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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使使使徒徒徒徒行行行行傳傳傳傳預預預預查查查查    

保保保保羅羅羅羅的的的的被被被被捕捕捕捕（（（（21212121:27:27:27:27----22:2322:2322:2322:23））））    
1/81/81/81/8////2020202018181818    

一一一一....    亂亂亂亂民民民民的的的的捉捉捉捉拿拿拿拿（（（（21:2721:2721:2721:27----30303030））））        
21:27 那七日將完、從亞西亞來的猶太人、看見保羅在殿裡、就聳動了眾人、下手

拿他、 

21:28 喊叫說、以色列人來幫助、這就是在各處教訓眾人蹧踐我們百姓、和律法、

並這地方的．他又帶著希利尼人進殿、污穢了這聖地。 

21:29 這話是因他們曾看見以弗所人特羅非摩、同保羅在城裡、以為保羅帶他進了

殿。 

21:30 合城都震動、百姓一齊跑來、拿住保羅、拉他出殿、殿門立刻都關了。  
1. 保羅歷經一連串的無理被監禁（腓 1:12-13；弗 6:20）。但保羅雖然受捆

綁，但神的道卻不能受捆綁。在這期間，保羅在下列六次不同的場合，對不

同的人或群體，藉著神給他的機會，為他的事工辯護（傳福音）： 

1) 耶路撒冷的亂民（21:27） 

2) 猶太人的公會（23:30） 

3) 腓力斯（24:3） 

4) 非斯都（25:1-12） 

5) 希律亞基帕（25:13） 

6) 在羅馬的猶太人（28:17-28）  
2. 但在這些偉大的辯詞中，保羅指明控告的不當，連羅馬政府當局都承認保羅

沒有犯任何該死該綁的罪（26:30-32）。  
3. 當保羅回到耶路撒冷，當時有許多有關保羅的謠言，說他教訓一切在外邦的

猶太人，離棄摩西的律法，不要給孩子行割禮，也不遵行規條（21:21）。教

會的長老們恐怕引起這被稱為外邦人使徒的保羅和那些熱心律法卻被誤導的

群眾之間的對抗。使徒雅各就勸告保羅在某方面妥協。這妥協是在不犧牲真

理的前提下，反而是犧牲自己的尊嚴，作出個人的讓步，為的是促進教會的

合一。這建議就是帶四個有願在身者（拿細耳人之誓願，表明分別為聖，完

全歸耶和華）去行潔淨的禮（民 6:18），替他們出規費，叫他們剃頭，來表

現保羅為人是循規蹈矩，遵行律法（徒 21:23-24）的。  
4. 保羅就依照雅各的勸告，帶了那四個人，第二天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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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6）。因

為保羅剛從外邦人之地回到以色列，因此他本身也須要行潔淨的禮，履行拿

細耳人的誓願。受拿細耳誓願的期限一般是三十天（根據猶太人歷史家約瑟

夫）。但有些人，譬如參孫（士 16:17），撒母耳（撒上 1:11），施洗約翰

（路 1:15)是終身拿細耳人。  



使徒行傳 21:27-22:23 Page 2 
 

5. 在行潔淨禮的過程中，保羅必須在第三和第七天去聖殿。第七天，保羅去了

聖殿，遇到一直逼迫他的，從亞西亞來的猶太人。他們也是到耶路撒冷來守

五旬節的。他們可能是從以弗所來的，因為他們認得特羅非摩。由於保羅在

以弗所住過三年（20:31），他們也馬上認出他。  
6. 這些猶太人看見保羅出現在聖殿裡，就聳動眾人，下手拿他。因為他們看見

特羅非摩和保羅一起出現在耶路撒冷城裡，就以為保羅帶了這個外邦人進聖

殿，就說保羅褻瀆神，污穢聖殿。  
7. 這謠言使合城都震動，因為帶外邦人入聖殿這件事非同小可。百姓就拿住保

羅，拉他出殿。因為在聖殿裡不能殺人，可能他們想要殺他。守殿兵將群眾

趕出聖殿外，關了殿門，不想殺人的事發生在聖殿裡。     
二二二二....    羅羅羅羅馬馬馬馬人人人人的的的的捉捉捉捉拿拿拿拿（（（（21212121::::31313131----36363636））））        
21:31 他們正想要殺他、有人報信給營裡的千夫長說、耶路撒冷合城都亂了。 

21:32 千夫長立時帶著兵丁、和幾個百夫長、跑下去到他們那裡．他們見了千夫長

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羅。 

21:33 於是千夫長上前拿住他、吩咐用兩條鐵鍊捆鎖．又問他是甚麼人、作的是甚

麼事。 

21:34 眾人有喊叫這個的、有喊叫那個的．千夫長因為這樣亂嚷、得不著實情、就

吩咐人將保羅帶進營樓去。 

21:35 到了臺階上、眾人擠得兇猛、兵丁只得將保羅抬起來。 

21:36 眾人跟在後面、喊著說、除掉他。  
1. 羅馬駐軍的安東尼亞堡，位於高地，低望聖殿所在地。從瞭望台，衛兵可以

看到耶路撒冷城裡的任何不合法的事情，特別最易在節期時候發生的暴動。

暴民要殺保羅的情況被衛兵看到，就向千夫長報告，說全城都亂了。千夫長

就帶了兵丁去干涉，才保住保羅的性命。千夫長的名字叫呂西亞（23:26）。  
2. 這些暴民要殺保羅的心迫切，等不及像對付司提反一樣拉到城外打死，就想

在聖殿門口打死保羅。  
3. 呂西亞知道暴動是因保羅而起，但不知為何而起。他就將保羅逮捕了，吩咐

用兩條鐵鍊捆鎖。然後才問他是什麼人，做了什麼事。21:38節指明他以為

保羅是當時一名外號為【埃及人】的恐怖分子。  
4. 因為當場的吵鬧，得不著實情，呂西亞就將保羅帶進營內。因為人多擁擠，

兵丁只好將保羅抬起來。  
5. 眾人跟在後面，喊著說，除掉他。這情景與三十年前猶太人要殺耶穌一模一

樣（路 23:18；約 19:15)。     
三三三三....    保保保保羅羅羅羅的的的的護護護護教教教教（（（（21212121:37:37:37:37----22222222:21:21:21:21））））        

1.1.1.1. 保保保保羅羅羅羅不不不不放放放放過過過過向向向向同同同同胞胞胞胞傳傳傳傳福福福福音音音音的的的的機機機機會會會會（（（（21:3721:3721:3721:37----22:22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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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7 將要帶他進營樓、保羅對千夫長說、我對你說句話、可以不可以．他說、你

懂得希利尼話麼． 

21:38 你莫非是從前作亂、帶領四千兇徒、往曠野去的那埃及人麼。 

21:39 保羅說、我本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並不是無名小城的人、求你准

我對百姓說話。 

21:40 千夫長准了、保羅就站在臺階上、向百姓擺手、他們都靜默無聲、保羅便用

希伯來話對他們說．    

22:1 諸位父兄請聽、我現在對你們分訴。 

22:2 眾人聽他說的是希伯來話、就更加安靜了。  
1. 到目前為止，保羅沒有機會說任何話。但當他將要被帶進營樓，他卻用希臘

話向呂西亞要求說句話。呂西亞驚奇保羅竟然會說希臘話。當時希臘話是有

文化，受過教育的人所用的語言，不是一般匪徒能說的。呂西亞以為保羅是

一個兇徒，甚至可能是兇徒的首領【埃及人】。他終於抓到一個兇徒，甚至

可能是兇徒的首領。  
2. 這所謂的【埃及人】是一個假先知。他帶領一群跟隨者來到橄欖山。他宣告

只要他一下命令，耶路撒冷的城牆就會倒塌，並預言羅馬人就會被趕出去。

在他的預言應驗前，羅馬巡撫腓力斯領軍來到，殺死或逮捕幾百名他的跟隨

者，而其他的人下落不明，包括他自己。根據猶太人最有名的歷史家約瑟夫

的記載，跟隨他的人有三萬人之多，遠遠超過路加所記載的四千人。但約瑟

夫常常誇大人數。兇徒就是刺客（Assassins) ，是猶太人中愛國的恐怖分

子。常在人群中刺殺敵人。  
3. 保羅介紹他自己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數的猶太人。大數不是一個無名小城。事

實上，它是一個文化中心，它的大學與雅典和亞歷山大的大學齊名。他暫時

不需要提他有羅馬公民的身份。因為身為猶太人，他有權站在聖殿中。身為

大數人，說明他為何會說希臘話。  
4. 接著，保羅勇敢地要求呂西亞允許他向群眾說話。即使他被打傷，身體疲

倦，並且在當時這種情形下對百姓說話是一件冒險的事，但他仍然完全不顧

自己身體的狀況和安全，本著愛同胞的心，願意他們得救（羅 10:1），就爭

取向猶太人傳福音的每一個機會。  
5. 保羅用溫和的語氣向眾人說話，並且是用希伯來文，眾人就安靜了。保羅才

可以繼續向他們作見證，他如何從一個最強暴的逼迫基督徒者變為一個基督

徒中的宣教士。     
2.2.2.2. 保保保保羅羅羅羅信信信信主主主主前前前前的的的的行行行行事事事事為為為為人人人人（（（（22:22:22:22:3333----5555））））     

22:3 保羅說、我原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長在這城裡、在迦瑪列門下、

按著我們祖宗嚴緊的律法受教、熱心事奉 神、像你們眾人今日一樣。 

22:4 我也曾逼迫奉這道的人、直到死地、無論男女都鎖拿下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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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這是大祭司和眾長老都可以給我作見證的．我又領了他們達與弟兄的書信、

往大馬色去、要把在那裡奉這道的人鎖拿、帶到耶路撒冷受刑。  
1. 一開始，保羅就反駁有人控告他糟踐猶太人。就說，“我原是猶太人”。他

不但不仇視猶太人，反而本身有濃厚猶太人的背景。他雖然生在外地，但卻

是在耶路撒冷長大的。他受教於猶太人最偉大的拉比迦瑪列的門下。身為迦

瑪列的門生，他是按著祖宗嚴謹的律法受教。他學盡舊約律法和拉比的傳

統。他也曾為法利賽人，就律法的義說是無可指摘的（腓 3:5-6）。這樣背

景的人怎麼可能仇視猶太人？  
2. 保羅除了受過高等教育，還熱心事奉神。他說【像你們眾人今日一樣】，事

實上是客氣話。他在猶太教的成就是遠遠超過他們。他逼迫基督徒，【直到

死地，無論男女都被鎖拿下監】。他曾經是令基督徒最害怕的逼迫者，與當

時逼迫他的這些人相比較，簡直是小巫見大巫。這些事猶太人的大祭司和長

老都可以為他做證。  
3. 當時保羅領了公會的文書去大馬色捉拿基督徒，帶回耶路撒冷受刑，結果卻

沒有去成大馬色。因為就在那路上，主向他顯現，使他信主成為一個基督

徒。接下去的經文就是描述他遇到主的經過。     
3.3.3.3. 保保保保羅羅羅羅信信信信主主主主的的的的經經經經過過過過（（（（22:622:622:622:6----16161616））））        

22:6 我將到大馬色、正走的時候、約在晌午、忽然從天上發大光、四面照著我。 

22:7 我就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我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逼迫我。 

22:8 我回答說、主阿、你是誰。他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穌。 

22:9 與我同行的人、看見了那光、卻沒有聽明那位對我說話的聲音。 

22:10 我說、主阿、我當作甚麼。主說、起來、進大馬色去、在那裡要將所派你作

的一切事、告訴你。 

22:11 我因那光的榮耀、不能看見、同行的人、就拉著我手進了大馬色。 

22:12 那裡有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按著律法是虔誠人、為一切住在那裡的猶太

人所稱讚。 

22:13 他來見我、站在旁邊、對我說、兄弟掃羅、你可以看見．我當時往上一看、

就看見了他。 

22:14 他又說、我們祖宗的 神、揀選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見那義者、

聽他口中所出的聲音。 

22:15 因為你要將所看見的、所聽見的、對著萬人為他作見證。 

22:16 現在你為甚麼耽延呢、起來、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 
  

1. 在為被控他仇視猶太人的荒謬作出辯護後，保羅就為他現今所行的一切辯

護。神以祂的主權和能力介入保羅的生命，將他從一個逼迫基督徒的人改變

成為一個受逼迫，傳揚基督的基督徒。保羅如此行是因為他順服這位神。  
2. 在使徒行傳中，保羅三次敘述他得救的經過（另兩次在 9:1-18; 26:4-

18），表明這事非同小可，在他生命中極為重要。的確，保羅信主是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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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和世界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當群眾注意聽他說話的時候，保羅就回

顧當時他在去大馬色路上所發生的事。  
3. 保羅見到大光是在响午，比日頭還亮（26:13）。主的榮耀遠超過太陽。當時

保羅，只能仆倒在地，聽到一個聲音問他，【掃羅，掃羅，你為什麼逼迫

我？】。掃羅又害怕，又瞎眼，就無力地問你是誰。主的回答使保羅震撼，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穌】。原來他所棄絕，所褻瀆為假彌賽亞的

耶穌，竟然是榮耀的神，主耶和華。  
4. 預料會有些人質疑主是否真的曾向他顯現，保羅就說明當時與他同行的人也

見到那大光。他們也與保羅一樣仆倒在地（26:14）。他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

事，就【站在那裡，說不出話來，聽見聲音，卻看不見人】（9:7），並且也

沒有聽明白那聲音所說的話的意思。  
5. 當時保羅不知所措，就問，【主啊，我當作什麼？】。主吩咐他進大馬色

去，祂將在那裡將所要差遣他作的事告訴他。藉著亞拿尼亞，主告訴保羅，

【他是神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主的名】

（9:15）。保羅就奉主的名受洗。     
4.4.4.4. 保保保保羅羅羅羅信信信信主主主主後後後後的的的的使使使使命命命命（（（（22:1722:1722:1722:17----21212121））））     

22:17 後來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裡禱告的時候、魂遊象外、 

22:18 看見主向我說、你趕緊的離開耶路撒冷、不可遲延、因你為我作的見證、這

裡的人、必不領受。 

22:19 我就說、主阿、他們知道我從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監裡、又在各會堂裡鞭打

他們． 

22:20 並且你的見證人司提反、被害流血的時候、我也站在旁邊歡喜．又看守害死

他之人的衣裳。 

22:21 主向我說、你去罷．我要差你遠遠的往外邦人那裡去。  
1. 保羅信主後，在大馬色有短暫的事工（9:20-25）離開大馬色後，有三年的時

間在亞拉伯（加 1:17-18）獨自接受主的啟示。後來回到耶路撒冷，他就到

聖殿去禱告。這更進一步證明他沒有離棄猶太人的傳統。  
2. 當時在聖殿裡，保羅【魂遊象外】（trance），這是使徒的一種特殊經歷，

整個人超越平時的感覺，進入一個超然的境界來接受神的啟示。這個詞在本

書中另外出現過兩次，被用來描述彼得在約帕的異象（10:10; 11:5）。  
3. 這次神給保羅的啟示就是叫保羅趕快離開耶路撒冷，因為【你為我作的見

證，這裡的人，必不領受。………我要差你遠遠的往外邦人那裡去】。可能

因為這個異象，保羅才願意離開耶路撒冷，被當地的基督徒送去安全的大

數。     
四四四四....    亂亂亂亂民民民民的的的的行行行行動動動動（（（（22222222:22:22:22:22----2323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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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眾人聽他說到這句話、就高聲說、這樣的人、從世上除掉他罷．他是不當活

著的。 

22:23 眾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塵土向空中揚起來。     
1. 到目前為止，群眾已經聽到保羅說明神差遣他來傳福音給外邦人。這絕非猶

太人所能接受的，因為他們絕不能容許外邦人不須要歸化猶太教也照樣能得

救的這種觀念。在屬靈的意義上，等於承認外邦人和猶太人在神面前有同等

地位。對猶太人而言，這是他們所能想到的最嚴重的異端。  
2. 這重新點燃了他們對保羅的怒火：【就高聲說，這樣的人，從世上除掉他

吧。他是不當活著的】。就是說任何膽敢在神的拯救計劃中，將外邦人放在

與猶太人同等地位的人，就不被准許存留在世上污染這個世界。被憤怒沖昏

了頭腦，【眾人喧嚷，甩掉衣裳，把塵土向空中揚起來】。這些猶太人可能

已經脫下他們的外套，預備向保羅丟石頭，就摔掉外套來表達對“褻瀆”的

震驚，或將撕掉的外套和塵土向空中揚起來，表達他們的憤怒。無論如何，

種族的歧視將他們的情緒推向失控無理的狀況。保羅還來不及辯護他們指控

他帶外邦人進聖殿的事（徒 21:28），他們就阻止他繼續發言。而這事卻是

這次暴動的導火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