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行传简介
要旨：准确叙述基督教教会的诞生与成长
作者：路加（一位外邦人医生）
写作时间：AD63-70
背景：使徒行传是联系基督的事迹与教会的历史、福音书和使徒书信的一卷书。
钥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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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徒 1:8）
特色：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因作者同为路加，可看为上下集。前者讲述耶稣在世三十年间的事，
后者讲述耶稣升天后三十年间发生的事。目的均为让我们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并完成他的使命（我们的大
使命）。从本书的整体来看，可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将《使徒行传》称为：《圣灵行传》- 书中所述一切实
乃圣灵之作为；《双雄记》- 以彼得（13 章前）和保罗（13 章后）的故事为主线；《双城记》- 以耶路
撒冷（城/教会）和安提阿（城/教会）的故事为主线。
大纲：
一：耶路撒冷教会的诞生 1 章-5:11
二：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福音传至撒马利亚等地 5:12-12 章
三：福音从安提阿起继续传播至远方 13-28 章
思考题（陈建荣）
Day317: 使徒行传 第 1-3 章
1、1:1-11 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有何嘱咐、有何应许和命令？白衣者是谁？有何应许？
2、1:12-26 他们增选新使徒前做了什么？思想其重要性；和在你生命中的应用
3、2:1-13 圣灵何时降临？有何现象？门徒们的表现怎样？
4、2:14-47 彼得第一次讲道主要阐明了什么？效果怎样？会众如何反应、怎样行的？信徒们在何时、何地
赞美神？
5、3:1-10 瘸腿的人在何处做什么？彼得对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那人反应如何？彼得有什么？你有什么？
思想其宝贵性。
2、3:3:11-26 彼得第二次讲道主要阐明了什么？彼得如何告诉听众盼望在哪里？如何罪得赦免？
Day318： 使徒行传 第 4-6 章
1、4 章 彼得第二次讲道后多少人信主？ 什么人反对“死人复活”（思想：什么人不反对）？何处可看出
彼得生命的变化（胆量、口才、智慧...）？初代教会有哪些特点？
思想：如何将 4:19 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
2、5:1-11 亚拿尼亚和妻子撒非喇被惩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你认为是什么驱使他们那样做？ 3、5:12-32 使
徒们在面临逼迫的时候，心里怎样？行动又怎样？
4、5:33-41 迦玛列是什么人？他是真心帮助使徒吗，结果如何（他用怎样的逻辑推理,结论对吗？）？
思想:5:29 怎样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
5、6 章 教会出现了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思想在今日教会中的应用。执事须有怎样的素质？司提反有怎
样的特质，他身上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司提反因哪两项强加的罪名而被控告？
Day319：使徒行传 第 7-8 章
1、7 章 司提反的讲道（申诉）有哪些主题(7:2-53)？与彼得的讲道內容比较有何主要异同？司提反殉道时
谁在逼迫他的人中？司提反殉道时的情形让你想到了谁？
2、8 章 耶路撒冷教会遭逼迫造成什么结果？腓利去了什么地方？他在那里做什么？结果怎样？受洗的真谛
是什么？领受圣灵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思想：是谁、怎样开辟了这条路？）？西门的为人怎样？他的所做
所为及结果？

3、思想腓利带领太监信主的过程：他怎样顺服圣灵的引导、怎样接触到他，怎样切入话题，怎样进入正题，
怎样抓住时机等? 我们今天可怎样效法腓利？你看到太监生命变化了吗？表现在何处？
Day320：使徒行传 第 9-10 章
1、9:1-25 扫罗是什么人？ 他正热心做什么？在哪里、怎样遇到了主耶稣？怎样进了大马士革？谁带他信
主？后来结果如何？从扫罗的转变你看到了什么？
2、9:26-31 扫罗返回耶路撒冷后唯有谁接待他？为什么？巴拿巴做了什么？从他身上学到什么功课？
3、9:32-43 彼得周游传道到了哪里？做了什么？引伸：住硝皮匠的家意为着什么？
4、10:1-8 哥尼流是什么人、他居住哪里？天使让他派人到哪里？找谁？
5、10:9-16 神怎样预备了彼得？他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表示什么？
6、10:17-48 彼得如何带哥尼流信主？阐明了什么重要信息？这有什么重要意义？
Day321： 使徒行传 第 11-13 章
1、11:1-18 犹太人是怎样看待外邦人的？彼得重申了什么？
2、11:19-30 第一个外邦人教会在哪里建立？主要的“牧者”有谁？教会有什么特点？与耶路撒冷教会的关
系如何？
3、12:2 和 12:17 中的＂雅各＂是一个人吗？试加以说明。希律的结果如何，为什么？巴拿巴和扫罗带谁
回安提阿教会？
4、13 章 第一次宣教是如何成行的？福音队有谁组成（去时几人）？如何差遣的？保罗第一次讲道在何处？
内容要旨？
Day322：使徒行传 第 14-15 章
1、14 章 列出从 13 章开始他们第一次宣教经过的地方。熟悉他们的旅程路线、地图、及在每个地方发生的
事情。福音队回来时有几人，少了谁？思想他们一路的经历、艰辛、神的保守与带领。
2、15:1-35 安提阿教会与在耶路撒冷的一些信徒起纷争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的？最后达成怎样的共识？
思想具里程碑意义的“耶路撒冷会议”。彼得、雅各的讲话有哪些要旨，有何意义？
3、15:36-41 第二次宣教怎样兴起，如何开始的？保罗和巴拿巴因何事起纷争？结果怎样？思想保罗和巴拿
巴各自的个性并从中学习。
Day323：使徒行传 第 16-17 章
1、16:1-10 保罗第二次宣教出发时几人？ 找出福音队在各处人数的变化（哪里谁加入，哪里谁留下等）。
保罗是否有计划去欧洲？为什么去了？如何理解“马其顿的呼声”？福音队去马其顿时有几人？
（从 16 章开始，请你特别注意经文中「我们」「他们」称谓变化的部分，从中看出作者路加在何处加入福
音队，陪保罗走过什么地方，以及在何处未随福音队前行而留在当地牧养教会。(16:6-21:18; 27:1-28:31)
2、16:11-40 在腓立比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为何入监狱？监狱里发生了什么事？入监前多少人（家）信主？
后有多少人（家）信主？
3、17:1-9 福音队在帖撒罗尼迦做了什么？当地一些犹太人为什么心存嫉妒、如何对待他们？
2、17:10-15 在庇哩亚的情形怎样？当地人对福音如何反应？思想福音队的路加、保罗、西拉和提摩太分别
留在了哪里，去了哪里？
3、17:16-34 雅典当时有什么特点？保罗对雅典人如何调整了他的传道方式？
Day324：使徒行传 第 18-20 章
1、18:1-23 保罗在哥林多遇到了谁？他们都是做什么的？保罗在哥林多住了多久？有怎样的经历？从不信
主的罗马官员迦流的作为思想其意义以及神对万事的掌管。
2、18:24-28 保罗第三次宣教行程中在哪里遇到了亚波罗？他是怎样的人？所传的信息是否全备？他得到了
谁的帮助？

3、19:1-20 约翰的洗与我们今日所受之洗有何不同？思想保罗在以弗所的经历以及他传扬真道的迫切之心。
4、19:21-41 底米丢是什么人？他怎样、为何抵挡保罗？引起怎样的骚乱？
5、20:1-12 保罗第三次宣教行程路线？思想其路线的调整及各地在地图上的位置。保罗回亚细亚时有谁与
他同行？（引申：为什么这些各教会的代表与他同去？保罗为什么迫切急着回耶路撒冷？）路加本来在哪
里，去哪里与保罗相会？
2、20:13-38 在米利都出现的令人动容的场面是什么？保罗的心情怎样？回耶路撒冷会有怎样的危险？仔细
思想 20:18-38 节，保罗此时的心与武松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魄”有何本质区别？
保罗第一次宣教路线图：

保羅第一次行傳路線說明
1. 徒 13:1-12 保羅等被聖靈差遣，從安提阿經西流基到居比路島傳道，從撒拉米起，經過全
島直到帕弗。
2. 徒 13:13 保羅等從帕弗過海，來到旁非利亞的別加 ( 應是經過亞大利港 )。
3. 徒 13:13
約翰在別加離開保羅等回耶路撒冷。
4. 徒 13:14-14:23 保羅等去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和特庇工作，再回別加。
5. 徒 14:24-26
保羅從別加經亞大利回安提阿。
6. 徒 15:1-5 保羅等從安提阿上耶路撒冷，經過腓尼基和撒瑪利亞，沿途傳講福音。

第二次：

保羅第二次行傳路線說明
1. 徒 15:22-38
保羅和巴拿巴被差遣從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去工作。
2. 徒 15:39 巴拿巴和馬可去居比路。
3. 徒 15:40-41
保羅走遍敘利亞和基利家堅固眾教會。
4. 徒 16:1-5 保羅到特庇、路司得和以哥念。
5. 徒 16:6-10 保羅經弗呂家、加拉太、每西亞，到了特羅亞。
6. 徒 16:11-40
保羅到腓立比。
7. 徒 17:1-14 保羅到帖撒羅尼迦、庇哩亞。
8. 徒 17:15-18:18 保羅到雅典、哥林多。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
9. 徒 18:19-21
保羅到以弗所。
10. 徒 18:22 經該撒利亞返耶路撒冷。
第三次：

保羅第三次行傳線說明
1. 徒 18:23 保羅從耶路撒冷到安提阿，住了些日子，又經加拉太和弗呂家去堅固眾門徒。
2. 徒 19:1-40 保羅到以弗所傳講福音，有三個月之久。
3. 徒 20:1
保羅往馬其頓去。
4. 徒 20:2
保羅走遍了馬其頓，後到希臘住了三個月。
5. 徒 20:6-12 保羅從腓立比到特羅亞。
6. 徒 20:13-21:15 保羅步行到亞朔﹐再乘船到米推利尼、撒摩、米利都、哥士、羅底、帕大
喇、推羅、多利買、該撒利亞回到耶路撒冷。
Day325：使徒行传 第 21-23 章

1、21:1-16 保罗赶往耶路撒冷，离目的地越来越近时，你感到了怎样的紧迫与危险？（思想我们若遇到类
似的情形意志会动摇吗？）他们在凯撒利亚遇到了谁？经历了什么？你是否感到保罗回耶路撒冷的阻力越
来越大？结果如何？
2、21:17-40 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犹太人抵挡保罗？保罗被谁带到何处？保罗说希腊话能表明
什么？
3、22 章保罗用什么话为自己申诉？为什么？还记得迦玛列？（在哪儿出现过？） 保罗以怎样的讲述方式
吸引听众？
思想：在保罗的申诉过程中，你看到了他怎样为主做见证的策略（见证“三步曲”：信主前的光景；怎样
信主；信主后的经历，生命变化）？如何应用到我们自己生命中？
4、23 章 保罗在申诉中显明了怎样的智慧（参 22:25 和 23:6）？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有哪些主要分歧？神
怎样用罗马军兵救了保罗？
—————
2015-12-5
—————
Day326： 使徒行传 第 24-26 章
1、24:1-23 保罗被带到了哪里？谁在凯撒利亚？哪些人是保罗的“原告”？他们从哪里来到凯撒利亚？他
们控告保罗的“三条罪状”是什么？思想保罗在答辩中把握机会传福音的榜样。
2、24:24-27 保罗被关押多久？为什么被关押？其间罗马巡抚由谁换成了谁？
3、25 章 新任巡抚从凯撒利亚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保罗如何争辩？有何要求？亚基帕是什么人？
4、26 章 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是如何申诉的？与他第一次的申诉（22 章）比较，有何异同？非斯都为何说
保罗是癫狂了？他为何、因什么缘故可以将生死置于度外？非斯都能理解否？
Day327：使徒行传 第 27-28 章
1、27 章 犹流是什么人？他领授了什么任务？（保罗的罗马之行开始了。至少有谁与他同行？）路上经历
了哪些危险？保罗有什么建议，犹流听了没？你觉得犹流是否在保罗身上看到不同的特质？最后结果怎样？
2、28:1-15 保罗在继续罗马之行的航程中又经历了哪些主要事件？部百流是什么人？待保罗怎样？
3、28:16-31 保罗是以什么身份进罗马的？在那里的“待遇”怎样？他一直有谁陪伴？他在罗马每天做什么？
思想:本书之钥节(1:8)与结尾(28:30-31)之呼应，以及我们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