殿裡敬拜神的時候，被一些從亞細亞來的，知道保

羅在外邦人中傳福音的猶太人看見就立即喊叫起來，反對他

待在聖殿，並聳動其他猶太人把他拿住。在他們試圖把他打

死的過程中，他被羅馬士兵拯救了。那些士兵是從安東尼營

地派遣過來，把保羅從殿外那群忿怒的人群中解救出來。 

在安東尼營地的台階上，保羅企圖再次對眾人講述他的歸主

經歷。但就在他提及外邦人 

時引發了騷動。第二天，羅馬千夫長呂西亞想要查明這騷動

是為了什麼，因此他召來百夫長，把保羅帶到 眾人面前，

讓他們提出控訴。保羅在申辯時得知他們分別為散都該人和

法利賽人，就說:“我是法利賽人，也是法利賽人的子孫。

我現在受審問，是為盼望死人復活。於是法利賽人馬上把他

視為自己人，而撒都該人則反對他。他們之間開始大起爭

吵。千夫長恐怕他們把保羅撕成碎片，再一次把他從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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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拯救出來。 

然後保羅的外甥聽到四十個猶太人同謀要不吃不喝暗殺保

羅。他們為此去見祭司長，告訴祭司長他們的起誓和陰謀，

那些人說:“現在你去要求，在明天下午把保羅帶來，說要

問他一些問題。當他們把保羅帶到這裡時，我們可以衝上去

把他殺掉。” 

所以他的外甥進來告訴保羅。保羅讓人送他外甥去見千夫

長。千夫長就下令讓 200名長槍手，70名馬兵，和 200名步

兵在半夜把保羅從耶路撒冷護送到凱撒利亞。在那裡，他可

以受到羅馬政府的監護。現在保羅被帶到凱撒利亞，以色列

的長老們也被邀請下到那裡。羅馬政府更願意他們在那裡對

保羅提出控訴。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 第 24章。 

過了五天、大祭司亞拿尼亞、同幾個長老、和一個辯士帖土

羅、下來、向巡撫控告保羅 (使徒行傳 24:1) 

現在我們看到帖土羅，所謂的辯士，他竟向那個邪惡的腓力

斯獻媚，真是令人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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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被提了來、帖土羅就告他說、腓力斯大人、我們因你得

以大享太平、並且這一國的弊病、因著你的先見、得以更正

了．我們隨時隨地、滿心感謝不盡。惟恐多說、你嫌煩絮、

只求你寬容聽我們說幾句話。我們看這個人、如同瘟疫一

般、是鼓動普天下眾猶太人生亂的、又是拿撒勒教黨裡的一

個頭目．(使徒行傳 24:2-5) 

帖土羅告保羅的罪狀是非常嚴重的，因為這是羅馬政府不能

容忍的，並且當時在各省有反羅馬的叛亂。猶太人有反羅馬

統治的歷史。羅馬帝國已在過去把它鎮壓了。但他們知道總

有一些人在那裡不停地煽動百姓反對羅馬統治。因此這是控

告保羅鼓動眾猶太人生亂，是反對羅馬統治的罪魁禍首，而

且還是拿撒勒教黨的頭目。 

在以色列境內有很多宗教政黨的暴亂。很多人會聚集一群人

在他們周圍，然後那些人會受宗教狂熱的驅使去反抗羅馬政

府。因此帖土羅是在說: 你們抓到的是拿撒勒教黨的頭目，

他最擅長鼓動猶太人產生宗教狂熱，從而反抗羅馬政府。 

連聖殿他也想要污穢．我們把他捉住了．〔有古卷在此有要



 
 

4 of 35 

使徒行傳 24－25章 

按我們的律法審問〕(使徒行傳 24:6) 

根據帖土羅所說，好像是他們逮捕了保羅，並把他帶來受

審。這與事實相差甚遠。保羅是被一邦暴徒抓起來的，一邦

濫用私刑的暴徒。當然帖土羅對腓力斯隱瞞了實情。 

〔不料千夫長呂西亞前來甚是強橫,從我們手中把他奪去吩

咐告他的人到你這裡來〕(使徒行傳 24:7) 

事實上，呂西亞從暴徒手中拯救了保羅， 

你自己究問他、就可以知道我們告他的一切事了。眾猶太人

也隨著告他說、事情誠然是這樣。(使徒行傳 24:8-9) 

請留意這裡所有的控訴都沒有實質上的證人。他們聲稱的每

一件事都是虛構的。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夠在這些事上提供事

實證據來控告保羅。 

巡撫點頭叫保羅說話、他就說、我知道你在這國裡斷事多

年、所以我樂意為自己分訴。 

你查問就可以知道、從我上耶路撒冷禮拜、到今日、不過有

十二天．(使徒行傳 24: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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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從凱撒利亞到耶路撒冷不過是在十二天前，或者說他在

耶路撒冷實際上只呆了十二天。保羅從凱撒利亞到耶路撒冷

花了二十天，我在耶路撒冷只呆了十二天，我是去那裡敬拜

神的。 

他們並沒有看見我在殿裡、或是在會堂裡、或是在城裡、和

人辯論、聳動眾人。(使徒行傳 24:12) 

他們並沒有看到我在做其中的任何一件事。 

他們現在所告我的事、並不能對你證實了。(使徒行傳

24:13) 

保羅是在否認那些控告他的罪狀，申明他們不能証實其中任

何一件。他們沒有發現我做這些事。因此他們的控訴都屬虛

構。 

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認、就是他們所稱為異端的道、我正

按著那道事奉我祖宗的 神、(使徒行傳 24:14) 

“道”這個詞被用在早期教會，用來形容信徒的生活。他們

過著一種以耶穌為中心，新的生活方式。耶穌對他的門徒

說: 我就是道路，…若不籍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6 of 35 

使徒行傳 24－25章 

(約翰福音 14:6) 所以他們引用了“道”這個詞來形容早期

教會基督徒團契 的生活。在使徒行傳中，這個詞至少被提

到六次，用來形容信徒生活。 

“基督徒”這個詞即不是一個普通詞，又不是，一個一開始

就被用來形容基督教，真正合乎聖經的詞。它最後被用作一

個專用詞，是因為彼得在他的書信中寫道:“若為作基督徒

受苦”(彼得前書 4:16)。但這是在新約中唯一的一次用到

“基督徒”這個詞。然而，“道”這個詞卻被多次在不同的

時候用到。作為基督跟隨者的稱呼，它遠比“基督徒”這個

詞更為平常。“基督徒”這個稱呼在整個新約中只用到三

次。在安提阿，門徒們第一次被稱為“基督徒”。 

下星期要講到的使徒行傳 26章中，亞基帕質問保羅說:“你

想少微一勸，便叫我作基督徒啊”(使徒行傳 26:28) 因此，

並不是基督徒如此稱呼自己，而是別人用來指，代表那些耶

穌基督的信徒。但“道”—藉著基督到神那裡的道。“就是

他們所稱為異端的道，我正按著那道事奉我祖宗的神。”或

者是說他藉著耶穌基督來敬拜神，因為認識到耶穌是人類接

近神的唯一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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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承認的第二件事， 

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書上一切所記載的．(使徒行傳

24:14b) 

作這樣的申明是表明他信的神是先知書上記載的彌賽亞，並

且他相信耶穌就是彌賽亞。 

舊約充滿了預言，都與彌賽亞有關。這些預言都被耶穌嚴格

地印證了。如果你預言的先知中，隨便找根據，你會發現這

都是鐵證,耶穌真的是彌賽亞。除非祂真的是彌賽亞，否者

祂不可能印證這些預言祂的出生地，“伯利恆以法他阿、你

在猶大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在以色列

中為我作掌權的。他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就有。”（彌迦

書 5：2）一個人出生在伯利恆的機率只有 250，000分之

一。沿著這條線索看下去，你一個預言一個預言地去印證，

就會發現耶穌完全印證了這些預言。 

保羅說:“我相信先知和律法”那些所有寫在律法書上和記

載在先知書上的事。這對現在的許多神職人員有非常大的警

醒作用,他們試圖淘汰律法和先知書中的許多內容，甚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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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中的。保羅宣稱他信奉所有這些。 

使徒保羅，當他來到一個新的地方，一般先去會所，然後就

拿他們的經書，教他們經文中有關彌賽亞的事。接著，他就

可以指出耶穌就是彌賽亞。靠著舊約經文，這一切都可以進

行得很順利。 

耶穌說:“你們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有永生;給我作見證

的就是這經。”(約翰 5:39) 

再有，“神啊，我來了，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經卷

上已經記載了”。(希伯來書 17：7) 

當你從頭到尾讀舊約時，若有聖靈的膏抹，照明你心中的眼

睛，你會發現每一頁都有耶穌。 

你們都記得那個衣索匹亞的太監。在他回家途中，當腓利在

迦薩遇見他的時候，他正在讀聖經。於是腓利就從那裡開

始，向他傳講基督。幾乎在舊約的每一處，你都可以從某節

經文開始，向別人傳講基督。整卷舊約寫的都是祂。 

保羅宣稱:“我相信那些預言。”而且即使在律法書中，也

有那麼多先知說到彌賽亞的到來。保羅承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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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靠著 神、盼望死人、無論善惡、都要復活、就是他們

自己也有這個盼望。(使徒行傳 24:15) 

保羅相信“無論善惡，都要復活。”當然，在啟示錄中，我

們發現實際上有兩次復活，頭一次是義人的復活，第二次是

不義人的復活，兩次復活之間有大約一千年的間隔。 

這是頭一次的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一千年

完了。(啟示錄 20:5) 

我相信頭一次復活有一個時間。耶穌實際上是那些從死裡復

活的初熟的果子，正如他說的: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約翰福音 11:26) 

對神的兒女來說，死亡只不過是直接從這個舊帳棚換到新的

房子。啟示錄 19章是對第一次復活的事實記載。那就是，

在復活期滿時，最後進入復活的是那些在大患難時殉道的聖

徒們。他們完成了第一次復活。 

我相信當一個人的魂離開他的身體的那一刻就進入“神的新

舍，不是人手所造的”(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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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保羅，在他寫給哥林多信徒的第二封信中說到: 

“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哥林多後

書 5:1) 

這就是，當我們的身體又重歸於土時, 我們會有神的新會

幕，不是人手所造，而是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我們經常

歎息，熱切地盼望從我們的身體中被脫離釋放出來，或者離

開這個身體。這不是說我想變成赤身露體，或是沒有居所的

靈(我的期望不是變成大氣中的某些元素, 沒有居所的靈)，

我想得的是天上來的房屋，就好像穿上衣服一樣，或者遷到

我的新房屋裡去，那為神所造，而非人手所造的房屋。所以

當我們還在這個身體的時候，就會歎息，熱切地盼望脫離這

個身體。我們不是想赤身露體，而是想住到天上 去的房屋

裡。 

“因為我們曉得，我們住在身內，便與主相離。我們更願意

離開身體與主同住。”(哥林多後書 6:8) 

有一天當你看到報紙上說:Chuck Smith死了。你不要相信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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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約翰福音 11:26) 

你就打電話給那記者，告訴他這是一則拙劣的報導，恰克 

Chuck Smith只是搬家了。他從那個又破又舊的帳棚搬到了

美麗的新房屋。“神所造的房屋，不是人手所造。” 

聖經告訴我們，人本質上是個靈，而不是身體。我們藉著我

們的身體使相互之間有關聯，也通過身體來互相交往。但真

正的我卻是個靈。身體只是靈用來表達它自己的器皿而已。

但身體本身並不是我，有一天我會離開這個身體，遷入新房

屋。現在我住的是個舊帳棚，它會毀壞。但我將搬到神所造

的新房屋。 

耶穌說，“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約翰福音 14:2) 

我可以很肯定地說，有很多人，就像你們一樣，對此有一個

錯誤的概念，認為那是一些佔地十英畝，帶有漂亮花園和十

個臥室的漂亮房子。前面還有大圓柱，然後你們每人都有自

己的綠色官邸。我真的相信耶穌指的是神的房屋，並非人手

所造，是神為我造的新身體。他說， 

“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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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我在哪裡，叫你們也在哪

裡。”(約翰福音 14:2-3) 

在我的新身體裡，我就不再需要浴室，或者臥室。因此耶穌

說: 是神的房屋，不是人手所造，而是天上永存的房屋。注

意到這個對比帳棚總被認為是短暫的，現世的;而神的房屋

卻是永恆的，在天上的。從帳棚到神的房屋，保羅在他寫給 

哥林多教會第一封信中的第十五章，很自然地來說明復活的

原理。有人問到，死人怎樣復活，帶著什麼樣的身體來呢?

這也是人們常問的一個問題。我將會有一個怎樣的身體?什

麼時候我這個身體會被變掉?看來很多人對這個身體很留

戀，至少在他們的意識裡。他們總想用某種方式留住這個身

體。但我覺得呆在這個身體已經夠久了，我已準備好了丟棄

這個身體，到不是人手所造的神的房屋裡去。 

保羅說，難道你不知道種子埋到地裡要先死才能發出新芽

嗎?從地裡發出的新芽已不是你種到地裡的那粒種子了。請

特別注意這一點。從地裡發出的新芽已不是你種到地裡的那

粒種子了。你所種下去的已成空殼，現在神又給了它一個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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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喜悅的新形體;從死裡復活也是如此。所種的是軟弱的，

復活的是強壯的;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所

種的是羞辱的，復活的是榮耀的;所種的是血氣的身體，復

活的是靈性的身體。 

因為有血氣的身體和靈性的身體，天上的形體和地上的形體

之分，所以 

“我們即有屬土的形狀，將來也必有屬天的形狀。’(哥林

多前書 15:49) 

當神造這個身體給我時，他必使其適應地上的環境狀態。我

的身體可以承受每平方英吋 14磅的壓力。我的身體從氮和

氧比例為 79/20的大氣中呼吸氧氣。這個身體是神所設計屬

土的形狀，並不是屬天的。 

如果人想以這個身體離開地球的環境，他只能到一個人造的

環境,可以給你一套封閉的太空服和一個氮與氧的氣罐，來

更新你的身體，這樣的話。你就可以穿上帶有氣罐的笨重的

太空服，加重了的鞋子，漫步在太空中而不致失重。但我想

的只是“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天上永存的新房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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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為天上狀態所設計的新身體。 

神想要我在天國與他同在。為能使自己從地上的環境遷移到

天國，我的身體需要作個轉變。這個轉變發生在我死亡的時

候，那時我在地上的帳棚被拆毀了，我就可以遷入神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的房屋。世人說，他死了，聖經說我遷移了。 

 

所以保羅說，“我相信復活，無論善惡，都要復活。”我們

將會在頭一次復活的那部分。“與頭一次復活有分的人是有

褔的， 

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沒有權柄。”(啟示錄 20:6) 

這個觀念立即使那些冷嘲熱諷的無神論者和不信的人啞口無

言。他們可以預見在復活之日，他們身體需要重新組合時將

遇到的種種可怕的問題。那時他們的身體已被火葬，骨灰已

散到四處，或者是被土葬，屍體腐爛分解，成為土壤的一部

分，其中的養分被草根吸收，草被牛吃了用來生產牛奶，牛

奶又被你喝了，吸收消化後成為你身體的一部分。所以在你

的身體裡很可能有几個世紀前別人身體裡的化學成分。到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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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之日，那些化學成分該到那裡去?或者是最近做腎臟和心

臟移植的，以後誰該要回它?所以他們現在就可以預見在復

活之時會遇到的種種問題。如果這個身體是我以後永生時的

器皿，那我也會有這個問題. 但感謝神，它不是. 我“有神

造的，不是人手所造，天上永存的房屋。”保羅在寫給腓立

比信徒的信中說， 

“我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然而，我

在肉身活著，為你們更是要緊的。”(腓立比書 1:23:24) 

但我相信保羅說，“無論善惡，都要復活。” 

那不義的將會在基督作王一千年結束時 才復活。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啟示

錄 20:12) 

死亡和陰間交出其中的死人，海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們都

站在神的寶座前，卷宗展開了，他們都要受到審判。這是第

二次的復活，是不義人的復活，是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所

以保羅相信復活，無論善惡，在但以理書 12章 2節中也有

如此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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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此自己勉勵、(使徒行傳 24:16) 

我相信復活，我相信有一天所有的人都要交待，要在神面前

把他所說的話句句供出來。 

對神、對人、常存無虧的良心(使徒行傳 24:16) 

保羅在證實他作為法利賽人，“就律法上的義說，我是無可

指摘的。(腓立比書 3:6) 我是不可能這樣說的。但保羅深信

復活，知道每個人都要為他的一生作出交待， 

因此他自己勉勵、對神、對人、常存無虧的良心。 

我相信意識到此生並不是終結，而只是永生的開端，是讓你

過聖潔生活的一個保証。當人們真正有要上天堂，不要下地

獄的信念，他們就會有更大的動力去過正確的生活。 

但現在人們對地獄的概念有那麼多分歧，甚至對天堂的概

念，也傾向於相信自然主義或人道主義:生命就是她此生所

過的。所以你就豬一樣生活，狗一樣死去，這就是你生命的

終結。當人們都追隨這種觀念時，你可以看到它對這個社會

的影響:人們都像動物一樣生活。最大限度地獲取他們可能

獲取的，感覺這是我所能得到的一切，我要獲取更多，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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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就是生命的終結。事實絕不是這樣，對神的子民，這只

不過是剛開始領受神向我們顯明他更完全，更豐盛的恩典和

慈愛。死亡只是開始。但對悖逆神的人， 

“惟有戰懼等候審判和那燒滅眾敵人的烈火。”(希伯來書

10:27) 

保羅繼續他的申辯。 

過了幾年、我帶著賙濟本國的捐項和供獻的物上去。(使徒

行傳 24:17) 

你們還記得保羅在外邦教會中為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籌集

奉獻，這次他給他們帶來了馬其頓和希臘教會樂意籌集的捐

項。 

過了幾年、我帶著賙濟本國的捐項和供獻的物上去。 正獻

的時候、他們看見我在殿裡已經潔淨了、(使徒行傳 24:18) 

保羅已行了潔淨之禮，正在殿裡敬拜神。 

並沒有聚眾、也沒有吵嚷．惟有幾個從亞西亞來的猶太人．

(使徒行傳 24: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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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專心做我自己的事:敬拜神。 

他們若有告我的事、就應當到你面前來告我。(使徒行傳

24:19) 

你們沒有任何實証，腓利斯。如果我真是蠱惑生亂，反對政

府頭目的話，那些在殿裡看見我敬拜神的人應該到這裡來作

証，他們應當到這裡來告我。 

即或不然、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會前、有妄為的地方、

他們自己也可以說明。(使徒行傳 24:20) 

那天我就站在他們面前，如果我在那裡有任何妄為的地方，

讓他們現在盡管來質問。 

縱然有、也不過一句話、就是我站在他們中間大聲說、我今

日在你們面前受審、是為死人復活的道理。(使徒行傳

24:21) 

這就是我所說的，如果他們發現有冒犯的地方，讓他們自己

來說明。 

腓力斯本是詳細曉得這道、(使徒行傳 2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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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力斯本是曉得基督之道的。聖經並沒有告訴我們他從那裡

聽到這道的。總之他知曉這道，曉得耶穌基督和那些信奉他

的人。 

有非宗教的歷史故事說 Simon Magus曾與腓力斯聚到一起，

向他分享他的見主經歷，後來他們成了非常親密的朋友。他

們會在夜裡促膝談論基督信仰的道, 一直談到深夜，腓力斯

就是從他那裡知曉這道的。但這說法來自於非宗教的歷史，

我們無法確知這是不是他知曉基督信仰之道的真正來源。但

他的確非常曉得這道。就是因為如此， 

就支吾他們說、且等千夫長呂西亞下來、我要審斷你們的

事。(使徒行傳 24:22b) 

“我將從他呂西亞那裡了解此事。”呂西亞是把保羅從暴民

手中營救出來的千夫長。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腓力斯的一個

缺點。在他成為地方長官前，本是一個奴隸。但他的兄弟波

而斯是尼碌的一個心腹，通過他兄弟波而斯的影響，尼碌讓

他成為了一名長官：一個省的巡撫。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情

形，因為在這之前，羅馬帝國從來沒有一個人可以從奴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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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長官。但羅馬歷史學家達契阿斯說腓利斯仍以苛政暴力奴

役他的百姓。然而他的缺點就是拖延問題，遲遲不作決定。 

一些人同樣有這個缺點,拖延，耽擱。大約一年前的讀者文

摘上有一篇關於拖延的非常有意思的文章，講的是那些即時

行事有困難的人。他們好像總想延遲作決定，或延遲行事。

當時我妻子正和我女兒討論這篇文章，她說，“你有沒有注

意到讀者文摘上那篇關於拖延的文章？”我女兒回答說：

噢，是的，我正打算那一天來讀一下。 

他延期作審判。他說我要等到呂西亞下來，這樣我就可以從

他那裡得知到這件事的始末。 

於是吩咐百夫長看守保羅、並且寬待他、也不攔阻他的親友

來供給他。(使徒行傳 24:23) 

這樣保羅有一定的自由。他雖然在羅馬政府的監護看管之

下，但仍有自由。他的朋友可隨時來供給他。 

過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猶太女子士西拉－一同來到。

(使徒行傳 24:24) 

士西拉是希律 亞基帕一世的女兒。希律 亞基帕一世就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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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約翰的兄弟，斬首的希律王，他還捉拿彼得入獄，企

圖當眾辦他，但主在夜裡把彼得救出監獄。希律王下到凱撒

尼亞，在那裡他作了一番得意的演講，泰爾的百姓開始叫喊

說：“這是神的聲音，不是人的聲音。”主的使者立即擊打

他，他被虫咬而死。這就是希律 亞基帕一世。士西拉是他

的女兒。士西拉曾嫁給過 Azisas王，但通過法術師的幫

忙，腓力斯誘惑她離開她的丈夫，現在她就成了這個由奴隸 

轉變而來的長官腓力斯的妻子。 

腓力斯就和他的夫人士西拉同來到， 

過了幾天、腓力斯和他夫人猶太的女子土西拉、一同來到、

就叫了保羅來、聽他講論信基督耶穌的道。保羅講論公義、

節制、和將來的審判、腓力斯甚覺恐懼、(使徒行傳 24:24) 

保羅開始向腓力斯講論公義，講論神要人如何生活的道理。

就節制而言，腓力斯是個非常放縱的人。所以保羅正擊中他

的要害：將來所有的人都要受到審判。因此在保羅向他詳細

論述這些事的時候，他開始戰慄。因為他過去的所作所為，

所生活的方式，使腓利斯對將來的審判之日充滿了恐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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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戰慄，毫無疑問這是聖靈在他心裡作認罪的工。 

腓力斯甚覺恐懼、說、你暫且去罷、等我得便再叫你來。

(使徒行傳 24:25b) 

一個拖延不作決定的人！一個拖拉的人！腓力斯就繼續拖

著，直到最後。在凱撒利亞的希臘人和猶太人之間總存在著

這是誰的城市的衝突。在腓力斯拖了保羅這個事件兩年後，

那裡爆發了一次很大的爭鬥：一次聚眾暴動，猶太人反抗希

臘人對凱撒尼亞城的控制權。猶太人是這次爭鬥的勝利者，

所以腓力斯就下令羅馬士兵站在希臘人一邊，來消滅猶太

人。他們殺了成百的猶太人。他還鼓勵士兵們搶奪富有的猶

太人的房子，衝進去，把他們殺了，然後就把他們的財物洗

劫一空。 

猶太人把這事報告給了希律，腓力斯就丟了他的官，他被迫

下了台。他本該被處死的，但因他兄弟波薾斯為他說情，他

終免於一死，而代之以外放。他的“意氣風發時刻”再也沒

有來到，就像很多時候那些遲遲不能決志跟隨耶穌基督的人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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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意氣風發的時候。沒有一天會比今天更容易些。形而上

學，有一條關於重復行為的規律：講的是重復行為如何在我

們的大腦中形成反應的模式。你有沒有注意過一個織了几年

毛線的女士織毛線？他們甚至都不用看毛線。這已在他們的

大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他們所要做的只是在腦中把花樣

設置好，就像打開開關，然後他們的手就可以編織了。這只

是自動的模式反應，因為他們已經織了那麼多，他們能這樣

織。他們可以邊織毛線邊看電視，或邊坐在那裡和你聊天。

因為這些花樣都已既定在腦海裡了。這些花樣是如此深刻地

印在腦中，以致成了一個無意識的動作，一個你想都不用想

就可以做的動作。 

你有沒有曾經注意到，在很多時候，當你為一個錯誤的行為

和你自己的良心爭戰的時候，那真是激烈的爭戰和掙扎。當

你做了這件事以後，妳會感覺有多壞，感覺多有罪？對自己

起誓說，那真是太可怕了，我再也不做這種事了。但下一次

同樣的問題出現時，就沒有那麼難了。你不會像上次一樣為

抵制邪惡而激烈爭戰了。如此繼續就形成了模式，最後那個

人可以行惡而毫無良心上的遣責，雖然這曾使他如此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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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保羅稱之為良心被熱鐵烙慣了。這就是，你已失去了抵制邪

惡的敏感性。看到這些總是令人難過的狀況。 

任何經常重復的動作都會在大腦中形成模式，因此要終止它

會變得很難。重新再學總是一個比直接學更難的過程。這就

是為什麼在你想學高爾夫球時，你必須先花上几個小時跟專

業教師學習正確擊球。因為如果你擊球動作錯的話，你很難

糾正，也很難作正規的擊球揮杆動作。壞習慣很難終止，因

為他們已在你的腦中定形。 

當你不斷地拖延決志接受耶穌基督，你就會形成慣例，使得

你更難接受。你每說一次 ”不”，就會使說“是”變得更

難。這就是為什麼十分之九的人都是在十几歲的時候決志信

耶穌基督。十個有九個的基督徒都是在他們還是十几歲的時

候，在他們腦中還沒有形成拒絕的慣例前成為基督徒。 

雖然腓力斯因為認識到有罪而戰慄，他還是錯過了決志的機

會。 

腓力斯又指望保羅送他銀錢、(使徒行傳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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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聽說過保羅帶有賙濟貧窮聖徒的捐項。為什麼不捐給貧窮

的腓力斯那？他指望得到賄賂。 

所以屢次叫他來、和他談論。(使徒行傳 24:26b) 

他不斷地給保羅賄賂他的機會。他在尋找釋放保羅的借口。 

過了兩年、波求非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要討猶太人

的喜歡、就留保羅在監裡。 

非斯都到了任、過了三天、就從該撒利亞上耶路撒冷去。

(使徒行傳 24:27) 

上去，總是說上耶路撒冷去，從來不說下耶路撒冷去。從來

沒有人說，讓我們下耶路撒冷去。總是說，讓我們上耶路撒

冷去。 

祭司長、和猶太人的首領、向他控告保羅、又央告他、求他

的情、將保羅提到耶路撒冷來．他們要在路上埋伏殺害他。

(使徒行傳 25:2-3) 

非斯都接任腓力斯，成了新長官。當他上了耶路撒冷後，祭

司長立即向他控告保羅。他是另一個祭司長。亞拿尼亞已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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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兩年來對此事的干涉。這是一個新的祭司長。但他們仍

對保羅懷有強烈的敵意，他們仍在圖謀殺害他。所以他們提

議把保羅提到耶路撒冷來審訊，他們就可以在他來耶路撒冷

的路上埋伏殺害他。 

非斯都卻回答說、保羅押在該撒利亞、我自己快要往那裡

去。又說、你們中間有權勢的人、與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

甚麼不是、就可以告他。非斯都在他們那裡、住了不過十天

八天、就下該撒利亞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將保羅提上來。

保羅來了、那些從耶路撒冷下來的猶太人、周圍站著、將許

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證實的。(使徒行傳 25:4-7) 

羅馬律法中有一條是你必須證實你對他人的控告。他們雖有

很多的事控告保羅，但他們都無法證實。 

保羅分訴說、無論猶太人的律法、或是聖殿、或是該撒、我

都沒有干犯。(使徒行傳 25:8) 

我沒有觸犯律法，我沒有觸犯聖殿，我也沒有冒犯該撒。 

但非斯都要討猶太人的喜歡、(使徒行傳 25:9) 

他新官上任，急需討好這些人，就隨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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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問保羅說、你願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裡聽我審斷這事

麼。(使徒行傳 25:9b) 

在這點上，保羅已厭倦了作為政治人質，在羅馬政府的統治

者手中被推來推去。他要行使每個羅馬公民都有的一項權

利，除非他被控告為一級謀殺，搶劫，或綁架。 

保羅說、(使徒行傳 25:10a) 

上訴該撒, 這是羅馬公民在他感到在地方公堂受到不公處理

時可以提出的申訴。 

我站在該撒的堂前、這就是我應當受審的地方．我向猶太人

並沒有行過甚麼不義的事、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 (使徒行傳

25:10b) 

聽著，伙計們，你們知道我並沒有行過什麼不義的事。 

我若行了不義的事、犯了甚麼該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

辭。(使徒行傳 25:11a) 

我並不怕死，如果我真犯了什麼該死的罪。 

他們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實、就沒有人可以把我交給他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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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上告於該撒。(使徒行傳 25:11b) 

上告於該撒？合法可用的方法。 

非斯都和議會商量了、就說、你既上告於該撒、可以往該撒

那裡去。(使徒行傳 25:12) 

請注意到保羅已為基督的緣故作好去死的準備。這在他上耶

路撒冷的途中告訴過他的朋友。那他的這些激憤又是什麼意

思那？“你是在勸阻我嗎？我不怕被捆綁，我已準備在耶路

撒冷為耶穌而死。”但他也不會魯莽地無謂地喪失他的生

命。 

但有一些人會魯莽地，愚蠢地使自己陷於危險之中。我並不

認為這是神的旨意，或可自稱為明智。 

保羅使用他上訴的權利。 

過了些日子、亞基帕王、和百尼基氏、來到該撒利亞、問非

斯都安。(使徒行傳 25:13) 

這是亞基帕王，希律 亞基帕王二世。正是他的祖父希律王

下令處死所有與基督同時出生的無辜的嬰兒。他的祖叔希律

曾下令處死施洗約翰。他的父親，希律 亞基帕，曾下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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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雅各，正如我們前面提到過的。他是希律 亞基帕王二

世。他的妻子是百尼基氏是他的姐妹。她也是希律 亞基帕

王一世的女兒，和腓力斯的妻子士西拉也是姐妹。這是一起

錯綜複雜的家庭關係。 

百尼基氏最初嫁的是她的叔叔，離婚後嫁給一個有錢的商

人。當希律 亞基帕在羅馬遇見她時，就誘引她離開她的丈

夫，和他一起生活。所以希律 亞基帕二世和百尼基氏的關

係真是處於非常不光彩的情形。 

因為非斯都剛剛上任，是個新官，而希律 亞基帕仍是管轄

那部份省區的王，所以他來向非斯都問安。 

在那裡住了多日、非斯都將保羅的事告訴王、說、這裡有一

個人、是腓力斯留在監裡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時候、祭司長

和猶太的長老、將他的事稟報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對他

們說、無論甚麼人、被告還沒有和原告對質、未得機會分訴

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這不是羅馬人的條例。及至他

們都來到這裡、我就不耽延、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

上來。告他的人站著告他．所告的、並沒有我所逆料的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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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事．不過是有幾樣辯論、為他們自己敬鬼神的事、又為一

個人名叫耶穌、是已經死了、保羅卻說他是活著的。(使徒

行傳 25:14-19) 

這些事當怎樣究問、我心裡作難．所以問他說、你願意上耶

路撒冷去、在那裡為這些事聽審麼。但保羅求我留下他要聽

皇上審斷、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該撒那裡去。亞

基帕對非斯都說、我自己也願聽這人辯論。非斯都說、明天

你可以聽。(使徒行傳 25:20-22) 

非斯都沒有制裁保羅的權限。因為這並不是一個合法的程

序。保羅已上告於凱撒，那兒才是他下一步法定受審的地

方。但對希律 亞基帕和他妻子而言，這只是一種娛樂，只

是一次娛樂的大好時機。“我們願聽這個人辯論。” 

希律 亞基帕是猶太經文的學生，他曾仔細學習過猶太習俗

和禮節，所以毫無疑問，他對保羅關於耶穌基督的申辯很感

興趣。下星期我們學到保羅在亞基怕王前的申辯時，就會明

瞭。 

第二天、亞基帕和百尼基大張威勢而來、同著眾千夫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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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裡的尊貴人、進了公廳．非斯都吩咐一聲、就有人將保羅

帶進來。(使徒行傳 25:23) 

這就是說他們穿上了皇家紫袍。非斯都也許也穿上了深紅色

官服。當然還有皇家衛隊，那是些身材最高的羅馬人，從衛

士中專門選出來的精英，穿著華麗的制服，站在那裡以吸引

眾人注意。同來的還有一大群尊貴人。這是一個王顯示他榮

耀的公眾場合。亞基帕來到競技場，其他人也隨同進入。這

也許是在目前，還留存的凱撒利亞競技場裡進行的。你們曾

去過以色列朝聖的就有坐在凱撒利亞競技場的機會。坐在那

裡總是令人敬畏，想到這可能是保羅在希律 亞基帕王前申

辯的競技場。 

第二天、亞基帕和百尼基大張威勢而來、同著眾千夫長、和

城裡的尊貴人、進了公廳．非斯都吩咐一聲、就有人將保羅

帶進來。非斯都說、亞基帕王、和在這裡的諸位阿、你們看

這人、就是一切猶太人在耶路撒冷、和這裡、曾向我懇求、

呼叫說、不可容他再活著。但我查明他沒有犯甚麼該死的

罪．並且他自己上告於皇帝、所以我定意把他解去。論到這

人、我沒有確實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帶他到你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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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也特意帶他到你亞基帕王面前、為要在查問之後、有所

陳奏。據我看來、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

的。(使徒行傳 25:23-27) 

非斯都為保羅之事陷於兩難之間。因為保羅上告於凱撒，他

是羅馬公民，他有這個權利，非斯都就得把保羅送到凱撒那

裡去。然而，保羅作為政治人質，並沒有確實證據告他。如

果保羅被送到凱撒那裡，而沒有合法的指控，那麼非斯都就

會有麻煩，因為他沒有在他審判官的位置上行使羅馬政府一

貫追求的公平，對羅馬公民的公平。因而當保羅上告於凱撒

時，非斯都真的有麻煩了，因為他沒有合法的指控來起訴保

羅。凱撒就會輕而易舉地發現非斯都作為官員並不稱職，這

對非斯都來說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非斯都實在是非常高興有這次機會，因為他指望亞基帕

在聽了保羅的申訴後，能找出一些看起來能在凱撒面前合法

起訴保羅的指控。至少看起來是合法的指控。這就是非斯都

所說的，為要在把他送到凱撒前指明他的罪案，以此可正式

起訴他。因為解送囚犯而不能指明他的罪案實在是不合理

的。非斯都正處於大麻煩中，現在他希望亞基帕能幫他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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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的罪案。 

當我們學到下一章時，將會發現非斯都非常不幸，他未能如

願以嘗。亞基帕只是對他說：你有麻煩了，就由它去吧. 但

並沒有幫他指明保羅的罪案。 

下星期將是保羅在亞基帕王前激動人心的申辯。這是我在使

徒行傳中最喜歡的章節之一。保羅在亞基帕王前的申訴有如

此多的內涵，我想你會在學習中為此深深著迷。下星期在二

十七章中，我們將和保羅一起開始前往羅馬的旅程。他最後

終於踏上了羅馬之旅。“我一定要見到羅馬”，現在他終於

上路了。 

保羅曾向腓力斯作見證，講論“公義，節制，和將來的審

判，他甚覺恐懼”，所以他說，等我得便再叫你來。你只為

你的罪感到抱歉是不夠的，你曾經歷聖靈在你心裡作認罪的

工，甚至為有將來的審判這個想法而覺恐懼也是不夠的。你

必須讓你的生命順服於耶穌基督，並接受他的赦免和潔淨。

因為“無論善惡，都要復活。” 

“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羔羊的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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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第二次的死。 

”不要以為這只是有些人的胡思亂想或是迷信。這是神的

話---清楚的，有功效的。你若留心就是有智慧的。你若不

像腓力斯一樣拖延著作決定是有智慧的。你若能今晚決志接

受耶穌作你的個人的救主是有智慧的。 

我建議你不要說，等其他晚上吧，我想在另外的時候再作決

定。我鼓勵你就今晚決志。你不知道，這也許是你最後的機

會。 

就像阿摩司所言“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阿摩司書 4：

12） 

有一天，你將迎見神，但如果你沒有準備好，沒有接受耶穌

基督作救主，那將是非常令人畏懼，可怕的經歷。 

願主與你們同在。願主賜褔於你們。願主以他的大能和慈愛

保守你們，願你們這星期能成為神的器皿，向他人分享神的

愛。願你們成為那些與你們有關係的人的祝福，讓他們因你

們與耶穌的關係而被吸引，因你們與主同行而受鼓勵和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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