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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 往羅馬 （27:1-28:31） 
重點 

啟程往羅馬 27:1-27:12 

海上遇暴風 27:13-27:38 

擱淺、脫險 27:39-27:44 

馬爾他島 28:1-28:10 

抵達羅馬 28:11-28:15 

在羅馬傳道 28:16-28:31 

啟程往羅馬 27:1-27:12 
他們決定要我們坐船往意大利去，就把保羅和別的囚犯，交給皇家軍營裡的一個百夫長，名叫猶流。 2 有
一艘亞大米田來的船，要開往亞西亞沿岸一帶的地方，我們上去，船就開了。跟我們在一起的，還有馬其
頓的帖撒羅尼迦人亞里達古。 3 第二天到了西頓，猶流寬待保羅，准他去看看朋友，接受他們的招
待。 4 我們又從那裡開船，因為逆風，就沿著塞浦路斯背風而行。 5 渡過基利家和旁非利亞一帶的海面，
就到了呂家的每拉。 6 百夫長在那裡找到一艘亞歷山太來的船，要開往意大利去，就叫我們上了那
船。 7 一連幾天，船都走得很慢，好不容易才到了革尼土的對面。因為有風阻擋著我們，就沿著克里特背
風而行，從撒摩尼對面經過， 8 沿著海岸行駛，航程很艱難，後來才到了靠近拉西亞城一個名叫美港的地
方。 9 過了相當的時候，連禁食節也過去了，所以航行很危險，保羅就勸告他們， 10 說：「各位，我看這
次航行，不單貨物和船隻要遭到損失，大受破壞，連我們的性命也難保。」 11 但百夫長寧願相信船長和船
主的話，卻不相信保羅所說的。 12 而且這港口不適宜過冬，所以大多數人主張離開那裡，也許可以到非尼
基去過冬。非尼基是克里特的一個港口，一面向西南，一面向西北。 

• 保羅被交給百夫長猶流，上船開到西頓，下來接受朋友招待。 27:1-3 

• 從那裏開船，沿著塞浦路斯島 Cyprus 北邊，每拉港 Myra，換上了另一艘船，到克

里特 Crete 島南岸的美港(和合本：佳澳)The fair havens。  27:4-8 

• 背風而行，航程艱難。保羅勸大家停留，百夫長等大多數人主張往島的西邊非尼基

Phenice/Phoenix 。 27:9-12 

o 禁食節 指的是猶太人的贖罪日，在九月底至十月初左右。(參考利 16:29-34, 
23:26-32) 

 



OCM

使徒行傳 

  [2] Rev. J Liu 2021.05 
 

海上遇暴風 27:13-27:38 
這時南風徐徐地吹來，他們以為風勢有利，就起錨沿著克里特航行。 14 可是過了不久，有一股名叫
「友拉革羅」（「友拉革羅」意即「東北風」）的颶風，向島上吹襲。 15 船給風困住了，不能迎風前
行，只好隨著風向飄流。 16 有一個小島名叫高達，我們就在這島的背風岸急航，好不容易才把救生艇
拉住。 17 水手把艇拉上來，用纜索繞過船身捆好。他們怕船在賽耳底擱淺，就收下船帆，任船飄
流。 18 風浪把我們顛簸得很厲害，第二天他們就把貨物拋在海裡， 19 第三天又親手把船上的用具扔
掉。 20 好幾天，都看不見星星和太陽，狂風大浪催逼著我們，這樣看來，我們連生還的希望都沒有
了。 21 大家很久沒有吃飯了，保羅就站在他們中間，說：「各位，你們本來應該聽我的話不離開克里
特，就不會遭受這場損失和破壞了。 22 現在我勸你們放心。除了這艘船以外，你們沒有一個人會喪命
的。 23 因為我所歸屬所事奉的 神，他的使者昨天夜裡站在我的旁邊，說： 24 『保羅，不要怕。你必
定可以站在凱撒面前； 神已經把那些和你同船的人賜給你了。』 25 所以，各位請放心。我相信 神
對我怎樣說，也必怎樣成就。 26 不過我們必會擱淺在一個海島上。」 27 到了第十四天的晚上，我們在
亞得里亞海飄來飄去。約在半夜的時候，水手以為接近了陸地， 28 就探測一下，深三十六公尺；稍往
前行，再探測一下，深二十七公尺。 29 他們怕我們會在亂石上擱淺，就從船尾拋下四個錨，期待著天
亮。 30 水手們想要離船逃走，就把救生艇放在海上，假裝要從船頭拋錨的樣子。 31 保羅對百夫長和士
兵說：「這些人若不留在船上，你們就性命難保！」 32 於是士兵砍斷救生艇的繩子，任它掉下
去。 33 天快亮的時候，保羅勸大家吃飯，說：「你們一直不吃東西，挨餓苦候，到今天已經十四天
了！ 34 所以，我勸你們吃點飯，這可以維持你們的性命！因為你們沒有人會失掉一根頭髮。」 35 保羅
說了這話，就拿起餅來，在眾人面前感謝 神，然後擘開來吃。 36 於是大家都安心吃飯了。 37 我們在
船上的共有二百七十六人， 38 大家吃飽了，把麥子拋在海裡，好減輕船的負荷。 

• 起錨沿著克里特島，遇到颶風，到高達(和合本：高大)附近與風浪掙扎，抛棄船上

貨物和用具。 27:13-20 

• 保羅告訴他們，不會喪命，並述説他見到的異象。 27:21-22 

• 在異象中，主的使者告訴他，不要害怕，雖然船將擱淺在一個海島上，他將站在該

撒面前作見證，並且保守保羅和同船的人。 27:23-26 

『保羅，不要怕。你必定可以站在凱撒面前； 神已經把那些和你同船的人賜給你
了。』 27:24 

• 在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漂流到第十四天晚上，怕擱淺就抛錨。保羅警告百夫長

和士兵，水手可能要逃走。 27:27-32 

• 保羅勸大家吃飯，他祝謝之後，大家安心吃飯。 27:33-38 

o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來，吃早飯吧。」 (約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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擱淺、脫險  馬爾他島 27:39-28:10  
天亮的時候，他們不認得那個地方，只看見一個可以登岸
的海灣，就有意儘可能把船攏岸。 40 於是把錨砍掉，丟
在海裡，同時又鬆開舵繩，拉起前帆，順風向岸駛
去。 41 但在海水夾流的地方，船就擱了淺，船頭膠著不
動，船尾被海浪沖擊，就損壞了。 42 士兵想把囚犯都殺
掉，免得有人游泳逃脫。 43 但百夫長想要救保羅，就阻
止他們這樣行。他吩咐會游泳的跳下水去，先到岸
上， 44 其餘的人可以用木板，或船上的器具上岸。這
樣，大家都安全地上岸了。 

我們脫險之後，才知道那島名叫馬爾他。 2 當地的人對我
們非常友善；因為下過一場雨，天氣又冷，他們就生了火
來招待我們。 3 保羅拾了一捆乾柴，放在火上的時候，有一條毒蛇，受不住熱，爬了出來，纏住他的
手。 4 當地的人看見那條蛇懸在他手上，就彼此說：「這個人一定是兇手，雖然從海裡脫險，天理也不
容他活著！」 5 但是保羅卻把那條蛇抖在火裡，自己一點也沒有受傷。 6 他們等著看他發腫，或者忽然
暴斃。但等了很久，見他平安無事，就轉念說，他是個神明。 7 那地附近有些田產，是島上的首領部百
流所擁有的。他歡迎我們，善意招待我們三天。 8 那時，部百流的父親患了痢疾，發熱臥病在床，保羅
到他那裡，為他祈禱按手，醫好了他。 9 這麼一來，島上其他有病的都來了，也都治好了。 10 他們多
方面尊敬我們；到開船的時候，又把我們所需要的東西送來。 

• 到了一個不認識的地方，要登岸時船擱淺，知道是在馬爾他島 Malta。 27:39-28:1 

• 當地人善待他們，保羅把纏在手上的蛇丟在火裏，安然無事。當地人從懷疑保羅是

惡者，轉認爲神明。 28:2-28:6 

• 保羅為當地人按手禱告治病，得到尊敬。 28:7-28:10 

 

抵達羅馬 28:11-28:15  
過了三個月，我們上了一艘亞歷山太來的船。這船在島上過冬，船的名字是
「宙斯雙子」。 12 到了敘拉古，我們停留了三天。 13 從那裡繞道航行，來
到利基翁。過了一天，起了南風，第二天到達部丟利。 14 我們在那裡遇見一
些弟兄，他們邀請我們一同住了七天。這樣，我們就來到了羅馬。 15 弟兄們
聽到了我們的消息，就從羅馬出來，在亞比烏和三館迎接我們。保羅見了他
們，就感謝 神，膽子也壯了起來。 

• 三個月後上了船，經過今天西西里東邊的海峽，沿著意

馬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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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西海岸到部丟利，被幾位弟兄招待之後，到羅馬郊區的亞比烏和三館，見到羅

馬來的弟兄們。 28:11-28:15 

• 感恩，並且來迎接的人，精神振奮。 

o 保羅在以弗所工作的時候，就寫了羅馬書。 

o 如此是聖徒相通，羅馬教會雖然不是保羅所建立，但是對他是盛情表示歡

迎。 

 

在羅馬傳道 28:16-28:31 
我們到了羅馬，保羅獲准獨自與看守他的士兵居住。 17 過了三天，保羅請猶太人的首領來。他們都到了，
保羅說：「各位弟兄，我雖然沒有作過甚麼事反對人民或者反對祖先的規例，卻像囚犯被逮捕，從耶路撒
冷交到羅馬人的手裡。 18 他們審訊之後，因為在我身上沒有甚麼該死的罪，就想要釋放我。 19 可是猶太
人反對，我迫不得已才上訴凱撒，並不是有甚麼事要控告我的國民。 20 因此，我請你們來見面談談。我原
是為了以色列的盼望，才帶上這條鎖鍊的。」 21 他們說：「我們沒有收到猶太來的信，是提到你的，弟兄
中也沒有人來報告，或說你甚麼壞話。 22 但我們覺得應該聽聽你本人的意見，因為關於這教派，我們知道
是到處遭人反對的。」 23 他們和保羅約好了一個日子，到那日有很多人到他的住所來見他。他從早到晚向
他們講解，為 神的國竭力作見證，引用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話勸他們信耶穌。 24 他所說的話，有人信
服，也有人不信。 25 他們彼此不合，就分散了。未散以前，保羅說了幾句話：「聖靈藉以賽亞先知對你們
祖先所說的，一點不錯。 26 他說：『你去告訴這人民：你們聽是聽見了，總是不明白；看是看見了，總是
不領悟。 27 因為這人民的心思遲鈍，用不靈的耳朵去聽，又閉上了眼睛；免得自己眼睛看見，耳朵聽見，
心裡明白，回轉過來，我就醫好他們。』 28 所以你們應當知道， 神這救恩，已經傳給外族人，他們也必
聽從。」 29 （有些抄本在此有第 29 節：「他說了這話，猶太人中間大起爭論，就走了。」） 30 保羅在自
己所租的房子裡，住了整整兩年。凡來見他的人，他都接待， 31 並且放膽地傳講 神的國，教導有關主耶
穌基督的事，沒有受到甚麼禁止。 

• 保羅邀請猶太人的首領來，對他們説明自己並沒有違反律法，審訊之後也沒有罪。

因爲猶太人反對，才上告到凱撒。 

• 來的人認爲應該聽聽保羅述説，所傳的道。28:16-28:22 

• 很多人來，保羅為神國作見證，引用律法和先知的話，勸他們信耶穌就是彌賽亞。

有人信，也有人不信。 28:23-28:24 

• 保羅引用了以賽亞的話：你們聽是聽見了，總是不明白；看是看見了，總是不領
悟。因爲心地剛硬，極其叛逆。2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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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人民的心思遲鈍，用不靈的耳朵去聽，又閉上了眼睛。指猶太人故意拒絕真

理，不思進取。  28:27 

• 仍有一綫希望，或者(免得 [μήποτε, mēpote]lest at any time, 恐怕，或許)，心意回

轉，則仍有得救的機會1。 

• 既然猶太人拒絕，救恩就臨到外邦人中。 28:28 

• 猶太人不喜歡聽到這些話，就離開了。 28:29 

• 保羅繼續住了二年，放膽傳福音，沒有受到禁止。 28:30-31 

 

思考： 

這卷書到這裏結束，保羅的故事沒有結束。但是， 

他已經到了羅馬，對他的預言“你必定站在凱撒面前”，勢必成就。 

福音從“耶路撒冷…..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仍在進行。 

v 這卷“使徒行傳 ”對我的生命成長，有什麽新的意義？ 

v 這卷書無數次提到建立教會，對我是什麽意義？ 

v “作我的見證人 ”，對我是什麽意義？ 1:8 

 

                                                        
1 lest they see with their eyes, and hear with their ears, and understand with their heart, and convert, and be 
healed. (the lxx Greek, Isa 6: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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