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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課  保羅被監禁（21:17-23:35） 
重點 

1 會見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 （21:17-26） 

2 保羅被捕 （21:27-40）  

3 在猶太人面前自辯 （22:1-21）  

4 保羅與官長交涉 （22:22-29） 

5 保羅在公會前申訴 （22:30-23:11） 

6 殺害保羅的陰謀 （23:12-22） 

7 保羅被解交腓力斯巡撫 （23:23-35） 

會見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 （21:17-26） 
我們到了耶路撒冷，弟兄們歡歡喜喜接待我們。 18 第二天，保羅和
我們一同去見雅各，長老們也都在座。 19 保羅問候了他們，就把 
神藉著他的工作在外族人中所行的事，一一述說出來。 20 他們聽
了，就讚美 神，對保羅說：「弟兄，你看，猶太人中信主的有好
幾萬，都是對律法很熱心的人。 21 他們聽說， 

你教導所有在外族人中的猶太人背棄摩西， 

叫他們不要給孩子行割禮， 

也不要遵守規例。 22  

他們總會聽見你來了，那怎麼辦呢？ 23 你就照我們的話作吧，我們這裡有四個人，都有願在身。 24 你把
他們帶去， 

和他們一同行潔淨禮， 

並且替他們付錢，讓他們剃去頭髮， 

這樣大家就知道以前所聽見關於你的事，都不是真實的，也知道你是遵守律法循規蹈矩而行的人。 25 至於
信主的外族人，我們已經寫了信，吩咐他們要禁戒祭偶像的食物、血、勒死的牲畜和淫亂。」 26 保羅就把
那幾個人帶走了，第二天和他們一同行了潔淨禮。他們進了殿，報明了他們潔淨期滿的日子，以及各人獻
祭的時間。 

· 如

同保羅經過的各地，到了耶路撒冷，都建立良好關系，受到歡迎。 21:17 

· 第

二天保羅一行人，見到雅各和長老們。雅各是耶穌肉身的弟弟，是耶路撒冷教會的

領袖(見 12:17)。 

· 神藉著他的“工作”，工作[διακονία, diakonia]是服事、事工的意思。例如： 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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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的工作 (和合本: 屬靈的職事)  (林後 3:8) 

為的是要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和合本：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 

 (弗 4:12) 

· 對保羅的指控，完全沒有事實根據。長老們想出方法，要求保羅照著做。21:23-25 

o 潔凈的禮，與拿細耳之願有關，見民數記 6:1-21 節；民數記 8:21, 19:12, 

31:19。 

o 長老們囑咐保羅潔凈的目的，為了要扭轉眾人對保羅的觀感，而與保羅得救

與否無關。 
 

保羅被捕 （21:27-40） 
七日將完的時候，從亞西亞來的猶太人看見保羅在殿裡，就煽動群眾，並且捉住他， 28 喊叫著說：「以色
列人哪，快來幫忙！這個人到處教導眾人反對人民，反對律法和這個地方，他甚至把希臘人也帶進殿裡，
污穢了這聖地。」 29 原來他們看見過以弗所人特羅非摩同保羅在城裡，就以為保羅帶他進了殿。 30 於是
全城震動，民眾一齊跑來，捉住保羅，拉出殿外，殿門就立刻關起來了。 31 他們正想殺他的時候，有人報
告營部的千夫長，說：「整個耶路撒冷都亂了！」 32 千夫長立刻帶著士兵和百夫長跑到他們那裡。眾人一
看見千夫長和士兵，就停止毆打保羅。 33 於是千夫長上前捉住保羅，吩咐人用兩條鐵鍊捆住他，問他是甚
麼人，作過甚麼事。 34 那時眾人叫這個喊那個，吵吵鬧鬧，以致千夫長沒有辦法知道真相，只好下令把保
羅帶到營樓去。 35 保羅到了臺階下面的時候，士兵把他抬起來，因為群眾猛擠， 36 而且有一群人跟在後
面叫喊：「幹掉他！」 

• 從亞細亞來，主要城市有以弗所，保羅曾在那里傳道三年。 

• 保羅辭別以弗所時，曾經提到以弗所的猶太人謀害他。(20:19, 19:9) 

• 從亞細亞來的猶太人，指控保羅把外幫人帶進聖殿，是違反了殿規，要被處死。
 21:28-29 

• 城裡營部的千夫長(參考 23:26，革老丟．呂西亞 Claudius Lysias)，帶了他的官兵，

趕到現場逮捕了保羅，帶到營樓。 

他們帶著保羅快到營樓的時候，保羅對千夫長說：「我可以跟你講一句話嗎？」千夫長說：「你懂希臘
話嗎？ 38 難道你不就是不久以前作亂的、帶領四千個殺手到曠野去的那個埃及人嗎？」 39 保羅說：
「我是猶太人，是基利家的大數人，並不是無名小城的公民，求你准我向民眾講幾句話。」 40 千夫長
准許了他，保羅就站在臺階上，向民眾作了一個手勢。大家安靜下來了，保羅就用希伯來語講話，說： 

• 千夫長驚訝保羅說希臘語，誤以為巴羅是作亂，後來逃脫的埃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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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表明了身份，是大數城的羅馬公民。 

• 得到允許，保羅就站到臺階上，用希伯來話對民眾說。 

o 希伯來語 [Ἑβραΐς, hebrais] 是亞蘭文，在耶穌與使徒時代在巴勒斯坦地長期

的被使用。 

思考： 

保羅被捕，沒有看到教會有動靜。 

v 如果你在當時的教會，你會如何反應？ 

 

在猶太人面前自辯 （22:1-21） 
「各位父老弟兄，請聽聽我現在對你們的申辯。」 2 他們聽見保羅用希伯來語說話，就更加安靜了。保羅
說： 3 「我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在城裡長大，按照我們祖宗律法的嚴格要求，在迦瑪列門下受
教，我為 神熱心，好像你們大家今天一樣。 4 我曾經迫害信奉這道的人直至死地，把男男女女都捆綁起
來，送進監獄， 5 這是大祭司和全公議會都可以給我作證的。我也從他們那裡得到了寫給眾弟兄的信，就
去大馬士革，要把那裡的人捆綁起來，帶到耶路撒冷接受懲罰。 

「約在正午，當我走近大馬士革的時候，忽然有大光從天上向我四面照射， 7 我仆倒在地上，聽見有聲音
對我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迫害我？』 8 我回答：『主啊，你是誰？』他說：『我就是你所迫害的
拿撒勒人耶穌。』 9 跟我在一起的人，只看見那光，卻聽不清楚那位對我說話的聲音。 10 我說：『主啊，
我應當作甚麼呢？』主說：『起來，進大馬士革去，在那裡有人會把指定給你作的一切事告訴你。』 11 因
為那光太強烈，我的眼睛就瞎了，跟我在一起的人就牽著我的手，進了大馬士革。 12 「有一個人名叫亞拿
尼亞的，他是一個虔誠而遵守律法的人，當地所有的猶太人都稱讚他。 13 他來見我，站在我旁邊，對我
說：『掃羅弟兄，你現在可以看見了。』我立刻往上一看，看見了他。 14 他又說：『我們祖先的 神選派
了你，讓你明白他的旨意，看見那義者，聽見他口中的聲音。 15 因為你要把所看見所聽見的，向萬人為他
作見證。 16 現在你為甚麼還耽擱呢？起來受洗，求告他的名，洗淨你的罪吧。』 

• 保羅用了大家熟悉的語言，引發聽眾的認同感，講述他的見證。 

• 本來是自認熱心事奉神，誓要把基督徒趕盡殺絕。在往大馬色路上，出現強光，并

且有聲音對他說話。同行的人帶他去見亞拿尼亞。 

• 亞拿尼亞告訴保羅，神給他的使命： 向萬人為他作見證。然後立即給他施洗。 

「後來，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裡禱告的時候，魂遊象外， 18 看見主對我說：『你要快快離開耶路撒
冷，因為你為我作的見證，他們是不會接受的。』 19 我說：『主啊，他們知道我曾把信你的人監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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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又在各會堂拷打他們， 20 並且你的見證人司提反受害流血的時候，我也親自在場，表示同意，並
且為殺他的人看守衣服。』 21 他對我說：『你走吧，我要派你到遠方的外族人那裡去。』」 

• 在殿裡，殿 [ἱερόν, hieron] 聖殿，聖所，例如指耶路撒冷的聖殿。22:17 

o 另：殿 [ναός, naos] 耶路撒冷的殿， 天上的聖所，聖靈的殿。例如:  

你們的身體就是那位住在你們裡面的聖靈的殿 (林前 6:19)；   

漸漸增長成為在主裡面的聖所 (和合本：主的聖殿，弗 2:21) 

• 後來，主就差派保羅，到遠方宣教(遠方的外族人那裡去)。 22:21 

保羅與千夫長  （22:22-29） 
眾人聽見他說到這句話，就高聲說：「這樣的人應該從地上除掉，不應該活著！」 23 大家正在喊叫著，拋
擲衣服，向空中揚灰撒土的時候， 24 千夫長下令把保羅帶到營樓去，吩咐人用鞭子拷問他，要知道群眾為
甚麼這樣向他喊叫。 25 士兵正用皮帶綁他的時候，保羅對站在旁邊的百夫長說：「你們鞭打一個還沒有定
罪的羅馬公民，是合法的嗎？」 26 百夫長聽了，就去報告千夫長，說：「這個人是羅馬公民，你要怎麼辦
呢？」 27 千夫長就來問保羅：「告訴我，你是羅馬公民嗎？」他說：「是的。」 28 千夫長說：「我花了
一大筆錢，才取得羅馬籍。」保羅說：「我生下來就是羅馬公民。」 29 於是那些要拷問他的人，立刻離開
他走了。千夫長既知道他是羅馬公民，又因捆綁過他，就害怕起來。 

• 眾人聽到保羅到外幫人(外族人那裡去)那里去，認為保羅是猶太教的叛徒。 22:22 

• 千夫長正要叫人鞭打拷問，保羅對旁邊的百夫長說：鞭打沒有定罪的羅馬人，合法

嗎？ 

• 百夫長立刻轉告千夫長，這人是羅馬人，千夫長心虛害怕。 

保羅在公會前申訴 （22:30-23:11） 
第二天，千夫長為要知道猶太人控告保羅的真相，就解開他，召集了祭司長和公議會全體在一起，把保羅
帶下來，叫他站在他們面前。 

 保羅定睛看著公議會的各人，說：「各位弟兄，我在 神面前，行事為人一向都是憑著良心的。」 2 大祭
司亞拿尼亞就吩咐站在他旁邊的人打保羅的嘴巴。 3 保羅對他說：「你這粉飾的牆啊， 神要擊打你！你
坐堂要按著律法審問我，現在你竟然違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嗎？」 4 站在旁邊的人民說：「你敢辱罵 神的
大祭司嗎？」 5 保羅說：「弟兄們，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經上說：『不可咒詛你人民的領袖。』」 6 保
羅看出其中一部分是撒都該人，另一部分是法利賽人，就在公議會中大聲說：「我是法利賽人，也是法利
賽人的子孫，我現在受審，是為了盼望死人復活！」 7 他說了這話，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就起了爭論，會
眾也分裂了，成為兩派。 8 原來撒都該人說沒有復活，沒有天使，也沒有鬼靈，法利賽人卻認定這些都
有。 9 於是眾人大嚷大鬧，有幾個法利賽派的經學家站起來辯論說：「我們看不出這個人作過甚麼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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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定有靈或天使對他說過話。」 10 爭論越來越大，千夫長怕保羅被他們撕碎了，就吩咐士兵下去，把他
從人群中搶救出來，帶到營樓去。 11 當天晚上，主站在保羅身邊，說：「你要壯起膽來，你怎樣在耶路撒
冷作見證，也必照樣在羅馬為我作見證。」 

• 保羅定睛，面無懼色，分別出他依靠的神，與衆人的惡勢力。 23:1 

• 他稱呼在場的人為弟兄們，緩和之間的關係。同時强調了他是屬神，也是地上的好公

民，慿良心行事爲人。 

o 良心，是分辨是非的道德良知， 例如： 

無愧的良心 (和合本：無虧的良心)  (提前 1:19)  

清潔的良心  (提前 3:9)  

我們良心的邪惡既然被灑淨 (和合本：心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 (來 10:22) 

思考： 

我在 神面前，行事為人一向都是憑著良心的 

v 我在人前，也是這樣說嗎？ 

v 有一天到了 神的面前，也是這樣說嗎？ 

 

大祭司亞拿尼亞就吩咐站在他旁邊的人打保羅的嘴巴。 3 保羅對他說：「你這粉飾的牆啊， 神要擊打
你！你坐堂要按著律法審問我，現在你竟然違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嗎？」 

• 大祭司亞拿尼亞，是貪財的小人，叫人打了保羅。 

• 保羅斥責大祭司是外表洗刷潔白，虛有其表，假冒爲善。如同耶穌斥責假冒爲善的

文士和法利賽人： 

虛偽的經學家和法利賽人哪，你們有禍了！你們好像粉飾了的墳墓，外面好
看，裡面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各樣的污穢  (太 23:27) 

• 神要擊打你，是猶太人的咒詛，出於： 

耶和華必用癆病、熱病、炎症、瘧疾、乾旱、旱風和霉爛打擊你；它們必追

趕你，直到你滅亡。 (申 28:22) 

o 亞拿尼亞在主後 66 年，被奮銳黨人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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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對他說：「你這粉飾的牆啊， 神要擊打你！你坐堂要按著律法審問我，現在你竟然違背律法吩咐人
打我嗎？」 4 站在旁邊的人民說：「你敢辱罵 神的大祭司嗎？」 5 保羅說：「弟兄們，我不知道他是大
祭司。經上說：『不可咒詛你人民的領袖。』」 

• 保羅斥責大祭司違背律法，沒有經過聆訊，傳召證人，就打人，不合乎法律程序。 

• 旁邊的人說：「你敢辱罵 神的大祭司嗎？」 保羅從來不認爲亞拿尼亞是神的大

祭司，才對他咒詛。並引用聖經： 不可咒罵 神，也不可咒詛你人民的領袖。(出
22:28) 

o 保羅表明自己是順服律法的教導，尊重官長。而亞拿尼亞的爲人，不符合猶

太人的官長的身份。 

保羅看出其中一部分是撒都該人，另一部分是法利賽人，就在公議會中大聲說：「我是法利賽人，也是法
利賽人的子孫，我現在受審，是為了盼望死人復活！」 7 他說了這話，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就起了爭論，
會眾也分裂了，成為兩派。 8 原來撒都該人說沒有復活，沒有天使，也沒有鬼靈，法利賽人卻認定這些都
有。 9 於是眾人大嚷大鬧，有幾個法利賽派的經學家站起來辯論說：「我們看不出這個人作過甚麼壞事；
說不定有靈或天使對他說過話。」 

• 保羅看到二派的人，大祭司和祭司長屬於撒都該人，不信靈界的事，不信神蹟奇

事；和法利賽人相信將來有復活，彌賽亞能夠拯救猶太百姓。 

• 保羅就告訴衆人，他是正宗的法利賽人。他受審是因爲是他盼望死人復活的信念。 

• 說了這話，二派人就爭執起來，會衆也分爲二派吵起來。 

• 幾個法利賽的文士，看不出保羅有什麽錯，又可能的確有靈魂或天使對保羅説過

話。 

爭論越來越大，千夫長怕保羅被他們撕碎了，就吩咐士兵下去，把他從人群中搶救出來，帶到營樓去。 11 

當天晚上，主站在保羅身邊，說：「你要壯起膽來，你怎樣在耶路撒冷作見證，也必照樣在羅馬為我作見
證。」 

• 二派的衝突白熱化，千夫長看情勢不妙，命令士兵把保羅搶救出來，回到營樓。 

• 當天晚上，主再次在異象中對保羅顯現。告訴他： 

o 你要壯起膽來 (和合本：放心吧！)，不要懼怕，鼓起勇氣。例如，門徒看到

耶穌在海面上走，非常恐懼： 

耶穌立刻對他們說：「放心吧！是我，不要怕。」 (太 14:27) 

o 保羅還要繼續使命，到羅馬為主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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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害保羅的陰謀 （23:12-22） 
到了天亮，猶太人在一起祕密計謀，並且發誓說，不殺保羅，就不吃不喝。 13 一同策劃這項陰謀的有四十
多人。 14 他們來見眾祭司長和長老，說：「我們已經發了誓，不殺保羅，就不吃東西。 15 現在你們和公
議會要通知千夫長，帶保羅到你們這裡來，裝作要詳細審查他。我們已經預備好了，不等他走近，就把他
殺了。」 16 但保羅的外甥聽見這項埋伏的詭計，就到營樓去，告訴保羅。 17 保羅請了一個百夫長來，
說：「請你帶這個青年人去見千夫長，他有事要報告。」 18 百夫長就帶保羅的外甥去見千夫長，說：「囚
犯保羅請了我去，求我帶這個青年人來見你，他有事要向你報告。」 19 千夫長拉著他的手，走到一邊，私
下問他：「你有甚麼事要向我報告？」 20 他說：「猶太人已經約好了，要求你明天把保羅帶到公議會裡
去，裝作要詳細審查他。 21 你不要聽他們，因為他們有四十多人正在埋伏起來等著保羅；他們發了誓，不
殺保羅，就不吃不喝。現在他們已經準備好了，只等你答應。」 22 千夫長囑咐那青年人：「不要告訴人你
把這事告訴了我。」然後就打發他走了。 

• 第二天有四十多人，在所不惜的發誓要殺保羅。串通祭司長和長老，要在傳保羅來

的路上暗殺。 

• 保羅的外甥聽到這消息，去告訴了保羅。保羅要求一個百夫長，帶著外甥去見千夫

長。外甥告訴千夫長之後，千夫長吩咐外甥保密。 

保羅被解交腓力斯巡撫 （23:23-35） 
千夫長叫了兩個百夫長來，說：「預備兩百個步兵，七十個騎兵、兩百個長槍手，晚上九點鐘往該撒利亞
去。 24 也要預備好牲口，好讓保羅騎上，護送他安全到達腓力斯總督那裡。」 25 千夫長寫了一封信，大
意如下： 26 「革老丟．呂西亞問候總督腓力斯大人。 27 這個人被猶太人捉住，快要遭害的時候，我聽說
他是羅馬公民，就帶兵去把他救出來。 28 為要知道猶太人控告他的原因，我就帶他到他們的公議會那裡
去。 29 我發現他被控告，是為了他們律法上的問題，並沒有甚麼該死該綁的罪名。 30 後來我接到密報，
得知害他的陰謀，就立刻把他送到你那裡去，並且吩咐原告到你面前來控告他。」 31 於是士兵照著吩咐，
把保羅提出來，連夜帶到安提帕底。 32 第二天，他們把保羅交給騎兵隊護送，就回營樓去了。 33 騎兵到
了該撒利亞，把信呈上總督，同時把保羅也交給他。 34 總督讀了信，就問保羅是哪一省的人；知道了他是
基利家人， 35 就說：「等到原告也來了，我才審問你。」於是吩咐人把他拘留在希律的王府裡。 

• 千夫長動用了大批人馬，護送保羅到該撒利亞，到猶大省總督菲利斯那裏。 

• 千夫長寫了信，為自己邀功把保羅救出，判斷保羅沒有什麽大的罪名。接了密保，

為了保護送到總督那裏，原告可以到總督前控告。 

• 護送的士兵，把保羅帶到猶大省和撒瑪利亞省邊界的安提帕底。第二天，七十個騎

兵繼續護送，其他的兵回頭。 

• 把保羅和信送到總督，總督確定保羅的出生地，扣留著保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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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但保羅的外甥聽見這項埋伏的詭計，就到營樓去，告訴保羅….. 

v 我在過去經歷的事之後，才發現神保守著我渡過危機？ 

v 我跟人分享過這樣的經歷嗎？ 

v 在事後察覺到是神的保守，我有沒有特別的感恩？ 

v 今天再一次，跟人分享神在暗地裏保守的經歷，好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