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 21:1-26    願主的旨意成就 

21:1 我們離別了眾人，就開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羅底，從那裡到帕大喇， 

21:2 遇見一隻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 

21:3 望見塞浦路斯，就從南邊行過，往敘利亞去，我們就在泰爾上岸，因為船要在那裡

卸貨。 

21:4 找著了門徒，就在那裡住了七天。他們被聖靈感動，對保羅說：「不要上耶路撒冷

去。」 

21:5 過了這幾天，我們就起身前行。他們眾人同妻子兒女，送我們到城外，我們都跪在

岸上禱告，彼此辭別。 

21:6 我們上了船，他們就回家去了。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1111】】】】「我們離別了眾人，就開船一直行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羅底，從那裏到帕大

喇，」 

『哥士』是位於亞西亞的西南端外的一個小島嶼。 

『羅底』在哥士的南方，是一個比哥士大得多的海島。 

『帕大喇』是一內陸良港，位於呂家省。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2222】】】】「遇見一隻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行。」 



「遇見一隻船要往腓尼基去，」由此處直接開往巴勒斯坦方面的航線，因要橫渡地中海，

故需換更大的船隻。『腓尼基』是敘利亞省沿海一帶地方的總稱，推羅為其主要海港。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3333】】】】「望見居比路，就從南邊行過，往�利亞去，我們就在推羅上岸，因為船要

在那裏卸貨。」 

古時的船隻都是客貨兩用，每到一埠，便要裝卸貨物，因此需有若干時日的停留。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4444】】】】「找著了門徒，就在那裏住了七天。他們被聖靈感動，對保羅說：『不要上

耶路撒冷去。』」 

「找著了門徒，」『門徒』指耶穌基督的信徒，原文為複數詞； 

『找著』原文含有務必找出的意思，推羅的信徒可能很少，需要細細查訪才能找到。 

「就在那裏住了七天，」這『七天』加上他在腓立比過逾越節之後，從腓立比坐船到特羅

亞共用了五天，又在特羅亞停留了七天(徒廿 6)，從特羅亞船行到米利都又花了四天(徒廿

13~15)，停留在米利都至少又花了三天(參徒廿 18 註解)，我們不知從米利都船行到推羅需

要多少天(參 1~3 節)，若以十天計，則總共已過了卅六天，只剩下兩週就到五旬節了 

「他們被聖靈感動，」他們想必是被聖靈感動，預知保羅將在耶路撒冷遭遇危險。被聖靈

感動並不等於得著聖靈的吩咐和命令；聖靈感動人，使人得知將要發生甚麼樣的事情，但

是聖靈並沒有吩咐人不可如何如何。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這裏想要阻止保羅上耶路撒冷的，並不是聖靈，而是他們對保羅

的愛心與關懷，他們不願意看到保羅在那裏遇難。 

(一)保羅所到之處，總有一班主內信徒接待他；為主作工的一個大好處，就是能擴大接觸

基督身體的眾肢體，與他們有美好的交通。 

(二)今天的信徒常喜歡藉口聖靈感動他們而說話行事，其實聖靈並沒有感動他們，而是出

於自己主觀的動機。即便真的是出於聖靈的感動，叫人有一些的感覺，但那感覺也不能作

為我們說話行事的惟一憑據。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5555】】】】「過了這幾天，我們就起身前行。他們眾人同妻子兒女，送我們到城外，我

們都跪在岸上禱告，彼此辭別。」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6666】】】】「我們上了船，他們就回家去了。」 

「他們眾人同妻子兒女，送我們到城外，」信徒偕同家人直到城外送別，這表露他們對保

羅關愛之情，雖然相識不同數日，但因著在主裏交通的結果，使他們不勝依依。 

(一)世人需要相交一段相當的時日，才能建立深厚的情誼，但信徒之間只要在生命的交通

裏，就能立刻觸發那從神來的愛(約壹四 7；五 1)。 

(二)「我們都跪在岸上禱告，彼此辭別。」聖徒在分手離別之際，最好是藉著禱告將彼此

交託在主的恩中(參徒廿 32，36)。 

 

小結： 

上一章保羅與同工傷心地離開了，繼續前往目的地：耶路撒冷．他們走海路，比陸路快得

多；他們有順利的地方，遇見可以搭的船，卻也有不順利的地方，船要卸貨，但是他們沒



有因為耽擱而停滯，而是與門徒交通．因為被聖靈感動，想必也是出於愛心，門徒要求保

羅不要上耶路撒冷，但是保羅繼續前進，與眾人辭別． 

 

思考討論： 

服事經驗中有什麼蒙神帶領，開路的經歷嗎？我們如何使用更有效的途徑，讓事工更有果

效？有什麼不順利的經驗嗎？遇到不擔延的時候，我會做些什麼事呢？ 

怎麼知道是聖靈的感動？聖靈的感動之後，人應該如何回應？如果心中對別人有感動，可

以告訴那人嗎？要如何告訴他呢？(應該要繼續禱告，看神有沒有繼續感動，也應該與牧

長討論，不應該貿然去告訴對方) 

  
21:7 我們從泰爾行盡了水路，來到多利買，就問那裡的弟兄安，和他們同住了一天。 

21:8 第二天，我們離開那裡，來到凱撒利亞，就進了傳福音的腓利家裡，和他同住。他

是那七個執事裡的一個。 

21:9 他有四個女兒，都是處女，是說預言的。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7777】】】】「我們從推羅行盡了水路，來到多利買，就問那裏的弟兄安，和他們同住了

一天。」 

『多利買』是位於推羅南面約六十公里處的沿岸港口。從推羅船行到多利買約需一天。 

  
【【【【徒廿徒廿徒廿徒廿一一一一 8888】】】】「第二天，我們離開那裏，來到該撒利亞，就進了傳福音的腓利家裏，和他

同住。他是那七個執事裏的一個。」 

「就進了傳福音的腓利家裏，」腓利原是耶路撒冷教會管理飯食的執事(徒六 2~5)，因耶

城教會大遭逼迫，遂下到撒瑪利亞宣講基督，曾奉聖靈的引導到往迦薩的曠野路上傳福音

給埃提阿伯的太監，帶領他得救並予施浸，後被聖靈提走，在亞鎖都被人遇見，他一路宣

傳福音，直到該撒利亞(參徒八章)。他因傳福音出了名，故被稱為『傳福音的腓利』 

「他是那七個執事裏的一個，」『那七個執事』原文無『執事』一詞，僅有『那七個』，

乃專有所指，就是本書前面所載耶路撒冷教會選出的七個執事(徒六 5)。 

信徒在教會中事奉主，雖各有所司，但仍需以傳揚福音為職志。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9999】】】】「他有四個女兒，都是處女，是說豫言的。」 

「都是處女，」意指她們過了當婚嫁的年齡，仍守獨身；她們很可能終身不嫁事奉神。 

「是說豫言的，」『說預言』意指為神說話、傳道。 

(一)信徒不但要向外人傳揚福音，也要帶領自己的兒女信主並事奉主(參書廿四 15)。 

(二)真正屬靈的人，是從自己家裏做起，使兒女們都愛主；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

能照管神的教會呢(提前二 5)？ 
 
思考討論： 

腓利有什麼榜樣讓我們學習？ 

(他的特色是傳福音，是樂意接待人的，是有執事的特質與優點，女兒們也有好名聲，被

神所用．) 



 

21:10 我們在那裡多住了幾天，有一個先知，名叫亞迦布，從猶太下來， 

21:11 到了我們這裡，就拿保羅的腰帶捆上自己的手腳，說：「聖靈說：猶太人在耶路撒

冷，要如此捆綁這腰帶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裡。」 

21:12 我們和那本地的人聽見這話，都苦勸保羅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21:13 保羅說：「你們為甚麼這樣痛哭，使我心碎呢？我為主耶穌的名，不但被人捆綁，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 

21:14 保羅既不聽勸，我們便住了口，只說：「願主的旨意成就」，便了。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10101010】】】】「我們在那裏多住了幾天，有一個先知，名叫亞迦布，從猶太下來，」 

「有一個先知，名叫亞迦布，」亞迦布曾經預言天下將有大飢荒，結果應驗了(徒十一

27~28)。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11111111】】】】「到了我們這裏，就拿保羅的腰帶捆上自己的手腳，說：『聖靈說，猶太

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綁這腰帶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裏。』」 

猶太先知常有一種習慣，就是當他們的言詞不能盡意表達時，便用一些實物或身體動作將

其信息戲劇化地傳達出來(參王上十一 29~31；賽廿 3~4；耶十三 1~11；廿七 2；結四章；

五 1~4)。 

「要如此捆綁這腰帶的主人，」保羅後來的確被捆綁(參 33 節；廿八 17)。 

(一)新約兩大使徒彼得和保羅到了晚年，都同樣被人捆綁，受人苦待(參約廿一 18)；事奉

主乃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我們越被人束縛與剝奪，就越能供應主的豐富。 

(二)我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屬靈的偉人如此，我們一般信徒也不能例外。 

(三)在教會中的先知――為神說話者――只能告訴我們前途將要發生何事，但不能取代我

們裏面的基督；我們雖然不可藐視先知的講論(帖前五 20)，但也不可將摩西(律法)和以利

亞(先知)置於和基督同等的地位(太十七 3~5)。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12121212】】】】「我們和那本地的人聽見這話，都苦勸保羅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我們和那本地的人，」『我們』這詞表示路加本人也加入勸阻保羅前往耶路撒冷。 

「都苦勸保羅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注意，先知亞迦布只是指明保羅必要在耶路撒冷被捆

綁，卻未說主不許他前去(參 11 節)，因此他們的苦勸阻止顯然是出於人自己的意思，而

非聖靈的意思。 

(一)在教會中，許多人雖然有愛心，但那愛心很可能是出於我們人天然的情感，是糊塗的

愛心。 

(二)單憑人屬肉體的愛心，只照利害關係的眼光，往往會使我們『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

貼人的意思』，以致成了撒但的工具(太十六 22~23)。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13131313】】】】「保羅說：『你們為甚麼這樣痛哭，使我心碎呢？我為主耶穌的名，不但

被人捆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 

「你們為甚麼這樣痛哭，使我心碎呢？」該撒利亞的信徒們為保羅此去耶路撒冷的前程擔

心，甚至出聲痛哭，雖然充分流露了弟兄相愛之情，但只能加重保羅的為難，卻不能阻止

他順服神的決心，以致他的心被『自己要去』與『弟兄們不讓去』兩種意願撕扯而碎裂 



(一)信徒們彼此關心對方的境遇，原是一件美好的事，但若置我們自身的平安福利高於神

的旨意，便不是我們所應有的態度。 

(二)我們出於肉體天然的愛心，不但徒然叫忠心的見證人更加「心碎」憂傷，甚至還會成

為主十字架的仇敵(參太十六 21~23)。 

(三)事奉主的人該有一個心志，就是我們的前途雖然可能引至受苦與受難，但也甘心樂意

地往前。 

(四)我們為著主名的緣故，應當不計個人的得失與安危。 

(五)信徒惟有認定基督是我們惟一的目標――「我為主耶穌的名」，並且深曉十字架之死

的必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才能勝過人意、情感的包圍，而勇往直前。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14141414】】】】「保羅既不聽勸，我們便住了口，只說：『願主的旨意成就』便了。」 

「保羅既不聽勸，」解經家對保羅不聽勸的態度，有兩種完全相反的看法。第一種是說他

過度固執己見，以致後來在耶路撒冷被捕，歷經痛苦，蹉跎了四年的歲月，一事無成，這

是咎由自取。 

第二種是說他並非違抗聖靈，而是遵行神的旨意，其理由如下： 

(1)他所作去耶路撒冷的決定，乃是在『靈裏定規』(徒十九 21『心裏定意』原文意思)的

事，意即這件事不是出於他的血氣肉體，一意孤行，乃是出於他靈的深處，清楚得了指示

然後定規的； 

(2)他自己早已知道將會在耶路撒冷遭遇捆鎖與患難，但他因為『靈裏被捆綁』(徒二十

22~23『心甚迫切』原文意思)，沒有自作選擇的自由，不得不去；' 

(3)他必須親自回耶路撒冷，把外邦眾教會的愛心捐款，作一清楚的交代(徒廿四 17)，才能

卸下裏面的負擔； 

(4)保羅的被捕，乃是出於神的安排，為要讓他能在君王面前宣揚主名(徒九 15)； 

(5)主在保羅被捕入獄之後不但未責備他，反而對他多有鼓勵和安慰(徒廿三 11；廿七

23~24)； 

(6)保羅的經歷，與主耶穌面向耶路撒冷赴十字架的過程很相似(參太十六 21~23；路九

22，51；十三 31~32；十八 31~33)。 

                 
「只說：『願主的旨意成就』便了，」他們似乎已經認識到保羅的行動乃是出於神的帶

領，因此不再勸阻而同意保羅的決定。 

 

(一)信徒被聖靈感動，預見將要面臨的困苦，並不表示聖靈要我們迴避那困境，要緊的

是，要清楚知道主的旨意如何，一切當以「願主的旨意成就」為依歸。 

(二)主的旨意，不但是藉著我們的平安順利而得成就，許多時候更是藉著我們的受苦與受

難得以成就，因此問題不在於環境如何，乃在於我們是否有主清楚的帶領。 

(三)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羅八 28)；我們若是按

著神的旨意行事，任何環境都與我們有益。 

(四)主為著祂自己的榮耀，統管萬有；不但正面的人事物都為祂而效勞，連反面的人事物

也都歸祂調度。 

(五)教會中弟兄姊妹們的感覺和意見，固然可以幫助我們明白神的引導，但千萬要注意的

是，不宜傾聽人的聲音過於神在裏面的聲音。 



(六)一個人對於自己的道路不能聽別人怎麼說。每一個人都必須自己知道神的旨意，接受

裏面的主的引導。基督教乃是基督活在每個信徒的裏面，個別告訴我們是或非。 

(七)真正認識神旨意的人，具有鋼鐵般堅剛的意志，不為人的話語所說服，不被人的痛哭

所軟化。 

(八)我們在遵行神的旨意上，必須不講人情，也不看人的面子。 

(九)看清主的旨意，並對它執著到底的人，常會影響別人，使他們轉過來顧到「主的旨

意」，而不再計較人的利害得失。 

  
思考討論： 

如果我是眾人中的一個，聽到亞迦布所說的，會怎麼做？會與保羅說什麼？如果這樣說，

保羅會如何回應？ 

保羅的回答值得效法嗎？為什麼？ 

從眾人的回答能看出他們在想什麼嗎？如果是我，聽到保羅這樣說，我還會講什麼呢？如

果現在有一個類似的情形，有一個人要去危險的地方服事主，我們要向他說什麼呢？ 

 

21:15 過了幾日，我們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 

21:16 有凱撒利亞的幾個門徒和我們同去，帶我們到一個久為（久為：或譯老）門徒的家

裡，叫我們與他同住；他名叫拿孫，是塞浦路斯人。 

21:17 到了耶路撒冷，弟兄們歡歡喜喜地接待我們。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15151515】】】】「過了幾日，我們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 

從該撒利亞到耶路撒冷約有一百公里的路程，這在當日約需兩天的功夫。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16161616】】】】「有該撒利亞的幾個門徒和我們同去，帶我們到一個久為(久為：或譯老)門

徒的家裏，叫我們與他同住；他名叫拿孫，是居比路人。」 

當時正值五旬節節期，耶路撒冷到處人滿為患，甚難找到居停之所。該撒利亞的幾個門

徒，為著能讓保羅等人有地方休憩，特意一路伴隨，其愛護之情，由此可見。 

『久為門徒』一詞涵示他是當地教會的一個基本成員，有人認為他是耶路撒冷教會最初一

百二十名當中之一。 

「他名叫拿孫，」拿孫的家在何處，有二說： 

(1)就在耶路撒冷，十七節的『弟兄們』就是指拿孫以及與他同在一處的弟兄們； 

(2)位於該撒利亞和耶路撒冷的半路上，可能是呂大或安提帕底(參徒廿三 31 註解)，因從

該撒利亞步行到耶路撒冷需費時兩天，必須在中途過一夜。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17171717】】】】「到了耶路撒冷，弟兄們歡歡喜喜的接待我們。」 

保羅第三次出外傳道旅行，開始於行傳第十八章廿三節，結束於本節。 

『弟兄們』很可能就是十六節的拿孫以及與他同在一處的弟兄們。 

 

思考討論： 



接待人困難嗎？如何能夠歡歡喜喜地接待人？ 

如果我無法提供住處，物質上接待人，還可以如何接待人？ 

 

21:18 第二天，保羅同我們去見雅各；長老們也都在那裡。 

21:19 保羅問了他們安，便將 神用他傳教，在外邦人中間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說了。 

21:20 他們聽見，就歸榮耀與 神，對保羅說：「兄台，你看猶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萬，

並且都為律法熱心。 

21:21 他們聽見人說，你教訓一切在外邦的猶太人離棄摩西，對他們說，不要給孩子行割

禮，也不要遵行條規。 

21:22 眾人必聽見你來了，這可怎麼辦呢？ 

21:23 你就照著我們的話行吧！我們這裡有四個人，都有願在身。 

21:24 你帶他們去，與他們一同行潔淨的禮，替他們拿出規費，叫他們得以剃頭。這樣，

眾人就可知道，先前所聽見你的事都是虛的；並可知道，你自己為人，循規蹈矩，遵行律

法。 

21:25 至於信主的外邦人，我們已經寫信擬定，叫他們謹忌那祭偶像之物，和血，並勒死

的牲畜，與姦淫。」 

21:26 於是保羅帶著那四個人，第二天與他們一同行了潔淨的禮，進了殿，報明潔淨的日

期滿足，只等祭司為他們各人獻祭。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18181818】】】】「第二天，保羅同我們去見雅各；長老們也都在那裏。」 

『雅各』是指耶穌的肉身親兄弟(參徒十二 17；十五 13)，他是耶路撒冷教會的柱石(加二

9)。 

「長老們也都在那裏，」這裏沒有提及使徒們，或者他們此時可能都離開了耶路撒冷，也

有可能他們身兼長老之職，所以『長老』一詞也包括了使徒(參彼前一 1；五 1)。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19191919】】】】「保羅問了他們安，便將神用他傳教，在外邦人中間所行之事，一一地述

說了。」 

「一一地述說了，」指自從保羅上次訪問耶路撒冷(徒十八 22)之後所發生的種種事情，但

要點可能集中於在以弗所的三年事工。同時，保羅必也趁此機會，把眾外邦教會所奉獻的

救濟款項(參徒廿 4註解)，轉交給耶路撒冷教會的長老們去分配。 

(一)同工之間，雖然無上下級之分，但彼此問安並交通工作情況，乃是美事。 

(二)聖徒之間的交通，可以產生『彼此印證』和『同得激勵』的果效。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20202020】】】】「他們聽見，就歸榮耀與神，對保羅說：『兄台，你看猶太人中信主的有

多少萬，並且都為律法熱心。』 

「多少萬」無數，千千萬萬。 

「他們聽見，就歸榮耀與神，」可見耶路撒冷教會的長老們，對推廣福音給外邦人並無成

見，反而樂觀其成。 



「並且都為律法熱心，」這句話表明當時的耶路撒冷教會，在雅各的帶領之下，深受猶太

教的影響(加二 12)，熱心遵守摩西的律法。 

若有甚麼作工的成果，都應當「歸榮耀與神」，切不可歸功自己。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21212121】】】】「他們聽見人說：你教訓一切在外邦的猶太人離棄摩西，對他們說：不要

給孩子行割禮，也不要遵行條規。」 

『離棄摩西』意指不必遵行摩西所傳下來的律法。 

「也不要遵行條規，」『條規』即猶太律法所規定的事項。 

 

保羅有關摩西律法的教導要點如下： 

(1)人得救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羅三 28)； 

(2)外邦人信徒在相信主得救之後，沒有必要再去受割禮、遵行律法(加五 2~5)； 

(3)割禮之類的律法條規都不過是影兒，惟有基督才是實體(西二 17)； 

(4)其實信徒在神面前，不是沒有律法，乃在律法之下(林前九 21)，但這律法，不是字句的

律法，乃是基督的律法(加六 2)。 
 
至於對猶太人信徒，保羅並沒有明白教訓他們廢棄摩西的律法，反而他自己似乎還遵行一

些律法的禮儀： 

(1)他自己曾經許願並剪髮(徒十八 18)； 

(2)他向律法以下的人，他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著律法以下的

人(林前九 20)。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22222222】】】】「眾人必聽見你來了，這可怎麼辦呢？」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23232323】】】】「你就照凓我們的話行吧？我們這裏有四個人，都有願在身。」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24242424】】】】「你帶他們去，與他們一同行潔淨的禮，替他們拿出規費，叫他們得以剃

頭。這樣，眾人就可知道，先前所聽見你的事都是虛的；並可知道，你自己為人，循規蹈

矩，遵行律法。」 

 

「我們這裏有四個人，」無疑地，這四個人都是猶太人基督徒。 

「都有願在身，」『願』是指拿細耳人的願(參 24 節；徒十八 18)。這願是為了從神手中

得了一些特殊的福氣，表示感謝而許的。 

按摩西的律法中拿細耳人的願，在離俗歸耶和華的日子，不喝酒，不剃頭，避免沾染不

潔；當滿了離俗的日子，須還願獻各種祭，最後要剃頭，然後將頭髮放在平安祭的火上燒

掉(民六 1~21)。 

又按後來拉比加上的規條，有錢的人可以代替窮人出規費來實現其作拿細耳人的誓願，藉

此表示出錢者的敬虔。 

 

「與他們一同行潔淨的禮，」這是指在進入聖殿之前所作的潔淨禮儀(參 26 節)。 

「替他們拿出規費，」替別人出規費，乃是熱心於律法的明證。 

「叫他們得以剃頭，」許願的人從許願之日起至還願之日為止，這期間所生的頭髮須在壇

前剃下獻上為祭。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25252525】】】】「至於信主的外邦人，我們已經寫信擬定，叫他們謹忌那祭偶像之物，和

血，並勒死的牲畜，與姦淫。」」 

「至於信主的外邦人，」這話表示外邦人基督徒不須遵行猶太律法(參 24節)。 

「我們已經寫信擬定，」這是指幾年前的耶路撒冷決議案(徒十五 22~29)。 

           
【【【【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徒廿一 26262626】】】】「於是保羅帶著那四個人，第二天與他們一同行了潔淨的禮，進了殿，報

明潔淨的日期滿足，只等祭司為他們各人獻祭。」 

保羅雖然教導人『因信稱義，而非因行律法稱義』(加二 16)，他並沒有教導猶太人不要遵

守摩西律法。作為一個猶太人，遵行律法和相信耶穌基督並不互相衝突。 

「與他們一同行了潔淨的禮，」這表示保羅自己也加入行潔淨之禮。 

「報明潔淨的日期滿足，」還願者須向祭司報明自己何時許願，如今因日期滿足而前來還

願。 

有許多解經家認為，保羅在本章一至十六節應該聽勸而不聽勸，十七至廿六節不該聽勸而

竟聽了勸，可以說是保羅一生事奉主的經歷中，一個最軟弱的污點。然而這樣的批判，對

保羅是不公平的，因為他當時所作的，完全是在神主宰之手的安排底下，為要成就祂所預

定的美意： 

(1)保羅的耶路撒冷之行，是因他的『靈裏受捆綁』(徒廿 22 原文)，他並沒有不去的自

由； 

(2)保羅必然看出此去是為著成就主的旨意(參 14節)，因此他不以性命為念(徒廿 24)，也不

受別人愛心的勸阻(參 4，12~14節)； 

(3)對身為猶太人信徒的保羅，在完全是猶太人的環境之下，他當時所作的行動，並不違

反他自己的教訓，這一點是我們外邦人信徒所不易瞭解的； 

(4)保羅在此後的獄中生涯，仍有主的同在和祝福(徒廿三 11；廿七 23~24；廿八 30~31)，

他對他的被捕入獄並沒有後悔(參提後二 9；四 7~8)。 

 

(一)保羅向猶太人，就作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他雖不在律法以下，

還是作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林前九 20)。 

(二)保羅為著教會的緣故，能夠壓抑他自己的觀點，這表示他真是『無我』的屬靈偉人。

有時不違背真理的妥協，並非表示軟弱，反而顯出剛強。 

  
思考討論： 

聽見與我的作法，習慣不太一樣，卻能被神使用的時候，我的心情如何？ 

對保羅的謠言是什麼？雅各與長老如何處理謠言？如何後續處理？我們可以學到什麼？ 

保羅有接受建議嗎？為何保羅要如此行？我要如何接受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