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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課  保羅在羅馬官員前的自辯（24.1-26.32） 
重點 

保羅受審 24.1-24.9 

保羅在腓力斯面前申辯 24.9-24.23 

腓力斯聽道後害怕起來 24.24-24.27 

保羅上訴凱撒 25.1-25.12 

亞基帕王要聽保羅的案情 25.13-25.27 

保羅在亞基帕王面前申辯 26.1-26.23 

保羅說服亞基帕王 26.24-26.32 

幾個人物 

大祭司 亞拿尼亞  24:1 

腓力斯 總督 24:2 

波求．非斯都 總督(接了腓力斯的任，上層社會)

 24:27 

亞基帕 王(和百尼基) 25:13 

 

保羅受審 
過了五天，大祭司亞拿尼亞同幾個長老，和一個律師帖土羅
來了，他們向總督控告保羅。 2 保羅傳來了之後，帖土羅就
控訴他說：「腓力斯大人，因著你的緣故，我們大大地享受
著太平；因著你的遠見，本國大事改革； 3 我們隨時隨地感
激不盡。 4 現在我不想多煩擾你，只求你寬容一下，聽我們
講幾句話。 5 我們看這個人就像瘟疫一樣，是煽動普天下猶
太人生亂的人，又是拿撒勒派的首領。 6 他還意圖污穢聖
殿，我們就把他捉住。 7 （有些抄本在此有以下一段：「我
們想按照我們的律法審問他。7 可是千夫長呂西亞來了，用武力把他從我們手中搶走，8 還吩咐原告到你這
裡來。」） 8 你親自審問之後，就必清楚知道我們告他的一切事了。」 9 猶太人也都跟他一同控告保羅，
證實事情確是這樣。 

• 保羅被關在該撒利亞，猶太地省政府的所在。 23:33 

• 在很短的五天之内，猶太公會派人來到該撒利亞。來的有大祭司亞拿尼亞，幾個長

老，和一個律師或精通法律的帖土羅。 24:1 

• 帖土羅向腓力斯提出對保羅的控訴，奉承了太平盛世，以對比于控告煽動生亂的保

羅。一同來的猶太人，也同樣的控告。要腓力斯審理。 24:2,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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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腓力斯面前申辯 24.10-24.23 
總督向保羅示意，叫他說話，他就說：「我知道你在本國審案多年，所以樂意為自己申辯。 11 你清楚
知道，自從我上耶路撒冷去禮拜，到現在還沒有十二天； 12 無論在殿裡、會堂中或城裡，他們都沒有
看見我跟人辯論，或煽動群眾作亂， 13 也不能向你證明他們現在控告我的事。 14 但有一件事我要向你
承認，他們所稱為異端的這道，我正是根據這道來敬拜我祖先的 神的。一切律法和先知所記的，我都
相信。 15 我靠著 神所存的盼望，也是他們自己所期待的，就是義人和不義的人都要復活； 16 因此，
我常常勉勵自己，對 神對人要常存無虧的良心。 17 過了幾年我帶著捐款回來賙濟本國，同時也帶了
祭物， 18 他們看見我在殿裡的時候，我已經行完了潔淨禮，並沒有和一大群人在一起，也沒有生亂， 

19 只有幾個從亞西亞來的猶太人而已。他們若有事要控告我，就應該到你面前來控告。 20 要不然，當
我站在公議會中受審的時候，這些人若發現我有甚麼罪行，早就親自說出來了。 21 如果有的話，就是
我站在他們中間所喊的：『我今天在你們面前受審，是為了死人復活的事』那一句話。」 22 腓力斯本
來就詳細曉得這道，卻故意拖延他們，說：「等千夫長呂西亞來了，再斷定你們的事。」 23 於是吩咐
百夫長看守保羅，但要寬待他，不可阻止親友來照料他。 

• 保羅爲主作見證的對象，從猶太人轉移對羅馬的官長，實現了復活的主對亞拿尼亞

說及保羅未來的預言。 

• 總督表示了要保羅説話，保羅就從一點恭維的話開始。 24:10 

• 保羅說，在場的原告虛報案情，他們並不能證實什麽。 24:13 

• 他們誣告所謂的異端的”道”，就是猶太人所遵行的律法，敬拜神，並且存著無虧的

良心，期待將來的復活。 24:14-15 

• 保羅答辯第二個罪狀”污穢聖殿”，既然他不辭勞苦的把捐款帶囘來賙濟本國，是存

著敬畏的心，進入聖殿中敬拜神，怎麽可能故意褻瀆聖殿？ 24:17 

• 在獻祭的時候，在聖殿得到人看到他已經完成了七天的潔净之禮，沒有引起什麽暴

動。真正聳動群衆的，是幾個從亞西亞來的猶太人。 

• 而那些告我的原告，在開審的時候，沒有出現，所指控的應該自動撤銷。被告可以

無罪釋放。 24:18-19 

• “要不然”的話，既然原告不在，在場公會的也應該說了。 24:20 

• 如果有的話，也就是爲了那一句話”死人復活的事”。這並沒有觸犯羅馬法律。
 2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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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新的證據，腓力斯應該撤銷一切對保羅控訴的罪名。但是，腓力斯不敢得

罪在場的大祭司和公會的人，明知保羅的無辜，不願意釋放保羅，就用拖延(和合

本：支吾)的手段處理。 24:22 

• “要寬待”保羅的原因，可能(24:26)“希望保羅送錢給他”。 24:23 

 

腓力斯聽道後害怕起來 24.24-24.27 
過了幾天，腓力斯和他的猶太妻子土西拉一同來到，他又傳見保羅，聽聽他對基督耶穌的信仰。 25 保
羅講到公義、自制和將來的審判的時候，腓力斯就害怕起來，說：「你先走吧，等我有空的時候再叫你
來。」 26 同時他也希望保羅送錢給他，所以又多次傳見他，和他談話。 27 過了兩年，波求．非斯都接
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為要討好猶太人，就把保羅留在監裡。 

• 腓力斯不一定對福音有興趣，可能遷就一下妻子的要求 24:24 

o 保羅對他們講公義、針對腓力斯應該公平審理； 

o 講到自制，針對腓力斯和土西拉生活的聖潔； 

o 也講到將來的審判，是針對腓力斯身爲審判官，應該以身作則的過正義的生

活。 

• 腓力斯的反應害怕，可能就是因爲在公義和自制都失敗，死後面臨審判，必被判有

罪。因此，就恐懼起來。 24:25 

• 腓力斯既然不能從保羅得財利，就把保羅作爲政治籌碼，討好猶太人，就扣留保羅

在監獄裏，關了二年。 24:27 

 

思考 

保羅被當作政治籌碼，被扣留在監獄裏二年。 

· 如果你是保羅在當時的困境，你的反應是什麽？ 

· 如果你今天也在困境中，你如何面對困境？ 

· 你覺得神藉著困境，對你說了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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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上訴凱撒 25.1-25.12 
非斯都到任三天之後，就從該撒利亞去耶路撒冷。 2 祭司長和猶太人的首領，到他面前控告保羅。他們又
要求非斯都， 3 求他恩准對付保羅，把保羅解來耶路撒冷，他們好埋伏在路上殺死他。 4 非斯都回答：
「保羅現今押在該撒利亞，我就要回到那裡去。」 5 又說：「你們中間有權勢的，和我一同去吧！那人若
有甚麼不是，他們就可以告他。」 6 非斯都在他們那裡大約逗留了不過十天八天，就回到該撒利亞去。第
二天就開庭，吩咐把保羅帶來。 7 保羅一到，那些從耶路撒冷來的猶太人，就站在他周圍，提出許多嚴重
的控告，可是所控告的他們都不能證實。 8 保羅申辯說：「無論對猶太人的律法、聖殿或凱撒，我都沒有
罪。」 9 但非斯都為要討好猶太人，就問保羅：「你願意去耶路撒冷，讓我在那裡審問這事嗎？」 10 保羅
說：「我現在站在凱撒的審判臺前，這裡是我應當受審的地方。我對猶太人並沒有作過甚麼不對的事，這
是你清楚知道的。 11 我若作過不對的事，犯過甚麼該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推辭。不過，如果這些人告我
的事不是真的，誰也不可以把我送給他們。我要向凱撒上訴。」 12 非斯都同議會商量後，答覆說：「你既
然要向凱撒上訴，可以到凱撒那裡去。」 

• 非斯都出身社會上層，可能熟悉社會階層，人脈關係，一上任就從省會該撒利亞，

到猶太人宗教和文化中心的耶路撒冷。 25:1 

• 耶路撒冷的眾祭司長和猶太人的領袖們，都來告狀。要求押解保羅來耶路撒冷，其

實是要在路上暗殺保羅。 25:2-3 

• 非斯都表示就要囘省會，保羅被押在那裏，要告就去那裏。 25:4-5 

• 非斯都回去就開庭(和合本: 坐堂)，來的猶太人仍不能證實。25:6-7 

• 保羅再次申明沒有犯罪， 非斯都討好猶太人，問是否要到耶路撒冷受審。而因爲

保羅是羅馬公民，必須徵求保羅的同意。 25:8-9 

• 保羅强調他應在羅馬法庭受審，到耶路撒冷對他的危險 25:10 

• 保羅表示他不會逃避被判死刑，於是被逼上告該撒，如此有機會為主做見證。非斯

都跟他的親信商量，就同意了。 25:11-12 

 

亞基帕王要聽保羅的案情 25.13-25.27 
過了一些日子，亞基帕王和百尼基到該撒利亞來，問候非斯都。 14 他們在那裡逗留了許多天，非斯都
把保羅的案情向王陳明，說：「這裡有一個囚犯，是腓力斯留下來的。 15 我在耶路撒冷的時候，祭司
長和猶太人的長老控告他，要求把他定罪。 16 我答覆他們說，被告還沒有和原告當面對證，又沒有機
會為所控的罪申辯，就被送給對方，羅馬人沒有這個規例。 17 後來他們都到了這裡，我沒有耽延時
間，第二天就開庭，吩咐把那人提出來。 18 原告都站在那裡，他們所控訴他的，並不是我所意料的惡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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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基帕王是殺死使徒雅各的希律王一世的兒子，與他的王后一起來到該撒利亞。非

斯都就告訴亞基帕王，有關保羅的事，并且申明是上任總督腓力斯留下的案子。
 25:13-14 

• 非斯都爲了表明自己精明，按照羅馬法庭規則，不延誤案件。他判斷沒有原告所形

容的惡事。 25:15-18 

• 亞基帕王聽了非斯都講保羅所傳的耶穌復活，也想聼聼。 25:19-22 

• 第二天亞基帕和百尼基，以及政府的政要都到了，非斯都就叫人把保羅帶出來。
 25:23 

• 非斯都先敘述了猶太人要滅除保羅的要求，非斯都同意保羅沒有該死的罪，要送保

羅到羅馬。 25:24 

• 但是，寫不出什麽罪狀，所以帶到你們，特別是亞基帕王面前，審問出可以寫出來

的控訴。 25:26-27 

 

思考 

第二天，亞基帕和百尼基威風凜凜地來了，同千夫長和城中的顯要進了廳堂。非斯都吩
咐一聲，就有人把保羅提出來。 

• 如果你是保羅，終於有這機會在大庭廣衆前，可以述説實情。你要跟神如何禱

告？ 

• 如果你今天也在困境中有一綫的希望，你還要求驗證嗎？ 

• 你跟神禱告的第一件事，是什麽？ 

 

保羅在亞基帕王面前申辯 26.1-26.23 
亞基帕對保羅說：「准你為自己申辯。」於是保羅伸手辯護說： 2 「亞基帕王啊，猶太人控告我的事，今
天我可以在你面前辯護，實在是萬幸； 3 特別是你熟悉猶太人的一切規例和爭論，所以求你耐心聽我申
訴： 4 我從幼年到現在，在本國、在耶路撒冷為人怎樣，猶太人都知道。 5 如果他們肯作證的話，他們是
早就知道，我是按著我們祖宗最嚴格的教派，過著法利賽人的生活。 6 現在我站著受審，是為了對 我們
祖先的應許存著盼望。 7 我們十二支派晝夜切切地事奉 神，都是盼望這應許實現。王啊，我被猶太人控
告，正是為了這個盼望。 8  神使死人復活，你們為甚神向麼認為是不可信的呢？ 9 從前，我也認為應該
多方敵對拿撒勒人耶穌的名。 10 後來就在耶路撒冷這樣作了。我得到了眾祭司長授權，把許多聖徒關在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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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並且他們被殺的時候，我也表示同意。 11 我在各會堂裡多次用刑強迫他們說褻瀆的話；我非常憤恨他
們，甚至追到國外的城巿去迫害他們。 12 「那時候，我得到祭司長的授權和准許，去大馬士革。 13 王
啊，就在中午的時候，我在路上看見一道光，比太陽更明亮，從天上四面照著我和同行的人。 14 我們都仆
倒在地上，我聽見有聲音用希伯來話對我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迫害我？你要踢刺棒是難的。』 15 

我說：『主啊，你是誰？』主說：『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 16 你起來，站著，我向你顯現，是要指派你
為我工作。你要為你所見過的事，和我將要向你顯明的事作見證。 17 我要救你脫離這人民和外族人，差遣
你到他們那裡去， 18 開他們的眼睛，使他們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的權下歸向 神，使他們的罪惡得
到赦免，並且在那些因信我而成聖的人中同得基業。』 19 「亞基帕王啊，因此，我沒有違背這從天上來的
異象， 20 先向大馬士革、耶路撒冷、猶太全地的人宣講，後向外族人宣講，叫他們悔改，歸向 神，行事
與悔改的心相稱。 21 猶太人就是為了這緣故在殿裡捉住我，想要殺我。 22 然而，我得到 神的幫助，直
到今日還是站得穩，向尊卑老幼作見證，我所講的都是眾先知和摩西所論的將來必成的事， 23 就是基督必
須受難，並且從死人中首先復活，把光明的信息傳報得到給這人民和外族人。」 

• 保羅得到亞基帕的允許，禮貌的讚賞一番，就開始申訴。 26:1-3 

• 先說了自己的嚴謹法利賽背景，接著清楚强調了神的應許，將來身體復活的應許。
 26:4-7 

o 神向我們祖先的「應許」存著盼望：” 我現在受審，是為了盼望死人復
活！”(23:6)；” 就是義人和不義的人都要復活”(24:15)；” 論到一位已經死了
的耶穌，保羅卻說他是活著的”(25:19) 

o 以色列人熱心事奉(λατρεύω 敬拜，腓 3:3，來 9:9) 

• 口氣轉爲對”你們”，針對亞基帕王與在場的達官貴人，都不相信有死人復活的事。
 26:8 

• 轉而講自己千方百計的敵對迫害相信基督的人，往大馬色去抓

相信基督的人。在路上見意象，主耶穌派他為復活的主做見

證。 26:9-17 

o 踢刺棒(和合本：腳踢刺)，刺棒(κέντρον)an iron goad，踢

刺棒 to kick against the goad，to offer vain  resistance 無

效的抗拒。 

o 指保羅當時之前拒絕基督的引導，不但要保羅悔改，還

托付他去見證所看到的意象。 

o 對猶太人，與外邦人作見證，脫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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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他們的眼睛，使他們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的權下歸向 神，使他們的罪惡
得到赦免 26:18 

o 啓開人的心眼，使人認識真理接受福音。寓意性黑暗與光明形容人的屬靈光

景，例如：黑夜已深，白晝近了，所以我們要除掉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
武器。(羅 13:12) 

o 罪惡得到赦免，必須要完全的依靠復活的主，信靠主基督，罪得赦免，有份

於天國。 

• 保羅如此證明沒有違背從神來的異象，四處宣講悔改歸向神， 行事與悔改的心相
稱的信息。靠神的恩典，講的將來必成的事，給猶太人和外邦人。 26:19-23 

 

保羅說服亞基帕王 26.24-26.32 
保羅申訴到這裡，非斯都大聲說：「保羅！你瘋了；你的學問太大，使你瘋了！」 25 保羅說：「非斯都大
人，我沒有瘋，我說的都是真實的話，清醒的話。 26 因為王知道這些事，所以我對王坦白直說。我確信這
些事沒有一件能瞞得過他，因為這不是在背地裡作的。 27 亞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嗎？我知道你是信的。」 

28 亞基帕對保羅說：「你想用這樣短短的時間就可以說服我作基督徒嗎！」 29 保羅說：「無論時間短也
好，時間長也好，我向 神所求的，不單是你，而且是今天所有的聽眾，都能像我一樣作基督徒，只是不
要有這些鎖鍊。」 30 亞基帕王、總督和百尼基，還有在座的人都站起來， 31 退到一邊，彼此談論，說：
「這個人並沒有犯過甚麼該死該綁的罪。」 32 亞基帕對非斯都說：「這個人若沒有向凱撒上訴，早就可以
釋放了。」 

• 非斯都顯然的拒絕真理，保羅有禮又肯定的回答，説的是真實及合理的話。26:24-
26 

• 保羅轉向亞基帕王，問是否相信眾先知的預言基督的事？ 

o 如果是，就是承認和接受基督，基督的事蹟都是真的。 

o 如果否認，豈不是要否認猶太教，及他自己的猶太血統？ 26:27 

• 亞基帕王不承認在那麽短時間内就被説服，保羅回復不是時間的長短，而是向神所

求的，是向亞基帕王以及在場的所有人，都能跟保羅自己一樣成爲基督徒。26:28-
29 

• 官員們退席商議，認爲保羅沒有罪。只是因爲保羅上訴凱撒，不然就可以釋放。
 26: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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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主差派保羅到猶太人和外族的人那裏去， 「開他們的眼睛，使他們從黑暗中歸向光
明 」 ，因爲人本來是， 

「看是看見了，總是不領悟。因為這人民的心思遲鈍，用不靈的耳朵去聽，又閉上了眼
睛 。 」 (太 13:14)  

v 我今天是眼睛已經被「開」 ，還是「閉上了眼睛」 ？ 

v 我「看是看見了，總是不領悟」？我禱告： 「懇求聖靈，開我的眼，光照引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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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我的眼, 使我看見，神的真理為我彰顯； 

求主賜我那奇妙祕鑰，使我自由解我捆鎖。 

我今默然專心等侯，惟願我主旨意成就； 

懇求聖靈，開我的眼，光照引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