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補充資料： 

1. 使徒行傳 1-12章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CKj15v3jFc 

2. 使徒行傳 13-28章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ipngsEtSxY 

3. 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4.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5.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Reference:  

1. ｢簡易版｣聖經綜覽  

2. 漫畫聖經導覽 

 

 
5月 18日 

 

使徒行傳 第廿三章 23節至廿六章 32節 

 
 
千夫長為調查猶太人騷亂的事，將保羅帶到公會受大祭司和眾長老的審訊，但因死人復活的

議題引起更多爭論，不歡而散。千夫長得到保羅外甥告知猶太人想暗殺保羅，把保羅送到該

撒利亞，在巡撫腓力斯面前接受大祭司的盤問。在此看見上帝施恩保護保羅，逃離暗殺的陰

謀，讓他多次作見證。 

 
腓力斯看清保羅引起的猶太人騷亂、污穢聖殿及死人復活的的爭論，都是信仰問題不能受法

律制裁，但因想討好猶太人，拖延處理，想等呂西亞千夫長審理。腓力斯也想從保羅身上得

到金錢的好處，但卻被保羅的訊息打中生命的要害。 

 
非斯都接任腓力斯，猶太人利用他未有經驗作藉口，想申請保羅到耶路撒冷受審在路上暗殺

他。保羅知悉便堅持羅馬公民身份，要在凱撒利亞受審。非斯都也請了亞基帕二世和妹妹百

妮基幫忙。保羅藉此機會再重申自己信主過程，及他被召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使命。 

 
 假如你像保羅一樣被無辜監禁兩年，你會如何反應？仍會繼續傳福音嗎？ 

 
 

屬靈原則：人總會因著權勢、金錢、慾望選擇活在黑暗（罪）中，但神卻差遣信徒作

光作鹽，使人得著福音。 
 

背誦經文：「我差你到他們那裡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

但權下歸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徒 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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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9日 

 

使徒行傳 第廿七章 

 
 
由於非斯都和亞基帕都認為保羅沒有犯該死的罪，既然他上訴凱撒，便要押到羅馬受審，這

段路程並不暢順，經歷幻變天氣，不同港口的補給和沒把握的決定，雖是身為囚犯但卻因神

的同在，準確預言將要發生的事，使全體船員經風暴撞船後，聽從他的話。保羅透過他的信

心、信用、屬靈眼光、臨危不亂、以身作則、捨己顧人，以自己的生命影響別人的生命，最

終帶領全體船員到達安全的地方，這完全是因為保羅不斷堅持從天上來的異象，仍冒險前進。 

 
 在困難或危險的時候，我們能否像保羅一樣用神的話鼓勵和安慰別人，使人重拾希望？ 

 
 

屬靈原則：當人面對茫茫罪海，困難重重，失去盼望的時候，我們要以信心領人仰望

主耶穌，見到曙光，得著拯救。 

 

背誦經文：「現在我還勸你們放心，你們的性命一個也不失喪，惟獨失喪這船。」 

徒(27:22) 

     「所以眾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樣對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 

徒(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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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0日 

 

使徒行傳 第廿八章 11節至 16節上 

 
 
雖然保羅一行人幾經波折到達陌生的馬耳他島，遇上惡劣天氣，但上帝卻差派土人款待他們。

及至保羅被蛇咬傷，上帝醫治臨到，證明祂的大能，並打開了與島民溝通的大門，醫治好島

長部百流父親的熱病，及醫治其他島民。 

 
這裏顯示保羅的神蹟奇事與他的為人，得到島長和島民的極大尊重，甚至他們離開時，為他

們補充糧食。島民對保羅一個陌生人如此敬重，是因為上帝在其中作工，令人敬畏。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有沒有分別為聖，以致未信的人看見，心生敬畏我們背後的神。 

 
上帝不但保守保羅完成危險的海路行程，也讓保羅在不同的人面前蒙恩，甚至百夫長也恩待

保羅，讓他可以與當地的基督徒同住七天。 

 
 

屬靈原則：神蹟奇事的背後，總讓人看見大而可畏的神，使人心生敬畏。 

 

背誦經文：「保羅竟把那毒蛇甩在火裡，並沒有受傷。土人想他必要腫起來，或是忽

然仆倒死了；看了多時，見他無害，就轉念，說：「他是個神。」 

     徒(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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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1日 

 

使徒行傳 第廿八章 16-31節 

 

 
保羅到了羅馬，受當地的基督徒接待，心中再提起勇氣與猶太人首領見面，解釋他的景況，

並不是有心指控猶太人。部分猶太人相信自己的教派正因羅馬發生暴亂，被逐出城，人心惶

惶，因而願意聆聽保羅的教導。 

 
保羅藉此機會向猶太人證實耶穌是彌賽亞，並引用以賽亞書六章九至十節，警告心硬不信的

猶太人要回轉，但神預知他們會抗拒這福音，因此藉保羅告訴猶太人，神的福音現在已傳到

一班會聽從福音的外邦人那裏。 

 
 當保羅傳福音給猶太人時，「有的信，有的不信」，今天當我們傳揚神的道時，也有人

會心硬而受到攔阻，甚至拒絕福音。但我們只管放膽去傳，因為每一個人都需要福音。 

 
 

屬靈原則：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我們要放膽去傳，不被攔阻。 
 

背誦經文：「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 

徒(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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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保羅 

收信者：在歌羅西的教會（眾信徒）。保羅寫這封信時，可能還在羅馬自己所租的房子內為

囚（見徒二十八）。 

背 景：在保羅之前的幾百年，歌羅西就是現今土耳其地區的重要城市之一。它位於商業要

道，然而，在保羅那時代，歌羅西却淪為二流的商業城，其鄰近城市例如老底嘉，

却變為較歌羅西更重要的城市。 

福音的好消息是以巴弗帶到歌羅西的，他是因保羅在以弗所傳道而成為基督徒的。

歌羅西距離以弗所約有一百哩，歌羅西的教會是個外邦人（非猶太人）的教會。腓

利門是這個教會的會友之一。 

假教師滲入歌羅西的教會，他們誤導百姓去拜天使及嚴守猶太的儀式。以巴弗到羅

馬去，把事情的原委告訴保羅。於是保羅寫了這封信，讓以巴弗帶回去。保羅在這

封信中，特別強調基督是主的這個真理。我們應該敬拜並服事我們的主耶穌。 

 
信息重點： 

 保羅告訴歌羅西教會的信徒，他們要認識耶穌是誰，並知道祂的大能。祂是萬物的主宰。 

 我們應該過聖潔的生活，要離棄邪惡，作討上帝喜悅的事。耶穌必須是我們生命的主。 

 我們應該竭盡所能、為主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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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2日 

 

歌羅西書 第一章 

 
 
歌羅西教會當時面對猶太教提倡律法和規條主義，而異端諾斯底派則提倡二元論，將世界分

成美善的屬靈世界、邪惡的物質世界，強調人只能透過智慧才能得到解脫，把基督的地位貶

低，否定祂的完全神性。保羅透過歌羅西書，針對異端，指出基督的超越性，祂是神的真像，

見祂等於見神。基督是絕對首先的王，是永生的神，是萬物的創造主和維持者，祂也是教會

的元首。基督的超越性不只在時空、地位、權柄上，祂也是一切執政掌權者和天使的元首，

因為天父一切的豐盛都有形有體地居住在基督裏。 

 
透過基督在十字架的流血受死，信徒得以潔淨並與神和好。神已經藉著基督，將人不知道的

奧秘顯明出來。這奧秘就是外邦人能夠享有基督救恩的榮耀盼望。信徒的責任是要用諸般的

智慧去傳揚祂，勸戒、教導每一個人，把人引到基督面前。 

 
 

屬靈原則：基督藉著十架的死使人與神和好，神拯救萬民的奧秘已經顯明了。 
 

背誦經文：「這道理就是歷世歷代所隱藏的奧祕；但如今向他的聖徒顯明了。神願意

叫他們知道，這奧祕在外邦人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就是基督在你們心裡

成了有榮耀的盼望。」西(1: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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