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徒行传 

 

 

 

 

 

门徒训练 
 

 

 

 

 

[使徒行传]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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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 
（开始进入使徒行传） 

 

Ⅰ。使徒行传（圣灵行传） 

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的后篇（路 1：3，徒 1：1） 

如果说路加福音记录的是主耶稣的生平事迹的话，那么使徒行传记录的就

是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得着圣灵的门徒们照着主耶稣的吩咐从耶路撒

冷开始向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罗马）为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

活的事作见证的行迹。因此，使徒行传是圣灵和道的历史。 

 

Ⅱ。著者 

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 

   路加是唯一的一位外邦人的福音书作者，医生路加（歌罗西 4：14）

是保罗世界性宣教工作中的同工，他和保罗一起旅行布道，亲身经历了基

督的十字架和苦难（15：10－17,20：5－15,21：1－18,27：1－28：16）。 

  他用敏锐的洞察力记载了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揭示了虽眼不能见但真

实存在的圣灵的历史, 并且见证了神就是历史主宰的伟大历史学家。 

 

Ⅲ。内容分段 

使徒行传全书的钥节是 1章 8 节，其内容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部分： 

1）1－7章（钥节 6：7）：神的道在耶路撒冷的兴旺； 

2）8－12章（钥节 9：31）：在犹太和撒玛利亚成长的教会； 

3）13－15：35（钥节 14：27）：第一次宣教旅行； 

4）15：36－21：24（钥节 19：21）第二，三次宣教旅行――开辟 

欧洲禾场； 

5）21：15－28：31（钥节 28：20）直到外邦世界的中心--罗马。 

＊按人物分段＊ 

。1－12 章：彼得行传 

。13－28章：保罗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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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地域分段＊ 

。1－12 章：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建立教会的历史； 

。13－28章：以安提阿为中心的世界宣教。 

 

Ⅰ。学习使徒行传的目的： 

神赐给了我们每个人大使命，那就是“圣经中国”和世界宣教，因此

我们要通过学习使徒行传： 

第一, 让我们脱离安逸的信仰生活, 而要成长为使徒行传中有着翻 

   滚的火球一样有热心的的使徒一样的信徒。 

第二, 因此，要以鲜明的福音精神武装自己，成为直到地极的作主见 

   证. 谱写 21世纪的使徒行传历史的主人公。 

 

版权: 以下”真理项目” (包括这件)的材料受到国际智慧产权保护. 这些材

料使用的目标是为了教会多块完成大使命。我们愿意培训者免费大量使用

及推广这些材料。不得将所有的材料进行增添或删改任何部份的内容;出

借、租赁、销售, 或改制衍生为另外成品。 

 

 健康基督徒入门 

 健康基督徒第二集 

 从创世记到耶稣故事 

 圣经大纲第一集 

 圣经大纲第二集 

 如何查经(如何读圣经) 

 带领小组事工 

 退休灵修加油会 

 启示录当中的其他经文参考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意见, 请向zhenlixiangmu@rightbox.com的邮箱进

行沟通.  

www.zhenlixiangm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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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带来升天信息的主耶稣 

＊ 经文：使徒行传 1：1－26 

＊ 钥节：使徒行传 1：8 

Ⅰ。观察： 

把第一章的内容分段，标注每段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1．（1－5）使徒行传序论 

（1）使徒行传的收信人是谁？ 

（2）前书记载了怎样的内容？ 

（3）那是哪一巻书？ 

（4）使徒行传是记载什么内容的一巻书？ 

2．（6－11）颁赐世界宣教使命的主耶稣 

（1）这是谁和谁的对话？门徒问了什么问题，主耶稣是怎么回答的？ 

（2）主说当圣灵降下来时会怎样？ 

（3）试说明主耶稣升天和再临的情景（11）。 

3．（12－26）预备圣灵的器皿 

（1）在什么时候，谁做了什么事情？是以怎样的姿态祷告的？ 

（2）犹大怎样结束了他的一生的？ 

（3）使徒是做什么事的人？ 

（4）为选出使徒而做的事是什么？（21,22,26） 

Ⅱ。默想： 

1． 使徒行传的作者有怎样的信仰？（1－5） 

2． 试说明面对升天的主耶稣门徒的心情如何？（6） 

3． 默想主的回答（7,8），试说明主耶稣的异像和门徒的想法有

什么差异？ 

4． 在马可楼上祷告的人都是怎样的人？（12－14）如何能胜过

这纷乱的世界呢？ 

5． 拣选马提亚的理由是什么？ 

Ⅲ。应用： 

1． 背诵 1章 8节的经文。 

。你的异像是什么？要从谁开始呢？ 

。要想成就直到地极的异像，你必须要做的事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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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课：初期教会 

 

＊ 经文：使徒行传 2：1－43 

＊ 钥节：路加福音 24：49 

 

Ⅰ。观察： 

1． 把经文分段，标注每段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1－13）得着圣灵能力的众门徒。 

（1） 聚集祷告的人是怎样的人？共祷告了多少天？是如何祷告

的？ 

（2） 圣灵降临时是怎样的情形？有怎样的变化？ 

（3） 看到门徒们被圣灵充满，又听见方言的人们有怎样的反应？ 

（4） 这段经文中如果另有观察到的，也记录下来。 

3．（14－41）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 

 （1）彼得是依据什么来说明他们被圣灵充满和说方言的事实的？

（16） 

 （2）看 17,18 节经文，先知约珥说我们若得着圣灵会怎样呢？ 

 （3）主耶稣在世上存活的时候做了怎样的事？（22－23） 

 （4）在不法之人的手中离世的主耶稣是谁又使他复活了？（24,32） 

 （5）大卫拥有怎样的信仰？（31）他是怎样生活的？（25－26,28） 

 （6）主耶稣升天之后,差派了谁给我们呢？（33） 

 （7）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谁？（35－36） 

 （8）众人听了彼得讲道有何反应？（41－42,37） 

 （9）对于解决罪的问题，彼得做了怎样的回答？（38,40） 

4．（42－47）初期教会 

 （1）初期教会里信徒过着怎样的生活？ 

 （2）看见信的人过的美好生活众人有怎样的变化？ 

 

Ⅱ。默想： 

1． 众门徒为什么祷告？什么是祷告？祷告应有怎样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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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灵是谁，为什么而来？ 

圣灵充满的秘诀是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得着圣灵？ 

 3．为什么彼得只见证主耶稣的死和复活？ 

 

Ⅲ。应用： 

1． 你是依靠圣灵而生活吗？ 

记下你在生活中圣灵作工的见证，并献上感恩。 

2． 为了重新恢复初代教会一样美好的教会模式你应该做的事有哪些？

哪怕只找到一种也敬请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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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课：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 经文：使徒行传 3：1－26 

＊ 钥节：使徒行传 3：6 

 

Ⅰ。观察： 

1． 把经文分段，标注每段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彼得和约翰要去哪里，做什么？ 

3． 在圣殿的美门口外有一个怎样的人？ 

他是做什么的人？其他的状况如何？ 

4． 彼得和约翰是以怎样的态度面对那人的？ 

5． 二位使徒给了他什么？ 

6． 得着意外惊喜的他是怎样接受让自己起来行走这一事实的？ 

7． 通过这个人的事使聚集的众百姓得着了怎样的机会？（10－12） 

8． 关注的焦点从这个人转移到了谁身上了呢？（12） 

9． 使徒（彼得）说这个人的痊愈是因谁的缘故？（16） 

犹太人是怎样对待主耶稣的（13－15） 

10．彼得的第二篇信息的结论是什么？（17－20） 

11．神差派他仆人的目的是什么？（26） 

 

Ⅱ。默想： 

1． 试思考生来瘸腿者的问题，其他人最多能帮他做什么呢？ 

2． 试思考二位使徒。 

他们的能力和牧者的心肠是从哪里起始的？ 

（他们是要去哪里，做什么事的路上解决这件事的？） 

3． 得到什么会让你一生都满足？ 

4． 你的人生是瘸腿的人生吗？ 

你的人生是为了得金银的人生吗？ 

你是走着跳着赞美神的人吗？ 

5． 你觉得这个时代需要救恩吗? 试找出并思考在本段经文中得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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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Ⅲ。应用： 

1． 试列出在你的生活中瘸腿的要素是什么？ 

试列出我们西安事工中,瘸腿的要素! 

若有需要悔改的 请走到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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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课：不能不说的使徒 

 

＊ 经文：使徒行传 4：1－37 

＊ 钥节：使徒行传 4：19－20 

 

Ⅰ。观察： 

1． 把经文分段，标注每段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使徒讲道的时候发生了怎样的事情？（1－3） 

3． 使徒们做了什么？使徒们讲道的内容是什么？（2） 

果效如何？（4） 

4． 为了审问使徒聚集了一些怎样的人？（5－6） 

5． 归纳一下使徒的回答。（8－12） 

6． 听了使徒的回答，当时的宗教领袖做了怎样的反应？（13－17） 

7． 他们给使徒的命令是什么？使徒们是怎样回答他们的？（18－21） 

8． 众人听见使徒被释放时的反应如何？（23－26） 

9． 众信徒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 

祷告的结果发生了怎样的事情？（27－31） 

 10．试观察众信徒的共同生活，圣经对巴拿巴有怎样的描述？（32－37） 

 

Ⅱ。默想： 

1． 试比较当时的宗教领袖与使徒们。（人格，能力，牧者的心肠等。） 

2． 试思考成功的传道方法的内容。 

3． 试将初代教会信徒的共同生活和我们现今的教会做以比较。 

 

Ⅲ。应用： 

1． 你是可以不惜自己生命的信徒吗？有美好的见证吗？ 

2． 写出对这段经文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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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课：为了他的名 

 

＊ 经文：使徒行传 5：1－42 

＊ 钥节：使徒行传 5：41 

 

Ⅰ。观察： 

1． 把经文分段，标注每段的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初代教会里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在物质上出了问题的亚拿尼

亚和撒非喇的结局如何？ 

3． 教会的信徒和众人对这事的反应如何？ 

4． 试观察 12－16节中描述的使徒的影响力. 

他们聚集学习圣经的地方是哪里？没有参加这次聚集的人有何反

应？（13） 

5． 拦阻初期教会圣工的人是哪些人？（17－21,23－25） 

6． 主的使者对使徒有怎样的嘱咐？他们是如何顺从的？ 

7． 初期教会时期的政治，宗教领袖对于教会兴旺的反应如何？（21） 

8． 彼得在遭遇逼迫时,是如何回答逼迫之人的？（29－32）听了彼得的

回答,他们的反应如何？（33,40） 

9． 使徒们是怎样接受被打和被逼迫的事实的？（41－42） 

 

Ⅱ。默想： 

1． 试借着亚拿尼亚和撒非喇事件思考教会内部的仇敌是什么？ 

2． 试思考形式主义的信徒和使徒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3． 神是怎样帮助使徒和彼得的？ 

 

Ⅲ。应用： 

1． 你是为谁的名而活着？ 

2． 你是为谁的名受苦？ 

3． 当你遭遇苦难时, 你如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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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课：以祈祷传道为事的使徒们 

 

＊ 经文：使徒行传 6：1－15 

＊ 钥节：使徒行传 6：3 

 

Ⅰ。观察： 

1． 当耶路撒冷教会开始复兴的时候，内部发生了怎样的问题？ 

2． 使徒们是以怎样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的？ 

3． 使徒们当专心做何事？平信徒领袖当做的事是什么？ 

4． 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帮助使徒的牧养工作？ 

5． 众多信徒选拔的人是谁？ 

6． 这样的结果让耶路撒冷教会结了怎样的果子？ 

7． 试观察司提反执事（信仰，能力，对反对者的态度，他的面貌）。 

 

Ⅱ。默想： 

1． 试借着本文思考物质问题给教会带来的影响。 

2． 教会中发生物质问题时,该把怎样的人当作同工？ 

3． 从平信徒领袖司提反身上要学的东西是什么？ 

 

Ⅲ。应用： 

1． 神希望在我们当中复兴他的道。人所在的地方会一直有各种问题出

现.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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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课：司提反的殉道 

 

＊ 经文：使徒行传 7：1－60 

＊ 钥节：使徒行传 7：51 

 

Ⅰ。观察： 

1． 给经文分段，标注每段的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1－8）呼召亚伯拉罕的神 

。亚伯拉罕曾在哪里生活？ 

。为什么生活在哈兰？父亲死了以后迁到了哪里？ 

。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 

。得着应许的肉身记号是什么？ 

 3．（9－16）保守约瑟的神 

   。约瑟为什么被卖？ 

   。神是怎样帮助他的？ 

   。约瑟是怎样帮助父亲雅各和他的弟兄们的？ 

 4．（17－22）在埃及受教育的摩西 

   。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被苦待？ 

   。摩西出生的时代背景如何？ 

   。他成了谁的儿子？ 

   。在王宫里学习到了什么？ 

 5．（23－29）在旷野受教的摩西 

   。他多大年龄的时候,想去看望同族的以色列人？ 

   。因着怎样的事件,而逃离埃及？ 

 6．（30－43）呼召摩西的神 

   。他多大年纪的时候，在哪里做了什么？ 

   。遇到了谁？称之为谁的神？ 

   。关于被苦待的以色列百姓,神对摩西怎样解释的？ 

   。神是怎样使用顺服呼召的摩西？ 

   。神怎样对待离弃神的旨意,而造偶像拜偶像的以色列百姓？ 

 7．（44－53）司提反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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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旷野的帐幕是照着谁的吩咐造的？ 

   。为了谁建造了耶路撒冷圣殿？ 

   。51－53 节里司提反讲道的结论是什么？ 

 8．（54－58）司提反的信心 

   。司提反执事在恼怒的众人中间看到了什么？ 

   。对于他圣灵充满的讲道内容,判断他的人的反应如何？ 

   。当殉道者付出血的代价时,积极的参与的少年人是谁？ 

 9．（59－60）司提反执事的爱 

   。殉难的瞬间所做的祷告和谁的祷告一样？（路 23：34,46） 

 

Ⅱ。默想： 

 1．亚伯拉罕（神的命令，应许，顺从的态度）      ――顺从―― 

 2．约瑟  （他的一生，与神的关系，爱）       ――同行―― 

 3．摩西  （时代的背景，陈明旨意的神，对苦难的态度）――呼召―― 

 4．司提反 （勇气，信心，盼望，爱）         ――勇气―― 

 

Ⅲ。应用： 

1． 你得到神的呼召了吗？ 

2． 你与神同行吗？ 

3． 你以苦难与神的同工吗？ 

4． 为了主的缘故,你做好了死的准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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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课：分散的人 

 

＊ 经文：使徒行传 8：1－40 

＊ 钥节：使徒行传 8：4 

 

Ⅰ。观察： 

1． 把经文分段，标注每段的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1－13） 

。司提反殉道以后，教会经历了怎样的艰难？ 

。那爪牙是谁？ 

。但仍然一直留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是谁？ 

。因患难分散的信众去往哪里，做了些什么？ 

。腓利是怎样做主工的？反应如何？ 

。西门是怎样的人？是一个有怎样影响力的人？ 

 3．（14－25） 

   。彼得和约翰为什么要去撒玛利亚？ 

   。西门对使徒做了怎样的提议？其结果怎样？ 

   。使徒们担当了让撒玛利亚被圣灵充满的事工之后,在回来的时候 

        又做了什么事？ 

 4．（26－40） 

   。腓利遇到了谁？是在从哪返回的路上？他在念谁的书？ 

   。腓利是如何帮助这个埃提阿伯太监的？他受洗礼之后心里有什么 

        变化？ 

   。腓利每到一处都做的事是什么？ 

 

Ⅱ。默想： 

1． 试思考借着下列的人物给了我们哪些可以学习的，哪些该规避的罪

和警告等问题。 

（1）众使徒（2）腓利（3）西门（4）埃提阿伯太监 

2． 试思考四散的门徒，――现在立场，信心，勇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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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用你所承担过的信仰的艰难和经文中出现的诸位做以比较。 

（试思考这些信心的前辈） 

 

Ⅲ。应用： 

1． 读 4，25，40节的经文，借着我们软弱,贫穷,不足的教会的兄弟姊

妹,神要成就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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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课：被主逮到的保罗 

＊ 经文：使徒行传 9：1－43 

＊ 钥节：使徒行传 9：4 

Ⅰ。观察： 

1． 把经文分段，标注每段的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1－9） 

。扫罗是为了做什么事才去的大马色？ 

。快到大马色的时候发生了怎样的事？其结果如何？ 

 3．（10－19） 

   。主呼召亚拿尼亚的时候，他有怎样的回答？ 

   。扫罗是怎样解决主的命令和自己的感情的？ 

   。介绍了谁？（17） 

   。最终是如何帮助扫罗的？ 

 4．（20－30） 

   。扫罗在大马色和耶路撒冷都做了什么事？ 

   。悔改之后的扫罗遭遇了怎样的艰难？ 

 5．（31－43） 

   。试比较 9：31和 1：8两处经文，直到哪里主的道被传到？ 

   。彼得在吕大和约帕做了怎样的事？ 

Ⅱ。默想： 

1． 试思考主耶稣定意加给扫罗的旨意是什么？（15）并思考扫罗的 BC

与 AD的变化？ 

2． 试思考亚拿尼亚弟兄 

。对主的呼召的反应与顺从。 

。作为平信徒的品格。 

3． 试思考以能力服事的使徒彼得，是谁的能力使以尼雅和大比大重新 

站起来？ 

Ⅲ。应用： 

1． 被主耶稣抓住之后,你领受了什么样的命令？（弗 4：1） 

2． 如果是主的命令的话，你能接受仇敌为弟兄吗？ 

3． 你借着圣灵充满的生活,结果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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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课：把异像具体化的彼得 
＊ 经文：使徒行传 10：1－48 

＊ 钥节：使徒行传 10：19 

Ⅰ。观察： 

1． 把经文分段，标注每段的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1－16）彼得，起来宰了吃 

。哥尼流是怎样的人？（1－2,22）（他的职业和信仰生活） 

。哥尼流的祷告和周济使他得到了什么？（4） 

。哥尼流见了异像之后是怎样具体做的？（7－8） 

。彼得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上到房顶的？（9） 

。祷告之中见到了什么？（10－13） 

 3．（17－33）把异像具体化的彼得 

   。神给彼得的命令是什么? 彼得的反应如何？（17） 

   。彼得见了异像之后处在怎样的境地？ 

    是谁帮助了他？ 

    彼得向该撒利亚聚集的人做了什么？（27－29） 

 4．（34－48） 

   。彼得传的福音有什么样的内容？（38－43） 

   。显在众人当中的福音能力怎样？（43－44,46） 

Ⅱ。默想： 

1． 试对照哥尼流和彼得来加以研究。（各个事项，与神的关系，圣灵的

引导等） 

2． 显于彼得的异像中,有怎样的含义呢？ 

3． 看到圣灵在哥尼流和彼得身上显出的作为，可以看出圣灵做怎样的

事？ 

4． 为什么受洗？（47－48） 

Ⅲ。应用： 

1． 你的异像从何而来，有何意义？ 

2． 为了具体实行你的异像，你在做怎样的实践？ 



使徒行传 

19 

  

第 11 课：模范的安提阿教会 

 

＊ 经文：使徒行传 11：1－30 

＊ 钥节：使徒行传 11：21 

 

Ⅰ。观察： 

1． 把经文分段，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圣灵在该撒利亚的工作对受割礼者的挑战是什么？ 

3． 彼得是怎样回答的？ 

4． 他们听到这样的话语有怎样的反应？ 

5． 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6． 为了给外邦人传道而辛劳的人们是怎样的人？其结果如何？ 

7． 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差遣巴拿巴？其结果如何？ 

8． 巴拿巴是怎样的人？他把谁当作同工？ 

9． 当生活在犹太地的信徒在饥寒里受苦难时，在安提阿的弟兄姊妹做

了什么事？ 

 

Ⅱ。默想： 

1． 试思考在做主工因没能完全理解而意见不一时，彼得的解决方法。 

2． 试思考安提阿教会 

。悔改 

。圣经学习 

。帮助的样式 

 

Ⅲ。应用： 

1． 试比较我们教会和安提阿教会有何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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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课：快快起来 

 

＊ 经文：使徒行传 12：1－25 

＊ 钥节：使徒行传 12：7 

 

Ⅰ。观察： 

1． 把经文分段，标注每段的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逼迫教会的政治要人是谁？（1） 

3． 被害的殉道者是谁？犹太人的反应如何？（2－3） 

4． 使徒彼得的处境如何？（4） 

5． 教会为他做了什么事？（5） 

6． 在希律要杀害彼得的前一天夜里,发生了什么事？（11）彼得有什么

感想？ 

7． 彼得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那里正在做什么？（12－13） 

8． 希律坐在他的王座时, 众百姓对他说了什么？（22） 

9． 希律的人生结局怎样？为什么会那样？（23） 

10．超越各种社会环境, 福音工作形成了怎样的局面？ 

 

Ⅱ。默想： 

1． 在试炼的日子里彼得和教会做了怎样的事情？ 

2． 试思想神帮助我们的方法。 

3． 试思考祷告的力量和希律的力量对比。 

 

Ⅲ。应用： 

1． 我是阿谀奉承人的人吗？ 

我是一个为了在试炼之中的众圣徒祷告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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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课：从安提阿到彼西底 

 

＊ 经文：使徒行传 13：1－52 

＊ 钥节：使徒行传 13：48 

 

Ⅰ。观察： 

1． 把经文分段，标注每段的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巴拿巴和保罗的传道旅行（1－12）＊ 

 2．安提阿教会里有怎样的人？（1） 

 圣经对安提阿教会是怎样描述的？ 

 3．安提阿教会最初向世界差派的三位宣教者都是谁？（12：25,13：2,5） 

  4. 听到圣灵“分派巴拿巴和扫罗”的吩咐之前和之后,他们都做了什 

  么？（2－3） 

 5．查考圣经地图，查找巴拿巴和扫罗传道旅行的地名，确认后按顺序

记录下来（参考 13章整章） 

 6．保罗和同工们是一路做着什么样的事到帕弗的（4－6上）？在那里

遇见的巴耶稣是个怎样的人？（6－7） 

 7．保罗是怎样责备巴耶稣的？后来怎样？（10－11） 

8．方伯士求保罗是怎样的人？（7）目睹了在巴耶稣身上成就的事有怎

样的反应？（12） 

        ＊在安提阿宣教的保罗（13－41） 

9．保罗在彼西底的安提阿是怎样得到传道机会的？（13－15） 

10．试查考保罗的宣教。 

  （1）在大卫年代神怎样运行在以色列中间？（16－21） 

  （2）大卫是怎样的人？（22） 

 神是怎样借着他来成就应许的？（22－23） 

  （3）施洗约翰是如何见证主耶稣的？（24－25） 

     而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要杀害主耶稣？（26－29） 

  （4）主耶稣复活的证据是什么？（30－32） 

  （5）他讲道的结论是什么？（38－47） 

        ＊对保罗讲道的反应（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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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听到保罗讲道后,会众的反应如何？（42－45） 

12．由于犹太人的嫉妒和诽谤，保罗找到了怎样的新去向？（46－47） 

13．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命令,波及到哪里?（47） 

14．外邦人听道之后的反应如何？（48） 

15．通过保罗的壮举给安提阿的众信徒带来了怎样的光景的变化？（52）   

 

Ⅱ。默想： 

1． 马可约翰为什么逃回耶路撒冷？ 

试思考通过他带给我们的教训。（13，参考 15：37－38） 

2． 试思想称为保罗信心前辈的巴拿巴。（4：36,11：22－26） 

3． 试思想在安提阿教会（叙利亚地方）圣灵说话的时候他们的状况和

态度。 

试思考禁食，祷告，敬拜的重要性。（2－3） 

 

Ⅲ。应用： 

1． 彼西底安提阿的众信徒信神的话语，又赞美，喜乐，被圣灵充满；

试以现今的教会和我个人来和安提阿的信众作以比较。 

2． 试简单地列举从本文得到的教训和学到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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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课：倚靠主放胆讲道的使徒们 

 

＊ 经文：使徒行传 14：1－28 

＊ 钥节：使徒行传 14：3 

 

Ⅰ。观察： 

1． 给经文分段，标注每段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1－7） 

（1） 试说明在以哥念的传道果效（1－2,4） 

（2） 犹太人是如何妨碍保罗和巴拿巴传道的？（2,5） 

（3） 从以哥念逃出来的使徒们在别的地方（路司得，特庇及其

周边）作了哪些事？ 

 3．（8－18） 

   （1）路司得城里的那个两脚无力的人得以站起来的条件是什么？ 

   （9） 

   （2）借着瘸腿之人起来行走的神迹又发生了怎样有意思的事？ 

（11－13） 

   （3）对于要把使徒们神化的众人，使徒们的反应如何？（14－15） 

   （4）15－18节使徒们借着这一可笑的事件在见证谁？ 

 4．（19－28） 

   （1）犹太人从哪里来，同谁一起对保罗做了什么？（19） 

   （2）在昏死中苏醒的使徒保罗又去了哪里？（20－21） 

   （3）试观察使徒保罗为了留住传道的果子而费尽周折的路途。 

（21－22,25） 

   （4）试观察选立各个教会长老的方法。（23） 

   （5）简要概括使徒们在安提阿教会报告的两个内容。（27） 

 

Ⅱ。默想： 

1． 使徒们和犹太人的能力源自何处？ 

2． 试思想得到众人愚昧的敬拜时，使徒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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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思考使徒们第二次又进城的精神。（21） 

 

Ⅲ。应用： 

1． 我们已经计划了满怀希望的 2010年，倚靠谁的何种能力才能成就？ 

2． 试将使徒们和我们的传福音的态度作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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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课：以神的道解决问题的使徒们 

 

＊ 经文：使徒行传 15：1－41（参考：加 5：1－15，弗 2：11－22） 

＊ 钥节：使徒行传 15：11 

 

Ⅰ。观察： 

1． 给经文分段，标注每段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1－11） 

（1） 满有恩典的安提阿教会产生了怎样严重问题？ 

其教导的内容是？（1） 

（2） 巴拿巴和保罗是怎样接手这一问题的？ 

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2） 

（3） 巴拿巴和保罗在去往耶路撒冷的途中经过了哪里？ 

一边走一边做了什么？（3）反应如何？ 

（4） 保罗和巴拿巴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

做了什么？（4） 

（5） 保罗和巴拿巴所到城的名字是？（4） 

（6） 法利赛的信徒存怎样的态度？（5） 

为解决此事所生的诸多辩论的结果怎样？ 

（7） 彼得对外邦信徒所存的观点是？（7－11） 

 3．（12－29） 

   （1）雅各根据什么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张？（15） 

   （2）归服神的外邦人必须禁戒的是什么？ 

   （3）被拣选增援保罗与巴拿巴宣教事工一起去安提阿的使徒是谁 

     和谁？（22） 

   （4）总结耶路撒冷大会结论的书信内容是什么？（23－29） 

 4．（30－41） 

   （1）听到耶路撒冷大会的决定安提阿教会的众信徒的反应如何？ 

  （30－31） 

   （2）犹大和希拉做了什么事？（32） 



使徒行传 

26 

  

   （3）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做的事是什么事？（35） 

   （4）保罗和巴拿巴为什么不能一起传道？（36－39） 

     巴拿巴带着谁出去了？ 

     保罗和谁一起离开的？（40－41） 

 

Ⅱ。默想： 

1． 试思想因着那些属乎人意的接受福音的人而产生的问题。 

为什么必须召开耶路撒冷大会？ 

2． 试思考使徒们为了解决问题而做的事和做事的方法。 

为什么彼得和雅各的意见能做最终结论？ 

3． 试思考同工的重要性。为什么保罗和巴拿巴因为同工的问题起争论 

呢？ 

 

Ⅲ。应用： 

1. 你（我）是得救的基督徒吗？有什么根据呢？ 

2. 你如果能讲 10分钟或更长的见证，想一想要讲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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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课：看见马其顿异像的保罗 
 

＊ 经文：使徒行传 16：1－40 

＊ 钥节：使徒行传 16：9 

 

Ⅰ。观察：  

1． 给经文分段，标注每段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1－10）保罗所看见的马其顿人的异像 

（1） 成为保罗同工的提摩太是怎样的人？（1－3） 

（2） 使徒保罗自己的宣教异像是哪里？（6） 

（3） 圣灵的宣教异像是哪里？ 

（4） 看见异像的保罗作了怎样的抉择？（10） 

 3．（11－15）在河边传道的保罗 

   （1）保罗的宣教团契住在马其顿一带地方的哪座城里？（12） 

   （2）哪一天，为什么出去，遇见了谁？（13） 

   （3）第一次听道就信了的人是谁？是做什么的？是哪儿的人？（14）

对神有怎样的态度？ 

   （4）试列出吕底亚信仰成长的状况。 

 4．（16－25）在监里赞美祷告的二使徒。 

   （1）在宣教的初期（腓立比）产生了怎样的难处？是怎样解决的？ 

   （16－18） 

   （2）人们是怎样利用行法术的女人的？（19） 

   （3）这女人的主人们对两位使徒做了什么？（20－21） 

  （4）为了马其顿的异像变为现实，使徒们负出了怎样的代价？（22

－24）怎样度过夜晚的？（25） 

 5．（26－35）狱中传道 

   （1）深夜,在监狱里发生了什么事？（26） 

   （2）狱卒险些怎样？狱卒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他得救之路是什么？（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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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接受主耶稣之后,狱卒做了怎样的事？（33－34） 

   （4）读 35－39节经文,试列出在实行异像的时候,必需的心态有 

哪些？ 

 

Ⅱ。默想： 

1． 试思想通过保罗和他的宣教同工在成就了异像的现实化（具体

化）的同时产生的难处, 我们学到什么？ 

2． 借着本文试思考理想人和使命人的差异点在哪里？ 

 

Ⅲ。应用： 

1． 你按着谁的意思完成异像？ 

2． 对于象马其顿人一样的世人,我们能够给予他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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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课：把马其顿的异像具体化的保罗 

 

＊经文：使徒行传 17：1－34        （参考：帖前 2：1－20） 

＊钥节：使徒行传 17：11 

 

Ⅰ。观察： 

1． 给经文分段，标注每段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1－15）到达帖撒罗尼迦和庇哩亚的使徒 

（1） 进了犹太人的会堂的保罗,花费了几周所做了什么事？ 

传道的重点(point)是什么？ 

传道的结果如何？（2－5） 

（2） 耶孙是怎样的人？ 

领受道后,帮助使徒的过程中, 遭受了怎样的损失？ 

（5－9） 

（3） 庇哩亚人和帖撒罗尼迦人的不同之处在哪？对哪一本书怎

样的学习？ 

其结果如何？（11－12） 

（4） 在庇哩亚兴起福音之工的时候,他的同胞们作了什么事？

（13） 

（5） 保罗是怎样去雅典的？ 

没有同工的保罗对送他的人一再嘱咐的是什么？（14－15） 

 3．（16－34）到了哲学发源地雅典的保罗。 

   （1）看到满城都是偶像的雅典城，保罗的心里如何？（16） 

   （2）保罗在雅典见证的道重点(point)是什么？（18） 

   （3）保罗在哪儿停留了？ 

     在雅典生活的人都是怎样打发时间的？（19－21） 

     保罗传道的结果怎样？（34） 

 

Ⅱ。默想： 

 1．本文中出现的庇哩亚，帖撒罗尼迦的信众们在自己背负十字架的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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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苦难中仍然坚固，还给使徒们预备逃亡的路。 

他们作为初信者能以担当如此大的作为最根本的能力是源于哪里？ 

2．试将雅典和现代文明作以比较并加以研究，我们该存怎样的情怀？ 

3．试思考传道的内容及结果，思考传道的问题和同工的问题。 

 为什么传道内容和同工的问题如此重要？ 

 

Ⅲ。应用： 

1． 我们信心的根源是神的道，你坚持做“每日灵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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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课：剪了头发的保罗 
 

＊ 经文：使徒行传 18：1－28 

＊ 钥节：使徒行传 18：9 

Ⅰ。观察： 

1． 给经文分段，标注每段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保罗在哥林多遇到了谁？他们的职业是什么？原来生活在哪里？（2

－3） 

3． 保罗在哥林多做了什么事？（3－4） 

西拉和提摩太来了之后保罗是怎样证明神的道的？（5） 

4． 试说明犹太人的反应，提多犹士都和基利司布是怎样的人？（6－8） 

5． 在哥林多证主时,保罗心中的难处是什么？（9－11） 

6． 在哥林多停留多久？（11）在那里停留期间正是迦流做亚该亚方伯

的时候，发生了怎样的事？（12－17） 

7． 保罗为什么在坚革哩剪了头发？（18） 

8． 保罗在每个所去的访问地都做的事是什么？（23） 

9． 亚波罗是怎样的人？保罗曾给了他怎样的帮助？（24－26） 

10．他们把亚波罗差派到了哪里？亚波罗在他的暗地发挥了怎样的影响

力？证明谁？（27－28） 

 

Ⅱ。默想： 

1． 试思想能在以在哥林多艰难的环境中,神对保罗的细致帮助。 

2． 试想象保罗在坚革哩剪了头发时的心情，之后他的宣教方向发生了

怎样的变化？ 

3． 试将 9节的话语和今天我们教会的立场做以比较。 

4． 试思想亚居拉，百基拉和亚波罗的同工。 

Ⅲ。应用： 

1． 我是有勇气的见证人？还是胆怯的人？ 

2． 我是能使众圣徒都刚强的人吗？还是使人更觉艰难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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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课：在以弗所圣灵的作为 

 

＊ 经文：使徒行传 19：1－41 

＊ 钥节：使徒行传 19：2 

 

Ⅰ。观察： 

 1．给经文分段，标注每段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以弗所信众的信仰状况怎样？ 

使徒保罗给了他们怎样的帮助？其结果如何？（2－7） 

3． 保罗在会堂里一连几个月以怎样的态度作着见证？ 

其结果如何？宣教的重心迁移到哪里？（8－10） 

4． 是谁为了想利用耶稣基督的名,来提高自己的利益和名声？其结果

如何？（11－20） 

5． 使徒保罗要一直走到哪里见证福音？（21） 

6． 是谁,为什么,在以弗所引起了骚动？ 

在那里聚集的众人身处怎样的境地？（23－33） 

谁被抓走了？神是怎样保守他们的？（34－41） 

 

Ⅱ。默想： 

1． 试思考本文中出现的圣灵充满的方法和圣灵充满者的特征。 

2． 试思考在擅自称主耶稣之名的人身上发生的事，并思考我们今天称

主耶稣名的时候,该存怎样的态度？ 

3． 试思想本文中出现的主耶稣的能力，思想直到罗马帮助保罗和他同

工的神，与今天的我们有怎样的关系？ 

 

Ⅲ。应用： 

1． 你是圣灵充满的信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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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课：直到深夜讲道的使徒保罗 

 

＊ 经文：使徒行传 20：1－38（参考：弗 3：14－21,4：17－32；提后 4：

6－8,14－18） 

＊ 钥节：：使徒行传 20：32 

 

Ⅰ。观察： 

1． 给经文分段，标注每段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使徒保罗离开以弗所后，还有在马其顿一带地方所做的事是什么？

（1－2） 

3． 为什么改变了旅行日程？ 

4． 安息日晚上在特罗亚使徒保罗做了什么事？直到什么时候？发生了

怎样的事件？（7－12） 

5． 使徒保罗怎样使用时间？（13－16） 

6． 观察使徒保罗在米利都给以弗所教会长老的告别词。（见证人的心

态，场所的选择，对象，将来的事，宣教者的使命感，托负，长老

的心态……） 

7． 同保罗在沙滩跪下祷告的众长老在祷告之后存怎样的心情？（36－

38） 

 

Ⅱ。默想： 

1． 试思想使徒保罗在东西南北纵横无阻的心情和在特罗亚宣教的心

态，思想在以弗所见证主道的心态。 

2． 试思想犹推古，难道没有和我们相似的地方吗？ 

3． 试思想使徒保罗托负给以弗所长老的问题。 

 

Ⅲ。应用： 

1． 你在见证主道的时候有谦卑和眼泪吗？ 

 



使徒行传 

34 

  

第 21 课：在圣殿被捉拿的保罗（为了他的名） 
 

＊ 经文：使徒行传 21：1－40 

＊ 钥节：使徒行传 21：13 

 

Ⅰ。观察： 

1． 给经文分段，标注每段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在推罗的信徒给了保罗怎样的劝勉？试观察离别的情形。（4－6） 

3． 先知亚迦布对保罗做了怎样的预言？在该撒利亚的信徒给了保罗怎

样的劝勉？（7－13） 

4． 保罗的决心如何？ 

5． 耶路撒冷的信众是如何迎接保罗的？ 

有什么样的难处正等待着他？这些难处是怎样解决的？（17－26） 

使徒保罗是怎么做的？ 

6． 使徒保罗在圣殿里遇见了谁？他们把使徒保罗怎么样了？是怎么做

的？（27－36） 

7． 保罗试图想在台阶上做什么？ 

 

Ⅱ。默想： 

1． 我们作为信徒，聚或散的时候需要做什么？ 

2． 试思想置身死亡城市的使徒保罗顺服主的态度。 

3． 试思想在要杀害自己的暴徒面前见证主道的保罗。（他的勇气，他所

传的信息） 

 

Ⅲ。应用： 

1． 我们能为了全世界福音化而背起十字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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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课：使徒保罗的信仰见证 

 

＊ 经文：使徒行传 22：1－30 

＊ 钥节：使徒行传 22：7 

 

Ⅰ。观察： 

1． 给经文分段，标注每段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试说明使徒保罗的出生，学问和对神的态度。 

未信以前对信徒的态度如何？（2－5,20） 

3． 试以三个阶段简要说明使徒保罗的信仰见证。（.2－5 .6－16 .17

－21） 

4． 使使徒保罗的灵性与肉体的眼睛得以睁开，给他最大影响的是谁？

（12－15） 

5． 主要使用保罗做怎样的事？（17－21） 

6． 和上述的相似，听到保罗的见证后众人对保罗的反应怎样？（22－

23） 

7． 被抓到营楼上的保罗受到了怎样的待遇？ 

8． 第二天保罗在哪里，在谁的面前受审判？ 

 

Ⅱ。默想： 

1． 试思想在激动的群众面前见证主的保罗。和我之间的差异是什么？ 

在我的工作岗位，生活，学习里遭遇苦境时需要存怎样的态度？ 

2． 试思想借助于自身信仰见证为传道手段的使徒保罗，以自己的信仰

见证传道的优势是什么？ 

 

Ⅲ。应用： 

1． 请写下你的信仰见证。（信之前的状况，信时的动机，信仰后的变化

等，以 3－5分钟能讲完的长度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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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 课：当夜的主 

 

＊ 经文：使徒行传 23：1－24：27 

＊ 钥节：使徒行传 23：11 

 

Ⅰ。观察： 

1． 给经文分段，标注每段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为什么使徒保罗骂亚拿尼亚？（23：1－5） 

3． 为什么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之间发生冲突？使徒保罗的处境如何？

（23：6－10） 

4． 当晚主给他看见了怎样的异像？有什么意义？（11） 

5． 犹太人为了杀害保罗使用了怎样的计谋？他是如何脱险的？（23：

12－22） 

6． 移送保罗动用了多少兵丁？解到哪里？移交给谁？（23：23－35） 

7． 大祭司亚拿尼亚和谁一起来的？为何缘故见礼（问候）？怎样控告

保罗？（24：1－9） 

8． 使徒保罗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24：10－23）这第一次裁判的胜

者是谁？ 

9． 土西拉是谁？对腓力斯的话的态度如何？（24：24－27） 

 

Ⅱ。默想： 

1． 使徒保罗恭敬大祭司，又把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的意见分开，为什

么要这样做呢？ 

2． 克服因做主的事工而产生的困难的路径是什么？ 

3． 试思想当时的宗教领袖（特别是大祭司亚拿尼亚）和当时的政治领

袖（千夫长和腓力斯）。 

 

Ⅲ。应用： 

1． 试以我见证神的态度与本文中的保罗作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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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课：你们所见的这人（对亚基帕王作见证的使徒保罗） 
 

＊ 经文：使徒行传 25：1－26：32 

＊ 钥节：使徒行传 26：19,23 

 

Ⅰ。观察： 

1． 给经文分段，标注每段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当时的宗教领袖们是怎样借着腓斯都筹算苦害保罗的？（7,3） 

3． 保罗对腓斯都为得人心而劝他上耶路撒冷建议的态度如何？（10－

12） 

4． 保罗以他的囚犯之身，立于怎样的位置？ 

5． 使徒保罗如何在亚基帕王面前作证据的？（26：1－23） 

6． 听了保罗的见证腓斯都的反应如何？（24） 

7． 听了保罗的见证亚基帕王的反应如何？（28） 

8． 与座的众人的共同结论是什么？（30－32） 

 

Ⅱ。默想： 

1． 试将犹太人领袖们的信仰与保罗的信仰作以比较并加以研究。 

2． 腓斯都是怎样的人？亚基帕是怎样的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3． 再一次思考使徒保罗信仰的精髓（概要地）。（19－23） 

 

Ⅲ。应用： 

1． 神用话语向你挑战时，你会悔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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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课：当信神 

 

＊ 经文：使徒行传 27：1－44 （参考：林后 11：22－33；诗 107：23

－32） 

＊ 钥节：使徒行传 27：25 

 

Ⅰ。观察： 

1． 给经文分段，标注每段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试在使徒行传的地图上查找本文中出现的地名。 

3． 为什么使徒保罗定意去往罗马？（25：10－11） 

4． 遭遇风浪的原因在哪？（9－12）结果如何？（13－20） 

5． 在狂风大浪催逼的船里保罗是如何渡过难关的？遇到了谁？（21－

26） 

6． 知道船渐近旱地的水手要做什么事？ 

7． 风浪持续了多长时间？（27）船上有多少人？（37） 

8． 众兵丁对保罗如何？（42－44） 

 

Ⅱ。默想： 

1． 风浪是发现船上各人真实面目的好机会，试研究对比保罗，兵丁，

水手和其他搭乘人员的心态。 

2． 试思想以囚犯身份乘船去罗马的使徒保罗，再思想神给你的旨意是

什么。 

3． 试思考在本文中出现的保罗的态度里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东

西，特别是成为保罗帮助的神。 

4． 试背诵钥节经文并作以深刻的思考。 

 

Ⅲ。应用： 

1． 在逆境时，你首先得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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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课：成就直到地极 
 

＊ 经文：使徒行传 28：1－31 

＊ 钥节：使徒行传 28：30－31 

 

Ⅰ。观察： 

1． 给经文分段，标注每段标题，并说明时间，地点和登场人物。 

2． 使徒保罗上岸的地方是哪里，发生了哪两件事？保罗是怎样解决

的？（1－10） 

3． 保罗到达后，众信徒是怎样迎接他的？给了保罗怎样的影响？（11

－16） 

4． 到了罗马后，邀请了怎样的人过来？他们对于基督教带着怎样的成

见？保罗是怎样对他们说明的？ 

 

Ⅱ。默想： 

1． 保罗是囚犯，但所到之处都给他预备了作工的条件。（3,8）我们该

如何使用我们的处地和环境呢？ 

2． 试背诵 30节和 31节经文，并以你自己的话写下来。为什么他只为

耶稣基督而活呢？ 

3． 试思考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使徒行传让你学习到的是什么？使你改

变的是什么？ 

 

Ⅲ。应用： 

1． 主愿意在你所到之处都记录下新使徒行传的作为。你有没有在你所

在的地方记录着，属于你自己的 21世纪使徒行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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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