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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預查 

保羅到達羅馬（28:1-31） 
3/5/2018 

一. 引言 
 

1. 順服帶來神的祝福，不順服帶來祂的管教，這是基本聖經真理。路 11:27-28

記載， “有一個女人大聲說、懷你胎的和乳養你的有福了。耶穌說、是、卻

還不如聽 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2. 神賜福順服祂的人的一個方法就是如他所願。詩篇 37:4： “又要以耶和華為樂．

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箴言 10:24：“惡人所怕的必臨到他．義人所願

的必蒙應允。” 

3. 多年來，使徒保羅一心想去羅馬傳福音。在 19:21，他說， “這些事完了、保

羅心裡定意、經過了馬其頓亞該亞、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說、我到了那裡以

後、也必須往羅馬去看看”。在別處經文，保羅不斷對羅馬信徒表達他要去羅

馬拜訪他們的意願（羅 1:11, 15; 15:23）。 

4. 終於，神按祂的時間，批准祂忠心僕人的心願。保羅在羅馬監獄等待了兩年

之久，在去羅馬的海上歷經兩星期之久的可怕風暴，和第四次的沉船（林後

11:25），終於來到羅馬。本段經文精彩地記載了保羅去羅馬帝國首都的事。 

5. 在使徒行傳的開始，保羅來到地中海的一個島，叫米利大（Malta）。他在兩

個月前離開該撒利亞，往羅馬去，要在羅馬皇帝面前申訴。當他們到達了革

哩底島的港口佳澳，保羅就建議在此地過冬。但百夫長不聽保羅的話，因為

在佳澳過冬不便，就想冒險到革哩底的另一港口非尼基去過冬。忽然，保羅

的船遇到可怕的友拉格羅風暴。絕望中，在海上掙扎了十四天，橫渡地中海，

在亞底亞海中飄來飄去，終於來到意大利南邊的米利大島。他們想在那裡讓

船開上沙灘，卻擱淺了。船頭膠住不動，而船尾被浪的猛力衝擊而損壞。船

上 276 人神蹟性地安全到了島上。神應許保羅，船雖然會被毀，但所有人都

不致死亡（27:22）。神也應許船會撞在一個島上（27:26）。當船到達米利大

時，神的兩個應許都應驗了。 

6. 使徒行傳 28:1-16 記載五件事情的發生：土人的款待，保羅被蛇咬，使徒的醫

病，終於到羅馬，和保羅被軟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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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保羅去羅馬的旅程（二）：米利大至羅馬 

1. 土人的款待（28:1-2） 

28:1 我們既已得救、纔知道那島名叫米利大。 

28:2 土人看待我們、有非常的情分、因為當時下雨、天氣又冷、就生火、接待我

們眾人。 

1) 船上所有的人經過風浪，安全到了島上，才知道這島名叫米利大。米利大

位於西西里島之南五十八哩，面積約 17X9 哩。因為島並不大，他們很快

就知道他們所處的地方；可能從當地的土人得到資訊。當地的土人是腓尼

基人的後裔，而按照腓尼基文，米利大的意思大概是“避難之地”。米利大

（馬耳他）在十九世紀前期成為英國屬地，但在 1964 年獨立。 

2) 路加用【土人】來稱呼米利大人，並非指他們是野蠻人。【土人】的希臘

原文意思是指那些不是以希臘文或拉丁文為母語的人。因此聖經稱他們為

【土人】，並沒有歧視的意思。 

3) 從米利大土人初次看到這些訪客的反應，證明他們不是野蠻人。路加記載

他們【有非常的情分】（showed extraordinary kindness）， 就是說超過平

常的接待。他們沒有殺外來的人，也沒有像一般古代的人將這些船沉的難

民當作奴隸。反而，路加說，【因為當時下雨，天氣又冷，就生火，接待

保羅眾人】。經過長途的折磨，游泳上岸，泡在水裡，被大雨淋到濕透透，

被十一月的寒風吹的全身發抖，他們很高興有火可以取暖。 

4) 神吩咐教會領袖（提前 3:2; 多 1:8）和所有信徒（羅 12:13; 來 13:2; 彼前

4:9）要用愛心接待客人。這些土人的表現說明了這個重要的真理。神一般

性啟示中的一種方式是寫在人心裡的道德律法。即使細節上可能有所不同，

每一種文化就有定出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羅 2:14-15, 27）。既然神

這樣啟示了祂自己，所有人就沒有藉口了（羅 2:1-3）。神就可以很公平地

按在人心裡的良知來審判那些從未聽過福音的人，而不要求他們也一樣謹

守神加在聽過福音的人身上的道德標準。 “因為 神不偏待人。凡沒有律

法（只有一般性的啟示）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滅亡．凡在律法以下犯

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審判”（羅 2:11-12）。 
 

2. 保羅被毒蛇咬（2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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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那時、保羅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條毒蛇、因為熱了出來、咬住他的

手。 

28:4 土人看見那毒蛇、懸在他手上、就彼此說、這人必是個兇手、雖然從海裡救

上來、天理還不容他活著。 

28:5 保羅竟把那毒蛇甩在火裡、並沒有受傷。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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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他們必須不斷加柴在火上，火才不至於熄滅。保羅彎腰，拾柴，放在火上

的舉動顯出他的謙卑。謙卑不是故意在人面前低聲下氣，而是沒有為自己

的地位或好處著想。保羅沒有想到他是使徒，教會領袖的身份，而謙卑正

是一個領袖必須具備的品格。正如他沒有想到他正在為福音受苦，他正在

面臨逼迫和死亡。他只想到我是否做到主人要求我作的事；我所作的是否

能使我的主人喜悅。耶穌說，“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

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 10:45）。耶穌替門徒洗腳

（約 13:3-5），展示了什麼樣的事奉才是謙卑的事奉。 

2) 【保羅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很不幸的，其中有一根柴其實是一條活

的毒蛇，而毒蛇【因為熱了出來，咬住他的手】。忽然的熱驚嚇了這條毒

蛇，它就咬了保羅的手。 

3) 有人認為這件事是路加編造出來的故事，為的是要表現出保羅的偉大，或

路加誤將一無害的蛇當作毒蛇。他們如此質疑是因為現代的米利大島上沒

有毒蛇的存在。但他們也無法證明在十九世紀前，島上沒有毒蛇。因為經

過長期以來文明的進步，毒蛇可能滅跡了。 

4) 身為一個醫生，路加不太可能誤判。那些土人的反應就最好的證明。根據

他們的經驗，他們認定保羅一定會死。【土人看見那毒蛇，懸在他手上。

就彼此說，“這人必是個兇手，雖然從海裡救上來，天理（justice）還不容

他活著】。 

5) 此處我們看到另一個真理，就是所有的人都有一個【天理】的概念。土人

看到伴隨的羅馬兵丁，知道保羅是一個囚犯，可能是一個兇手，因此斷定

他必不能逃脫死的命運。即使他從海裡被救起來，但【天理】（公平，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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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爺）不會讓他活下去。很明顯的，米利大的土人有“對或錯“的觀念；他

們顯出寫在他們心版上的律法（羅 2:15）。 

6) 雖然保羅曾經想要殺基督徒，但得救後，他的兇手性情就消失了。他僅僅

【想要把那條蛇甩在火裡，並沒有受傷】。 他出奇地鎮靜，不像一個被毒

蛇咬的人那麼恐慌。保羅對神有絕對的信心，因為神多次地應許，他會平

安到達羅馬（23:11; 27:24）。他知道他不會死在米利大島上。使徒行傳中，

神常常用神蹟來證實祂的信息和祂的僕人的身份。 

7) 土人以為他的手【要腫起來，或是忽然仆倒死了】。當他們【看了多時，

見他無害，就轉念說，他是個神】。很明顯地，他們錯以為這個人不是他

們的神明的受害者，而是神明自己。他們相信，像這樣的神明是不會被小

小的一個蛇咬所影響的。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保羅被誤以為是一個神明

（14:6）。 
 

3. 保羅公開醫病（28:7-11） 

28:7 離那地方不遠、有田產是島長部百流的．他接納我們、盡情款待三日。 

28:8 當時、部百流的父親、患熱病和痢疾躺著．保羅進去、為他禱告、按手在他

身上、治好了他。 

28:9 從此、島上其餘的病人、也來得了醫治。 

28:10 他們又多方的尊敬我們．到了開船的時候、也把我們所需用的送到船上。 

28:11 過了三個月、我們上了亞力山太的船、往前行．這船以丟斯雙子為記、是在

那海島過了冬的。 

1) 不遠之處，【有田產是島長部百流的】。從【島長】這個頭銜，說明部百

流是羅馬政府派在米利大的巡撫。部百流接待（welcomed）保羅他們 276

人，並【盡情款待（entertained courteously）三日】，直到他們預備好過

冬的需用之物。即使當時部百流的父親患熱病和痢疾躺著，部百流仍然

【盡情款待】他們。 

2) 神常常因祂的子民的善行而報答他們（創 12:3; 太 10:40-42; 25:31）。祂使

保羅有醫病恩賜來報答部百流的熱忱款待。【保羅進去，為他禱告，按手

在他身上，治好了他】。保羅禱告表示他醫病是依靠神的能力；按手在病

人身上表示他是神所使用的賜福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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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毫無疑問，這件事發生後，【島上其餘的人，也來得了醫治】。雖然路加

在此沒有記載，但肯定保羅有向米利大人傳福音，因為神蹟的目的就是要

證實保羅是神所差遣來的僕人，並傳神的福音。由於百夫長猶流的寬容對

待，他們得以在海島上過了三個月（28:11），保羅就有了許多機會傳福音。

有傳說，米利大教會就在此時開始，而且部百流就是第一位牧師。 

4) 第 10 節的描述隱含當時米利大教會成立，【又多方的尊敬我們，開船的

時候，也把我們所需的送到船上】。這顯然是愛滿溢的表現，說明當時至

少有一些米利大人接受了保羅所傳的福音。 

5) 三個月後，保羅和同工們終於可以離開米利大。猶流安排乘搭一艘正在米

利大過冬，從亞力山大來的船。【這船以丟斯雙子為記號】。這雙子就是

希臘神話中的丟斯的兩個兒子，Caster 和 Pollux，被認為是保護水手的神

明。 
 

4. 終於到達羅馬（28:12-15） 
 

28:12 到了敘拉古、我們停泊三日。 

28:13 又從那裡繞行、來到利基翁．過了一天、起了南風、第二天就來到部丟利。 

28:14 在那裡遇見弟兄們、請我們與他們同住了七天．這樣、我們來到羅馬。 

28:15 那裡的弟兄們、一聽見我們的信息、就出來到亞比烏市、和三館地方迎接我

們．保羅見了他們、就感謝 神、放心壯膽。 
 

1) 離開米利大，船到了敘拉古，在西西里島的東南岸，離米利大約 100 哩。

傳說保羅在船停泊敘拉古三天之間，建立了教會。之後，他們的船繞行

（逆風），到達意大利半島的南端利基翁。他們就在那裡停留一天，終於

等到南風（順風），使他們可以穿過瑪西拿海峽（在意大利大陸與西西里

島之間），第二天來到部丢利。部丟利（今日的 Pozzuoli）是意大利最重

要的商業城。雖然離羅馬有 150 哩，但卻是羅馬的主要港口。在保羅時代，

它是一個約十萬人的城市。 

2) 在這不小的城市裡，保羅遇見一些弟兄（基督徒）。那些信徒請他們同住

七天；當然是得到百夫長猶流的准許（27:3）。最後，保羅終於來到羅馬。 

3) 之前，那裡的弟兄聽到他們來了，就在亞比烏市（Market），和三館

（Three Inns）地方迎接他們。三館約離羅馬 43 哩。有些弟兄比較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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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就在離羅馬比較近三館地方（35 哩）與他們見面。保羅因為他們以

愛心對待他，【就感謝神，放心壯膽】。 
 

5. 保羅被軟禁（28:16） 

28:16 進了羅馬城、〔有古卷在此有百夫長把眾囚犯交給御營的統領惟有〕保羅蒙

准、和一個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處。 

1) 百夫長猶流繼續寬宏對待保羅。當保羅和他的同工【進了羅馬城，保羅蒙

准，和一個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起】。這個兵（可能幾個人輪流）與保

羅鎖在同一條鐵鍊上（28:20）。 

2) 這段經文，顯示出神如何用不同的方法恩待祂的忠心僕人。 

a) 神的恩典在保羅身上：猶流善待保羅，准許他在西頓上岸（27:3）。米

利大土人在保羅沉船後也是善待他（28:1-2, 10）。 

b) 神滿足保羅的需求：部百流讓保羅他們在米利大有一塊立足之地

（28:7）。在部丟利，有一批基督徒來迎接他們（28:18）。 

c) 神鼓勵保羅：面臨海上可怕的風暴，神差遣一個天使來叫保羅不要害怕

（27:23-24）。保羅也大大從羅馬信徒得到安慰，因他們很迫切地在羅

馬城外與他相遇（28:15）。 

d) 神不使保羅受到傷害：祂在保羅面對風暴，沉船時，和被毒蛇咬時救了

保羅。 

e) 神增加保羅的影響力：保羅大大影響那些與他同船，逃過風暴和沉船災

難的人。並且藉著他的傳福音，一個教會在米利大成立，可能在敘拉古

也是如此。 

f) 神滿足保羅的願望：保羅多年渴望去羅馬看看，現在這願望成真。 
 

三. 永不結束的故事（28:17-31） 

1. 前言 

1) 使徒行傳的最後一章既是一個結尾，也是一個開始。在本章裡，路加用敘

述的方式在描述早期教會歷史上做一個暫時的結束。這敘述包含教會在地

理上的擴展：從五旬節在耶路撒冷的誕生，到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

大部分的羅馬世界（地極, 1:8）。本書也記載教會在種族上的擴展：開始

的時候，教會是由猶太人組成的，後來卻包括了撒瑪利亞人和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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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藉著保羅不懈的努力，教會被建立，堅固，產生領袖，防備假師傅。但他

那無畏，絕不妥協的傳道，卻為他自己樹立了不少的仇敵。最後，他們將

他捉拿，羅馬人將他監禁。但在羅馬審判官面前三次受審，仍然無法定他

的罪。保羅不得已去羅馬皇帝面前申訴。經過一次可怕的海上旅程和船毀，

保羅終於到達羅馬帝國的首都羅馬。 

3) 路加的敘述就在此結束，但基督教的歷史仍然延續下去。在 28 章所記載

的那次羅馬監獄的監禁後，保羅被釋放出來。他繼續他的傳道事工，甚至

可能曾經到達西班牙（羅 15:24）。幾年後，他第二次被監禁。這一次他

終於死在獄中，但教會的歷史並沒有因保羅的死而結束。甚至在最長壽的

使徒約翰在第一世紀末死後，教會仍然繼續。使徒們將棒子交給第二代的

領袖們，而他們也將之傳給後來的世代。結果，基督的歷史仍然繼續，直

到今日。 

4) 雖然使徒行傳的結束很突然，但卻不是未完成。它主要是要顯示出教會能

力的來源：聖靈；教會蒙福的方式：行在聖靈中；教會的信息：能救人的

耶穌基督的福音；教會面臨的危險：教會裡的罪，教會外的假師傅；教會

的優先次序：將神的話語教導信主的人，並將福音傳給未信主的人。 

5) 使徒行傳以保羅到達羅馬為結束。這史上最偉大的帝國的首都羅馬卻是異

教敬拜的中心。因此保羅在這傳福音的工場中成為一個囚犯。雖然使徒行

傳聚焦在傳福音的事上，但卻以保羅第一次在羅馬傳福音的記載為結束

（非最後一次，腓 1:13; 4:22）。 
 

2. 保羅自我介紹（28:17-20） 

28:17 過了三天、保羅請猶太人的首領來．他們來了、就對他們說、弟兄們、我雖

沒有作甚麼事干犯本國的百姓、和我們祖宗的規條、卻被鎖綁、從耶路撒冷解在羅

馬人的手裡。 

28:18 他們審問了我、就願意釋放我．因為在我身上、並沒有該死的罪。 

28:19 無奈猶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於該撒．並非有甚麼事、要控告我本

國的百姓。 

28:20 因此、我請你們來見面說話．我原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這鍊子捆鎖。 

1) 保羅是一個不浪費時間的人。他在到達羅馬三天後就請猶太人的首領來。

猶太人社區的首領包括會堂中有名望的人。這是保羅佈道的慣例。他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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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地方去傳福音，總是先到猶太人會堂（羅 1:16）。雖然有人指責他反

猶太人，事實卻證明不是如此（羅 9:1-3; 10:1）。即使在他一生的事工中，

他遭受到猶太人的逼迫和毀謗，但他卻對他的同胞們不懷任何的敵意或怨

恨。因此，他一到羅馬，就直接找他們來。可能保羅以為他們聽到從耶路

撒冷猶太人傳來有關保羅的消息。 

2) 保羅面臨一個微妙的情形。他必須向他們解釋為何他成為一個囚犯，並為

他的無辜辯護，但卻必須避免挑撥離間。他在他們面前的辯護是他的第七

次，也是最後一次。當領袖們來了之後，他就對他們說，【弟兄們、我雖

沒有作甚麼事干犯本國的百姓、和我們祖宗的規條、卻被鎖綁、從耶路撒

冷解在羅馬人的手裡】。猶太人公會控告他煽動叛亂羅馬政府，是異端的

頭領，和玷污聖殿（24:5-6）的罪都是無中生有的。羅馬的猶太人領袖不

太在乎第一件控罪，因此保羅連提都不提。對第二個控罪，保羅絕對否認，

宣告【我沒有作甚麼事干犯本國的百姓、和我們祖宗的規條】。只因為公

會對福音的敵視，保羅【卻被鎖綁、從耶路撒冷解在羅馬人的手裡】。 

3) 為了證明他的無辜，保羅指出，【他們審問了我、就願意釋放我．因為在

我身上、並沒有該死的罪】。三個羅馬官員，呂西亞（23:28-29），腓力

斯（24:22-27），和非斯都（25:28-29），連希律王亞基帕（26:31-32），

都確定了保羅的無辜。公會在三次的會審中都提不出任何的證據。 

4) 羅馬人沒有釋放保羅的唯一原因就是怕惹怒了猶太人；對腓力斯和非斯都

來說釋放保羅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決定。因此，保羅【只好上告於該撒．

並非有甚麼事、要控告我本國的百姓】。因此這案件被從巴勒斯坦轉移出

來。保羅不願意在任何事上被認為攻擊猶太人。他的行動純碎是自衛，不

是攻擊；他是一個被告，不是原告。 

5) 為了使羅馬猶太人領袖可以直接從他了解到這件事的真相，保羅就【請他

們來見面說話】。接著，他提起他的被捕和被囚背後的原因。他宣告，

【我原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被這鍊子捆鎖】（弗 6:20; 提後 1:16）。以

色列榮耀的盼望就是彌賽亞的降臨，和與祂的降臨有關的復活和國度。就

是保羅宣講耶穌是復活的王這件事觸怒了猶太人的領袖們。 

6) 在保羅的辯護中，他為他相信以色列的盼望受審這主題重複出現。在公會

面前受審時，保羅“看出大眾、一半是撒都該人、一半是法利賽人、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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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中大聲說、弟兄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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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在腓力斯面前受審，保羅向他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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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書上一切所記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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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4-15）。保羅也向亞基帕堅稱，“現在我站在這裡受審、是因為指望 

神向我們祖宗所應許的”（26:6）。 

7) 這盼望完全符合舊約聖經。古老的約伯記中就如此表達，“我這皮肉滅絕之

後、我必在肉體之外得見 神。我自己要見他、親眼要看他、並不像外人．

我的心腸在我裡面消滅了” （伯 19:26-27）。約書亞也預言， “死人要復活．

屍首要興起。睡在塵埃的阿、要醒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

地也要交出死人來” （賽 26:19）。在但以理書 12:2，但以理聽到天使長米

迦勒說， “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

遠被憎惡的” 。 
 

3. 猶太人領袖感興趣（28:21-22） 

28:21 他們說、我們並沒有接著從猶太來論你的信、也沒有弟兄到這裡來、報給我

們說、你有甚麼不好處。 

28:22 但我們願意聽你的意見如何．因為這教門、我們曉得是到處被毀謗的。 

1) 猶太人領袖說他們並不知道保羅在耶路撒冷的事，也沒有收到從那裡來的

信。沒有弟兄到羅馬來說保羅的壞話。可能有人覺得難以相信，羅馬的猶

太人竟然沒有聽到有關保羅的消息。但保羅所乘的是在航季的最後一批離

開巴勒斯坦的船，而到達意大利時是新的航季開始後最早到的。很難有人

比他晚離開，卻更早到達。更有可能羅馬的猶太人與猶太的少有來往。 

2) 無論羅馬的猶太人聽到什麼，他們不想管保羅的案件。十年前因為羅馬政

府與基督徒起衝突，他們曾被驅趕出羅馬。現在他們不願意被牽涉到任何

與羅馬政府有關的矛盾裡。而且公會從未要求他們參與。他們也清楚知道

保羅的被控訴是非常牽強的。兩個羅馬巡撫都說保羅無罪，現在保羅已經

上訴羅馬皇帝。他們決定最聰明的行動就是不要與保羅的案子扯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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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們禮貌上向保羅表示願意聽保羅的意見如何。他們很謹慎地表示他們知

道基督教不被接受，到處被毀謗。他們不完全忽視基督教，基督教在羅馬

已經存在多年了。 
 

4. 保羅講論福音（28:23-24） 

28:23 他們和保羅約定了日子、就有許多人到他的寓處來、保羅從早到晚、對他們

講論這事、證明 神國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書、以耶穌的事、勸勉他們。 

28:24 他所說的話、有信的、有不信的。 

1) 如他們所言，猶太人領袖願意聽保羅講解基督教，就【和保羅約定了日

子】，【就有許多人到他的寓處來。保羅從早到晚，對他們講論得救之

道】。路加記載，保羅向他們【證明神國的道】，試圖【引用摩西的律法

和先知的書】來說服他們有關【耶穌的事】。 

2) 【神國】包含神在得救的人中掌權，並非只是指將來耶穌基督掌權的千禧

年國。【證明神國】的意思就是傳福音，神以祂的主權呼召陷落在撒旦，

死亡，和滅亡的範圍中無助的罪人，並進入救恩，和榮耀的範圍裡。保羅

宣講有關基督的真理，得救的方法，和義的生活（羅 14:17）。他指出一

條進入救恩的範圍內的道路，並享受與神的相交。 

3) 保羅用來說服他們有關耶穌的事的工具就是【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書】，

就是舊約聖經（太 7:12; 路 16:16; 徒 13:15; 羅 3:21）。在整個使徒行傳的

記載中，保羅就是採用這樣的方式對猶太人傳福音。 

4) 就如以往一樣，福音常常引起聽眾的分歧。保羅講完後，有的聽信了他所

講的，但也有不信的。相信耶穌是彌賽亞，並祂贖罪的犧牲是唯一可以付

清罪債的；當然也需要人的悔改，而人的悔改是人的責任。不願意信的就

是不順服神（約 16:9; 徒 17:31; 林後 6:1-2; 來 3:7-12）。因此群眾就分成兩

派（14:4; 17:4-5; 18:6-8; 19:8-9）。雖然總有一些人信祂，但大多數的猶太

人棄絕了他們的彌賽亞。 
 

5. 以色列的棄絕（28:25-29） 

28:25 他們彼此不合、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羅說了一句話、說、聖靈藉先知以賽

亞、向你們祖宗所說的話、是不錯的。 

28:26 他說、『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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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曉得． 

28:27 因為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發沉、眼睛閉著．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

心裡明白、回轉過來、我就醫治他們。』 

28:28 所以你們當知道、 神這救恩、如今傳給外邦人、他們也必聽受。〔有古卷

在此有〕 

28:29 〔保羅說了這話猶太人議論紛紛的就走了〕 

1) 那些在羅馬，拒絕相信保羅所說的，的猶太人，繼續他們民族棄絕神的使

者的悲哀歷史。譬如在耶利米書 7:25-26 中，神對離棄，悖逆的以色列說，

“自從你們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僕人眾先知、到

你們那裡去、每日從早起來差遣他們．你們卻不聽從、不側耳而聽、竟硬

著頸項行惡、比你們列祖更甚”。棄絕神的使者給以色列帶來災禍（王下

17:13）。就如在耶穌比喻中的惡園戶（太 21:33-41），他們殺死神的兒子，

至終棄絕了神。 

2) 【他們彼此不合，就散了，未散之前，保羅說了最後一句話，“聖靈藉先知

以賽亞，向你們祖宗所說的話，是不錯的”】。保羅嚴肅地以以賽亞書 6:9-

10 警告他們。這段經文曾經被耶穌引用來反駁以色列硬著心，棄絕福音

（太 13:14-15; 約 12:39-40）。神確定以色列故意棄絕；由於她繼續不信，

以致令她不能信（約 12:37; 39-40）。 

3) 正如在其它場合（13:46-47; 18:6; 19:8-10; 11:18; 14:27; 15:14-18），保羅要

他的猶太人聽眾知道，神的救恩，如今傳給外邦人；他們必接受。在羅馬

書中（11:17; 19-22），他對羅馬基督徒更詳細地說明這真理。 

4) 然而，以色列人棄絕救恩是永遠不變嗎？保羅在羅 11:1-2 回答了這問題，

“我且說、 神棄絕了他的百姓麼．斷乎沒有．因為我也是以色列人、亞

伯拉罕的後裔、屬便雅憫支派的。神並沒有棄絕他預先所知道的百姓”。

在羅 11:23， 他補充，“而且他們若不是長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為 神

能夠把他們從新接上”。那一天將會到來，“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羅

11:26）。以色列的棄絕不會改變神賜福給相信的以色列人的應許。以色列

相信耶穌基督的那一天將會到來（亞 12:10）。 
 

6. 故事仍未結束（28: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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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0 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裡、住了足足兩年。凡來見他的人、他全都接待、 

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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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足足兩年，保羅在羅馬，他自己租來的房子裡被囚。他可以自由地接待來

探望他的人，但卻沒有離開他的住處的自由。雖然身體不自由，但羅馬人

卻不阻止他傳道的事工。他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人，

並沒有人禁止。 

2) 到底這兩年發生了什麼事？保羅藉著一些親愛同工的幫助（西 4:10-12; 門

24），展開廣泛的傳福音運動（腓 1:13; 4:22）。他也在監獄裡寫了四封新

約的書信：以弗所書，腓利比書，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3) 兩年後，又發生了什麼事？保羅被釋放。由於兩個巡撫都找不到他有什麼

罪，極有可能羅馬皇帝也是如此。但最大的原因可能是巴勒斯坦的猶太人

從未到羅馬來控告他，自然而然，保羅就勝訴了。羅馬政府對缺乏證據的

案件不予理會。而猶太人至少成功地將保羅趕出巴勒斯坦。 

4) 為何保羅被監禁兩年？首先，因案件堆積而耽延的事常常發生。第二，保

羅案件的文件可能在沉船的時候失去。再從該撒利亞送到羅馬需要不少的

時間。第三，羅馬當局等候原告的猶太人，但他們卻沒有來到羅馬。既然

羅馬的法律准許被告面對原告（25:16），因此原告不出席可以導致不開庭。 

5) 因為使徒行傳主要是一本有關傳福音的書，在本書的結論中舉出幾點以保

羅為例的傳福音原則是非常恰當的。 

a) 保羅傳福音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只要有機會。當他被監禁的時候

（28:16, 20, 23, 30），他仍然不忘繼續傳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的事

教導人（28:31）。 

b) 保羅的信息顯出謙卑和恩慈。在 17-20 節，他與羅馬猶太人領袖的對話

是帶有技巧，尊重，和善意的。 

c) 保羅傳福音是根據聖經（28:23），合乎聖經真理（28:31）。 

d) 保羅從未浪費機會。在到達羅馬之後三天，就開始他的傳福音事工

（28:17）。 

e) 保羅傳福音是不倦（28:23）不斷(28:30-31)的。 

f) 保羅傳福音給每一個人，無論是猶太人（28:23-27），還是外邦人

(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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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最重要的，保羅傳耶穌基督是主，救主，和彌賽亞（28:23）。 

h) 使徒行傳的教會忠實地執行基督的命令：“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

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徒 1:8）。初期教會將棒子傳給以

後許多世代的教會，直到我們手裡。將來的世代將會如何知道我們是否

忠心地跑完我們該跑的那一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