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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徒大事錄簡介 
李子忠 

 

 
 
路加（Λουκας Loukas），敘利亞安提約基雅人，原是醫生，後來與保祿一起傳

教，又陪同他由凱撒勒雅，經水路到羅馬，在保祿首次羅馬被囚期間，常在他

左右。保祿殉教後，路加先後寫了福音和宗徒大事錄。相傳路加也畫了第一幅

聖母抱子像。 
 
 
1. 耶穌升天前派遣宗徒到全世界作福傳（1:6-9） 
6 他們聚集的時候，就問耶穌說：「主，是此時要給以色列復興國家嗎？」7 他

回答說：「父以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和日期，不是你們應當知道的；8但當聖
神降臨於你們身上時，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全猶太和撒瑪
黎雅，並直到地極，為我作證人。」9耶穌說完這些話，就在他們觀望中，被舉

上升，有塊雲彩接了他去，離開他們的眼界。 
 
 2:14-8:3 在耶路撒冷傳福音 
 8:4-9:43 在猶太及撒瑪黎雅傳福音 
 10:1-15:35 向外邦人展開福傳 
 15:36-28:31 聖保祿傳福音直到地極 
 
 
2. 在耶路撒冷福傳（2:14-8:3 向猶太人） 
a）伯多祿講道（2:14-41） 
 
b）伯多祿再講道（3:11-26） 
11 當那人拉著伯多祿和若望的時候，眾百姓都驚奇地跑到他們那裡，即到名叫

「撒羅滿廊」下。12	 伯多祿一見，就發言對百姓說：「諸位以色列人！你們為

什麼對這事驚奇？或者為什麼注視我們，好像是我們因自己的能力或熱心使他

行走？13	 亞巴郎、依撒格和雅各伯的天主，我們祖先的天主，光榮了自己的僕

人耶穌，他就是你們所解送，並在比拉多前所否認的；雖然那人原判定要釋放

他，14	 你們卻否認了那聖而且義的人，竟要求把殺人犯，恩賜給你們，15	 反而

殺害了生命之原；天主卻從死者中復活了他，我們就是這事的見證人。16	 因我

們信仰他的名，他的名就強壯了你們所看見，所認識的這人：即由他而來的信

德，在你們眾人面前賜這人完全好了。17	 現今，弟兄們！我知道你們所行的，

是出於無知；你們的首領也是如此。18	 但天主藉著眾先知的口，預言他的默西

亞當受難的事，也就這樣應驗了。19	 你們悔改，並回心轉意罷！好消除你們的

罪過，20	 為的是使安樂的時期由上主面前來到，他好給你們派遣已預定的默西

亞耶穌，21	 因為他必須留在天上，直到萬物復興的時候；對此，天主藉著他古

聖先知的口早已說過了。22	 梅瑟說過：『上主，我們的天主，要從你們的弟兄

們中，給你們興起一位像我一樣的先知，你們應在他吩咐的一切事上聽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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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將來無論誰，若不聽從那位先知，必從民間剷除。24	 其實，所有的先知，自

撒慕爾起，及以後講話的先知，都預言了這些日子。25	 你們是先知和盟約之子，

那盟約是天主與你們的祖先所訂立的，因他曾向亞巴郎說：『地上萬民，都要

因你的後裔，獲得祝福。26	 天主先給你們興起他的僕人，派他來祝福你們，使

你們個個歸依，脫離你們的邪惡。』	 	 
 
c）斯德望講道（7:1-53） 
 
 
3. 在猶太及撒瑪黎雅福傳（8:4-9:43） 
a）斐理伯在撒瑪黎雅福傳（8:4-8） 
 
b）伯多祿及若望巡視撒瑪黎雅及講道（8:14-25） 
 
c）斐理伯向埃塞俄比亞太監講道（8:26-40） 
26 上主的天使向斐理伯說：「起來，往南行，沿著由耶路撒冷下到迦薩的路走，

即曠野中的那條路。」27 他就起來去了。看，有個厄提約丕雅人，是厄提約丕

雅女王甘達刻的有權勢的太監，也是她寶庫的總管；他曾來到耶路撒冷朝聖。
28 他回去的時候，坐在車上誦讀依撒意亞先知。29 聖神就向斐理伯說：「你上
前去，走近這輛車子！」30 斐理伯就跑過去，聽見他誦讀依撒意亞先知，便說

道：「你明白所誦讀的嗎？」31 他答說：「若沒有人指教我，怎麼能夠？」於

是，請斐理伯上車與他同坐。32 他所誦讀的那段經正是：「他如同被牽去宰殺

的羊，又像羔羊在剪毛者前緘默，他也同樣不開口。33 在他屈辱之時，無人為

他申辯。誰能描述他的後代呢？因為他的生命從地上被奪去了。」34 太監向斐

理伯發言說：「請你說：先知說這話是指誰呢？是指自己或是指別人？」35 斐

理伯便開口，從這段經文開始，給他宣講了耶穌的福音。36 他們沿路前行的時

候，來到了一個有水的地方，那太監就說：「看，這裡有水；還有什麼阻擋我

受洗呢？」(37) 38 他就命車停住，斐理伯和太監兩人下到水中，斐理伯給他付了 
洗。39 當他們從水中上來的時候，主的神把斐理伯提去，太監就再看不見他了。

他就喜喜歡歡地往前行自己的路。40 斐理伯卻出現在阿左托，以後經過各城，

宣講福音，直到凱撒勒雅。  
 
 
4. 向外邦人展開福傳（10:1-15:35） 
a）伯多祿在凱撒勒雅給羅馬百夫長科爾乃略一家講道及施洗（10:34-48） 
 
b）安提約基雅率先向外邦人福傳（11:19-26）「基督徒」之名由此城而來 
 
c）安提約基雅教會選派巴爾納伯和掃祿出外福傳（13:1-4） 
1在安提約基雅教會中，有一些先知和教師，其中有巴爾納伯和號稱尼革爾的西

滿，有基勒乃人路基約，和與分封侯黑落德同乳的瑪納恒，還有掃祿。2他們敬

禮主和禁食的時候，聖神向他們說：「你們給我選拔出巴爾納伯和掃祿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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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我叫他們要行的工作。」3 他們遂禁食祈禱，給他們覆了手，派他們走了。
4二人既被聖神派遣，遂下到色婁基雅，又從那裡乘船往塞浦路斯。  
 
d）保祿在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依科尼雍、呂斯特辣、德爾貝福傳（13:13-
14:28） 
保祿先向猶太人福傳，後轉向外邦人（13:46-47） 
46「天主的聖道本來先應講給你們聽，但因你們拒而不受，並斷定自己不配得

永生，看，我們就要轉向外邦人，因為主如此命我們說：『我已立你作為外邦
人的光明，使你成為他們的救恩，直到地極。』」 
 
保祿回安提約基雅復命（14:21-28） 
21 他們向那城傳揚福音，使許多人成為門徒，以後回到呂斯特辣、依科尼雍和

安提約基雅，22 到處堅固門徒的心，鼓勵他們堅持信仰，說我們必須經過許多

困難，纔能進入天主的國。23 二人在各教會給他們選立了長老，在祈禱禁食以

後，把他們託付於他們所信仰的主。24 以後，他們又經過丕息狄雅來到旁非里

雅，25 在培爾革宣講道理以後，下到阿塔肋雅，26 又從那裡乘船赴安提約基雅。

他們原來是從那裡被託於天主的恩寵，作現在已完成的工作。27 他們一到，就

聚集會眾，報告天主偕同他們所行的一切大事，和怎樣給外邦人打開了信德的

門。28二人就在那裡同門徒們住了不少時日。 
 
e）宗徒會議討論福傳原則（15:1-35） 
會議的諭文（15:23-29） 
23「宗徒和長老弟兄們，給在安提約基雅、敘利亞和基里基雅由外邦歸化的弟

兄們請安。24 我們聽說有幾個從我們這裡去的，而並非我們所派去的人，講話

擾亂你們，混亂了你們的心。25 我們取得同意後，決定揀選幾個人，派他們同

我們可愛的巴爾納伯和保祿，到你們那裡去。26 此二人為了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名，已付出了自己的性命。27 我們派猶達和息拉去，他們要親口報告同樣的事。
28 因為聖神和我們決定，不再加給你們什麼重擔，除了這幾項重要的事：29 即

戒食祭邪神之物、血和窒死之物，並戒避奸淫；若你們戒絕了這一切，那就好

了。祝你們安好！」  
 
 
5. 向歐洲及至地極展開福傳（15:36-28:31） 
a）聖神帶領至歐洲福傳（16:6-10）路加參與 
6 聖神既阻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他們就經過夫黎基雅和迦拉達地區，7 到了米

息雅附近，想往彼提尼雅去；可是耶穌的神不許他們去，8遂繞過米息雅，下到

了特洛阿。9夜間保祿見了一個異象，有個馬其頓人站著，請求他說：「請往馬

其頓去，援助我們罷！」10 保祿既見了這異象，我們便推知是天主召叫我們給
他們宣傳福音，便立即設法往馬其頓去。  
 
b）保祿在斐理伯、得撒洛尼、貝洛雅、雅典、格林多福傳（16:11-18:17） 
 
c）保祿在厄弗所福傳（1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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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保祿巡視馬其頓及希臘各教會後前往耶路撒冷（20:1-21:14）「看，現在，

我為聖神所束縛，必須往耶路撒冷去，在那裡要遇到什麼事，我不知道；我只
知道聖神在各城中向我指明說：有鎖鏈和患難在等待我。」（20:22-23） 
 
e）保祿在羅馬（地極！）福傳（28:11-31） 
保祿在自己賃的房子裡，住了整整兩年；凡來見他的，他都接待。他宣講天主

的國，教授主耶穌基督的事，都非常自由，沒有人禁止。(28:30-31)  
 

＿＿＿＿＿＿＿＿＿＿＿＿＿＿＿ 
 
 
6. 主的聖道 
《路加福音》多次提到「天主的話」，當中兩次直接與福傳有關；尤其《宗徒

大事錄》，更可說是「福傳大事錄」，以「主的聖道」為中心。  
 

（表一）主的聖道  o ` Lo ,goj tou / Kuri ,ou / Qeou /	 

1 4:31 他們祈禱後，他們聚集的地方震動起來，眾人都充滿了聖神，大膽地宣講

天主的真道。	 

2 8:14 當時，在耶路撒冷的宗徒，聽說撒瑪黎雅接受了天主的聖道，便打發伯多

祿和若望往他們那裡去	 

3 8:25 二宗徒既作了證，並宣講了主的聖道，就返回耶路撒冷，一路在撒瑪黎雅

人的許多鄉村中，宣講了福音	 	 

4 11:1 宗徒和在猶太的弟兄聽說了，連外邦人也接受了天主的聖道	 	 

5 13:5 他們來到撒拉米，就在猶太人的會堂中，宣講天主的聖道；還有若望作助

手	 	 

6 13:7 他常同色爾爵保祿總督在一起；總督是個聰明人，他邀請了巴爾納伯和掃

祿來，想聽天主的聖道	 	 

7 13:44 下一個安息日，全城的人幾乎都聚集了來，要聽天主的聖道	 

8 13:46 保祿和巴爾納伯卻放膽地說：「天主的聖道本來先應講給你們聽，但因你

們拒而不受，並斷定自己不配得永生，看，我們就要轉向外邦人	 	 

9 13:48 外邦人聽了，都很喜歡，讚美主的聖道；那些被預定獲得永生的人，就都

信了	 

10 13:49 主的聖道遂傳遍了那地方	 	 

11 16:32 他們就給他和他家所有的人，講了主的聖道	 

12 17:13 可是，得撒洛尼的猶太人，一知道保祿在貝洛雅也傳開了天主的聖道，就

到那裡煽動擾亂群眾	 

13 18:11 於是，他就在那裡住了一年零六個月，在他們中講授天主的聖道	 

 

 

 

7. 聖神 
《宗徒大事錄》 因為是記述聖教會在聖神不停指引下的發展史，為此金口聖若

望（St. John Chrysostom）早已稱本書為「聖神的福音」，這名稱也實在名實相

副。《路加福音》提到「聖神」十五次，其中一次與耶穌開始福傳有關；《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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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大事錄》提到「聖神」凡五十多次，當中至少十四次與福傳行動直接有關，

可說「聖神」是一切福傳行動的主角和動力。 

	  

（表二）聖神 to . Pneu /ma	 

1 1:8 當聖神降臨於你們身上時，你們將充滿聖神的德能，要在耶路撒冷及

全猶太和撒瑪黎雅，並直到地極，為我作證人	 	 

2 4:8 那時，伯多祿充滿聖神，向他們說	 

3 4:31 他們祈禱後，他們聚集的地方震動起來，眾人都充滿了聖神，大膽地

宣講天主的真道	 

4 8:29 聖神就向斐理伯說：「你上前去，走近這輛車子！」	 

5 8:39 當他們從水中上來的時候，主的神把斐理伯提去，太監就再看不見他

了。他就喜喜歡歡地往前行自己的路	 

6 9:31 教會既在全猶太、加里肋亞和撒瑪黎雅得了平安，遂建立起來，懷著

敬畏上主之情行動，並因著聖神的鼓勵，逐漸發展	 

7 11:12 聖神吩咐我應與他們同去，不必疑惑。同我一起去的，還有這六個弟

兄，我們就進了那人的家	 

8 11:24 因為他（巴爾納伯）是好人，充滿聖神和信德，如此有許多人歸附了

主	 

9 13:2 他們敬禮主和禁食的時候，聖神向他們說：「你們給我選拔出巴爾納

伯和掃祿來，去行我叫他們要行的工作。」	 	 

10 13:4 二人既被聖神派遣，遂下到色婁基雅，又從那裡乘船往塞浦路斯	 	 

11 15:28 因為聖神和我們決定，不再加給你們什麼重擔，除了這幾項重要的事	 	 

12 16:6 聖神既阻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他們就經過夫黎基雅和迦拉達地區	 

13 16:7 到了米息雅附近，想往彼提尼雅去；可是耶穌的神不許他們去	 	 

14 20:22-23 看，現在，我為聖神所束縛，必須往耶路撒冷去，在那裡要遇到什麼
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聖神在各城中向我指明說：有鎖鏈和患難在

等待我	 

 
 
 
《宗徒大事錄》所展現的初期教會： 
 
 ﹣由猶太教的分支，變成一個普世教會 
 ﹣由最初只有猶太裔信友，漸成了以外邦人居多的宗教團體 
 ﹣由參與會堂及聖殿敬禮，至脫離猶太宗教 
 ﹣宗徒時代的教會，完全由聖神來領導 
 ﹣保祿和其他宗徒的傳教旅程，實為聖道奔馳 
 ﹣基督宗教並不擾亂帝國秩序，理應獲得如同猶太教般的自由發展 
 
《宗徒大事錄》對福傳的一些提示： 
 
1）福傳是一項使命（Mission），完成後應向耶穌和團體復命 
2）福傳是每一位信友的使命，但各人必須與團體保持聯繫 
3）福傳是聖神的事業，由祂選拔、派遣、引導；福傳者必須讓聖神帶領 
4）團體進行福傳工作時，必須一起尋求聖神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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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福傳者應慷慨撒播天主的話，天主要使之結果（參看格前 3:6-7）  
6）福傳的中心是天主的聖道，福傳者只是工具（參看若 3:30） 
7）福傳者應按耶穌的教導，全心依持天主的照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