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行传

保罗受审
第十九课…

场景在该撒利亚，是罗马巡抚治理的所在。

使徒行传廿四至廿六
该撒利亚

使徒保罗变成 个囚犯 ─
使徒保罗变成一个囚犯

保罗受审

 在耶路撒冷被捉拿
 公会变成一群暴民在审判他
 保罗就被押送、也是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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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
和一个辩士帖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

廿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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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已经转变在外邦的世界，
罗马法庭巡抚的衙门当中，
坐堂当时的巡抚叫作腓力斯。

开始播放

‧在腓力斯前受审 ‧在腓斯都前受审‧在亚基帕前受审
当时犹太人受罗马政府的统治，罗马政府派当地巡抚来治理，
犹太
政府
政府
抚
犹太人跟巡抚之间的关系很有张力。
保罗被提了来，帖士罗就告他说：
「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
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
；
」
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
廿四2b-3

犹太人控告保罗的时候，还挺巴结当时治理他们的巡抚。
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
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
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

廿四5-6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
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
大部分的外邦世界都说这是犹太教分支里拿撒勒教党的…

‧在腓力斯前受审 ‧在腓斯都前受审‧在亚基帕前受审
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
「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
你查问就可以知道 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十二天
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十二天，
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
和人辩论，耸动众人。
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
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
我正按着那道事奉我祖宗的神，
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
并且靠着神 盼望死人 无论善恶 都要复活
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
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
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亏的良心。」
廿四10-16

保罗跟控告的人之间，有共同信仰的根基、共同服事的上帝，
真正不 样的 所盼望的就是使死人复活
真正不一样的，所盼望的就是使死人复活，
这位上帝成为保罗所事奉的，也是盼望的根基。

‧在腓力斯前受审 ‧在腓斯都前受审‧在亚基帕前受审
腓力斯本来是个奴隶，他的兄弟是皇帝的亲信，
后来被平反，步步高升做到了巡抚，
 为人凶残、没有什么政绩可言，后来就被替换掉
替换掉了
了
 娶了一个妻子是土西拉，
希律王亚基帕一世的妹妹，腓力斯的第三任妻子
所以他有一些可责之处。
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亏的良心。
我带着赒济本国的捐项和供献的物上去。
我带着赒济本国的捐项和供献的物上去
廿四22 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
「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
下来 我要审断你们的事 」
廿四16-17

腓力斯有一点恐惧、有点逃避，不想面对事实，
腓力斯有
点恐惧、有点逃避，不想面对事实，
所以先把这个案子放在一边。

‧在腓力斯前受审 ‧在腓斯都前受审 ‧在亚基帕前受审

巡抚要奉罗马政府的命令来治理以色列人的时候，
要有政绩，一定要先讨好犹太人，
把他们管得好好的、稳稳当当的，才有功绩可言。
非斯都还是把保罗放在监牢里…
非斯都到了任，过了三天，
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
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
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
又央告他 求他的情 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
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
来
来，
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
廿五:1-3

事奉上帝的人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
保罗非常有智慧，知道犹太人的阴谋两年之内没有改变，
，
，
坚持在该撒利亚受审，不要到耶路撒冷去。

‧在腓力斯前受审 ‧在腓斯都前受审‧在亚基帕前受审
过了几天，腓力斯和他夫人
─犹太的女子土西拉 ─一同来到，
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

廿四24-27

信基督耶稣的道。
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
腓力斯甚觉恐惧，说：
「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
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 所以屡次叫他来 和他谈论
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
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
过了两年 (保罗在该撒利亚被关了两年)
过了两年，(保罗在该撒利亚被关了两年)
波求非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
巡抚害怕、主审官害怕，换人了。

‧在腓力斯前受审 ‧在腓斯都前受审 ‧在亚基帕前受审

所有要告他的人都上到该撒利亚，在那边坐堂…
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
那
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
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
「 论
，
，
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
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

廿五7-8
廿

在政治的部分也没有干犯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当时是极重的刑罚，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当时是极重的刑罚
当他们传钉十字架的耶稣，
样有战乱犯、政治犯的嫌疑？
一样有战乱犯、政治犯的嫌疑？
保罗这个时候作囚犯的身分每一次出来答辩，
反而能够洗刷基督徒在主后第一世纪
反而能够洗刷基督徒在主后第
世纪 ─
绝对不是战乱犯、不是政治犯，没有谋反。

‧在腓力斯前受审 ‧在腓斯都前受审 ‧在亚基帕前受审

为什么路加要用这样的笔法 ─
一面讲述福音的传扬，一面讲述保罗所受到的审判跟逼迫，
这是使徒行传写作的用意。
有学者认为，使徒行传写到保罗在罗马可以自由往来，
就没有再写了，因为他达到目的了 ─
 保罗是没有罪的、主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不是罪犯
 耶稣基督是无辜被害的，就像使徒保罗
这是使徒行传写作的宗旨，
洗刷了基督徒在主后第一世纪战乱犯、政治犯
政治犯的疑窦。
的疑窦。

‧在腓力斯前受审 ‧在腓斯都前受审 ‧在亚基帕前受审

这些犹太人控告保罗，可是又不能证实…
廿五10

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

他很聪明，不要被犹太人支配给拉到耶路撒冷去。
非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
非斯都和议会商量了
就说：
「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
过了些日子 亚基帕王和百尼基氏来到该撒利亚 问非斯都安
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氏来到该撒利亚，问非斯都安。
廿五12 13
廿五12-13

耶路撒冷所在的巴勒斯坦，是罗马的殖民地，
有分封的王希律、也有巡抚来治理他们。
 分封王希律这时是亚基帕王
 耶稣出生要屠婴的是亚基帕王的曾祖父
 曾祖父的弟弟杀了施洗约翰、使徒雅各
 妻子百尼基其实是亚基帕的妹妹…

廿四到廿六章的场景，都是在法庭审讯，
廿四到廿六章的场景
都是在法庭审讯
供词答辩当中澄清很多事情，
对后来福音在主后第一世纪罗马世界当中的传扬
对后来福音在主后第
世纪罗马世界当中的传扬
传扬，
传扬，
是非常的重要。

‧在腓力斯前受审 ‧在腓斯都前受审‧在亚基帕前受审

‧在腓力斯前受审 ‧在腓斯都前受审‧在亚基帕前受审

非斯都已经不晓得怎么审理了
非斯都已经不晓得怎么审理了，
所以亚基帕一起坐在审讯的位置上来审判。
廿六章保罗是在亚基帕王面前分诉，
廿六章保罗是在亚基帕王面前分诉
是保罗的证词、他的布道会，其实是在受审。

非斯都把他手上犯人、难办的案子，讲给亚基帕王听，
这个人是上一任巡抚留下来给我的，很难办，
 明明没犯什么罪，犹太人拚命想要告他
 我是想放他，这个人又说他要上告给该撒
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
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
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
这些事当怎样究问，我心里作难。
廿五22 亚基帕对非斯都说：「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
亚基帕对非斯都说 「我自 也 听这人辩论 」
廿五18b-20a

这两个人私下嘀嘀咕咕，关键就是「找不到他有什么罪…」
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
非斯都说：「我查明他没有犯甚么该死的罪。」

廿五23-25

跟千夫长所上文书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

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
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
更可幸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
所以求你耐心听我。
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
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
廿六2-4

又讲述往大马色路上被光照、生命被翻转，
跟第九章记载 前面二十二章保罗的分诉
跟第九章记载、前面二十二章保罗的分诉，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在腓力斯前受审 ‧在腓斯都前受审‧在亚基帕前受审

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

廿六19-20

耶稣基督的受害、从死里复活，
都是众先知跟摩西所说将来 成的事情；
都是众先知跟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情；
他说 ─ 我今天的服事、被抓，
都是为着我去宣扬、事奉过去所逼迫的耶稣。
他很完整的讲述他的见证、蒙召、
如何归向上帝、他的使命、异象、遭受的攻击和逼迫。
保罗又再一次在亚基帕王面前完整的作了一次的见证。
保罗这样分诉，非斯都大声说：
保罗这样分诉
非斯都大声说
「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

廿六24

保罗在传福音当中的热忱、热情，不像一个被告…

‧在腓力斯前受审 ‧在腓斯都前受审‧在亚基帕前受审

逼迫他、审问他的人，反而被保罗审问了，
迫他 审 他的
被保 审
对保罗所说、所讲的，不可能没有回应。
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坐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
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甚么该死该绑的罪。」

廿六30-31

这是保罗每一场审讯的结论，
都要说明主后第 世纪的基督徒、基督教、领袖，
都要说明主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基督教、领袖，
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是可以释放的。
保罗要上告该撒，也就是把福音带到罗马的路程，
保罗要上告该撒
也就是把福音带到罗马的路程
患难、捆锁都在这里，
福音的进展也同时展现在主后第 世纪。
福音的进展也同时展现在主后第一世纪。
求上帝开我们眼睛，
让我们看见的不是锁炼 不是逼迫
让我们看见的不是锁炼、不是逼迫，
让我们看见福音的大能。

‧在腓力斯前受审 ‧在腓斯都前受审‧在亚基帕前受审

求主恩待，让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
 不只是把福音的内容很准确的传递
是
音 内容 准
 给我们准确的态度、传福音的迫切、积极

以致于让审判官都觉得被威胁了。
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
亚基帕对保罗说 「你想少微 劝 便叫我作基督徒啊！」
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少微一劝，便叫我作基督徒啊！」
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
不但你 个人 就是今天 切听我的 都要像我 样
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
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炼。」
廿六27-29

保罗在公堂、在被告当中所求的，不是求释放，
是求叫听他讲道的人、听他答辩的人，能够信耶稣，
能够像他一样成为跟随耶稣、事奉上帝的人。

爱我们的耶稣，感谢你，
让我们在保罗的审讯跟答辩当中，
看见福音的真理不被捆绑，
看见福音的真理不被捆绑
看见你的仆人如何可以大得胆量，
放胆传讲福音的奥秘。
不论在巡抚、在犹太暴民、在亚基帕王面前，
你的福音就是这样真实的被传扬开来了。

祷告

主耶稣我也求你同样的圣灵来膏抹我们，
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处境当中
让我们在生命的每
个处境当中，
都能够高举福音的杯，
高举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救恩的杯，
高举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救恩的杯
向万民来见证 ─ 你是真神、你是活神！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