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門徒被聖靈充滿

使徒與一百二十多個其他門徒，一起留在一個閣樓中，遵從耶穌在離
開時給他們的最後訓誡，去禱告和等待。

十日之後，一個顯明上帝力量的驚人事件發生了﹕「忽然從天上有響
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在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
焰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那時，在耶路撒冷街上，正慶祝著一個盛大的宗教節日，許多來自外
地國家的人，都來慶祝猶太人這一年一度的「收割節」。門徒們大膽
地向所有人群見證，述說上帝以耶穌顯露出來的愛及祂救恩的訊息，
和有三千人得救。



彼得醫治瘸腿的

有一天，彼得和約翰上聖殿去。有一個生來瘸腿的人被人抬來。瘸腿
的人看見彼得和約翰將要進殿，就向他們討飯。

彼得卻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有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
督的名，吩咐你行走！” 於是拉著他的右手，扶他起來；他的腳
和踝骨立刻強壯有力，他一跳就站了起來，並且行走！

見了這神蹟，許多人都聚了過來，彼得就“向他們傳講耶穌”。結果
就在那一天，有5,000多人成了基督徒。



使徒受迫害

大祭司和他的同黨撒都該人看見這情形，妒火中燒，便把使徒拘捕，
關在監裡。 當天晚上，有一位主的天使把獄門打開，領他們出來，
說：「你們到聖殿去，把這生命之道傳給百姓。」使徒遵從命令，在
黎明的時候來到聖殿開始教導眾人。

大祭司和他的同黨召集了所有公會的人和以色列的眾長老，然後派人
去監獄把使徒押來受審。(公會是猶太人的最高立法與司法機關。)

差役來到監獄時，發現使徒已經不見了，就回去稟告，說：「我們
看見牢門緊鎖，守衛都站在門外，但打開門一看，裡面卻空無一人！」
這時有人來報告說：「你們關押在牢裡的人正在聖殿裡教導人！」



司提凡被捕

司提反滿有恩惠能力，在民間施行大奇事和神蹟。

有些猶太人聯合起來與司提凡辯論，但他們無法駁倒司提凡，因為
他靠著智慧和聖靈說話。於是，他們暗中唆使一些人誣告司提凡說：
「我們聽見他說褻瀆摩西和上帝的話！」 又煽動百姓、長老和律法
教師抓住司提凡，把他押到公會。



司提凡殉道

輕蔑地，大祭司看著司提反，問他這些控訴是否真實。司提反用一個有
力的講道作答，在這講道中，他詳盡地敘述猶太人的整個歷史，從亞伯
拉罕、以撒、雅各，到摩西、他們的先知們和帝王們的時候，來顯示出
上帝歷代曾如何教導以色列，準備他們去迎接彌賽亞。

但司提反不久就知悉，這些裝模作樣、自以為是的文士、法利賽人對他
所說的不感興趣。因此他坦白的告訴他們真理：「你們時常抗拒聖靈！
你們又把那彌賽亞出賣了、殺了！你們受了所傳的律法，竟不遵守！」

眾人大喊大叫，捂著耳朵，蜂擁而上，把司提凡拉到城外，用石頭打他。
在亂石擊打之下，司提凡呼求說：「主耶穌啊，接收我的靈魂吧！」然
後跪下高聲說：「主啊，不要追究他們的罪！」說完後，就斷氣了。



腓利對太監傳講耶穌

有一天，主的天使對腓利說：「起來，向南走，往耶路撒冷通往迦薩的
路去。」腓利立刻動身，結果在那條路上遇見一個衣索匹亞的太監。他
是衣索匹亞女王甘大基手下的重臣，負責管理國庫。他剛從耶路撒冷參
加敬拜回來，正坐在車上誦讀以賽亞先知的書。

腓利跑上前，聽見太監在誦讀以賽亞先知的書，就問：「你明白所讀的
經文嗎？」

他說：「沒有人為我解釋，我怎能明白呢？」他就請腓利上車和他一起
坐。

太監問腓利：「請問先知是在說誰？在說他自己還是在說別人？」 腓利
就從這段經文入手向他傳耶穌的福音。

他們往前走的時候，經過一處有水的地方。太監吩咐停車，二人一同下
到水裡，腓利為他施洗。他們從水裡上來時，主的靈把腓利帶走了。太
監看不見腓利了，就繼續前行，滿心歡喜。



保羅成為基督徒

保羅卻殘害教會，逐家進去，連男帶女拉去坐監。他快到大馬士革的時
候，忽然有光從天上向他四面照射。 他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對他說：
“保羅，保羅！你為甚麼迫害我？” 他說：“主啊，你是誰？”主說：
“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 保羅從地上爬起來，睜開眼睛，卻甚麼也
看不見。他們牽著他的手，領他進大馬士革。

在大馬士革，有一個門徒名叫亞拿尼亞，主在異象中對他說：“亞拿尼
亞！起來，到那叫直街的路上去，要在猶大家裡找一個大數人，名叫保
羅。你看，他正在禱告， 在異象中他看見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進來
為他按手，使他可以再看得見。”

亞拿尼亞就去了，進了那家，為保羅按手，說：“保羅弟兄，在你來的
路上向你顯現的耶穌，就是主，差我來使你可以看見，又被聖靈充滿。”
立刻有鱗狀的東西，從保羅的眼裡掉下來，他就能看見了。



保羅逃脫猶太人的謀害

保羅傳講耶穌，說他是 神的兒子。 聽見的人都很驚奇，說：“在
耶路撒冷殘害求告這名的，不是這個人嗎？他來這裡不是要緝拿他們
交給祭司長嗎？”

過了許多日子，猶太人商議要殺掉保羅； 但他們的計謀給保羅知道
了。他們就在各城門日夜把守，要殺掉他。 於是他的門徒就趁夜用
大籃子把他從城牆上縋下去。



彼得使死人復活

在約帕有個樂善
好施的女信徒名
叫戴碧達。 當時，
她患病死了。有
人將她的屍體洗
乾淨後，停放在
樓上。

呂大靠近約帕，
門徒聽說彼得在
那邊，就派兩個
人去求他，說：
“請到我們那邊
去，不要耽延！”

彼得就動身，跟
他們一同去。到
了之後，他們領
他上樓。彼得叫
大家出去之後，
就跪下來禱告，
然後轉過身來對
著屍體說：“戴
碧達，起來！”
她就睜開眼睛，
一看見彼得，就
坐了起來。

彼得伸手扶她起來，叫聖徒們和寡婦都進來，把戴碧達活活地交給他們。

這事傳遍了約帕，就有很多人信了主。



彼得見異象

彼得上房頂去禱告。 那家的人正預備飯的時候，彼得魂遊象外，
看見天開了，有一塊好像大布的東西降下，四角吊著縋在地上， 裏
面有地上各樣四腳的走獸、爬蟲和天上的飛鳥。 又有聲音對他說：
「彼得，起來！宰了吃。」

彼得卻說：「主啊，絕對不可！凡污俗和不潔淨的東西，我從來沒
有吃過。」

第二次有聲音再對他說：「上帝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污俗的。」

彼得還在思考那異象的時候，聖靈對他說：「有三個人來找你。 起
來，下去，跟他們同去，不要疑惑，因為是我差他們來的。」



次日，彼得
起身和他們
同去。 又
次日，他進
入凱撒利亞。
哥尼流
（一個意大
利營的百夫
長）已經請
了他的親朋
好友在等候
他們。

彼得就對他
們說：「你
們知道，猶
太人和別國
的人結交來
往本是不合
規矩的，但
上帝已經指
示我，無論
甚麼人都不
可看作污俗
或不潔淨的。
我真的看出
上帝是不偏
待人的。不
但如此，在
各國中那敬
畏他而行義
的人都為他
所悅納。」



天使救彼得出監

希律，就在除酵節期間，捉到了彼得。 希律就把他關在監裡，交給四
班士兵看守，每班四個人。希律打算過了逾越節，把他提出來交給民
眾。

希律要提他出來的前一夜，彼得被兩條鎖鍊鎖住，睡在兩個士兵中間，
還有衛兵守在門前。 忽然，有主的一位使者出現。天使拍拍彼得的肋
旁，喚醒他，說：“快起來！”他手上的鎖鍊就脫落了。 天使對他說：
“披上外衣，跟我走！”

他就出來跟著天使走。 他們經過第一、第二兩個崗位，來到通往城內
的鐵門，那門自動給他們開了。他們出來，往前走了一條街，天使立
刻離開了他。



彼得便到約翰·
馬可的母親瑪麗
亞家，很多人正
聚集在那裡禱告。

彼得在外面敲門，
有一個叫羅大的
婢女出來應門。
她聽出是彼得的
聲音，喜出望外，
竟然沒有開門就
跑進去告訴大家：
「彼得在門外！」
他們說：「你一
定瘋了。」她堅
持說：「是真
的！」他們就說：
「是他的天使
吧！」

彼得不住地敲門。
他們開門看見他，
都大吃一驚！
彼得擺手示意他
們安靜，然後把
主怎樣領他出獄
的經過告訴大家，
又說：「把這事
告訴雅各和其他
弟兄姊妹。」交
待完了，他便離
開那裡，往其他
地方去了。



在塞浦路斯島傳道

省長士求保羅請了巴拿巴和保羅來，要聽聽 神的道。 但術士以呂
馬與使徒作對，要使省長轉離真道。 保羅，卻被聖靈充滿，定睛看
著他， 說：“你這充滿各樣詭詐和各樣奸惡的人，魔鬼的兒子，公
義的仇敵！你看，現在主的手臨到你，你要瞎了眼睛，暫時看不見陽
光。”

他就立刻被霧和黑暗籠罩著，周圍找人牽他的手，給他領路。 那時，
省長看見了所發生的事，就信了。



保羅與賽拉斯坐牢

當保羅把附身在一個算命者身上的鬼驅除了之後，那個使女的憤怒主
人們，就煽動眾人敵對這些基督徒教師們，並把他們拖到當地官長面
前，誣陷他們。官長罔顧他們身為羅馬公民所有的權利，吩咐人脫去
他們的衣服，用棍子打他們，又上了腳鐐，將他們丟入監獄裡。

當晚發生了大地震，監獄被大大震動，牆被震塌，獄門也全被震開了。
但保羅和西拉並沒有逃跑，因而保全了獄卒的性命，獄卒就把他們帶
到自己家中，為他們擺上飯菜，照料他們的傷口，聽他們講道。就在
那天晚上，他和他全家都信了耶穌。第二天早上，保羅和西拉在官長
道歉之後，就被釋放了。



猶推古復活

保羅因第二天就要起行，就一直講到半夜。 有一個少年人，名叫
猶推古，坐在窗臺上，因為保羅講得很長，他很困倦，沉沉地睡著
了，就從三樓跌下來；把他扶起來的時候，已經死了。

保羅走下去，伏在他身上；把他抱住，說：“你們不要驚慌，他還
活著。” 他們把活著的猶推古帶走，得到很大的安慰。



保羅被捕

許多年以後，保羅卻在耶路撒冷遭囚禁。當天晚上，主站在保羅身旁
對他說：「要勇敢！正如你在耶路撒冷為我作了見證，你也必須在羅
馬為我做見證。」



保羅的外甥

猶太人設下陰謀，並起誓說：「不殺保羅，誓不吃喝！」有四十多人
參與了這個陰謀。 但保羅的外甥聽到這一陰謀，就去軍營通知保羅。
保羅請來一位百夫長，說：「請趕快帶這青年去見千夫長，他有要事
稟告！」

千夫長就拉著那青年的手走到一旁，私下問他：「你有什麼事要告訴
我？」 他說：「那些猶太人約好了，要請求你明天帶保羅到公會受審，
假裝要詳細審問他的事。你不要答應他們，因為他們有四十多個人會
埋伏在半路，並且還起誓說，『不殺保羅就不吃不喝』。他們現在已
經準備就緒，就等你答應了。」

於是，千夫長召來兩名百夫長，吩咐道：「預備二百名步兵、七十名
騎兵、二百名長槍手，今晚九時出發去凱撒利亞。要給保羅預備坐騎，
護送他安全抵達腓利斯總督那裡。」



船隻擱淺

保羅在旅途上遇見許多驚險。其中一個最驚險的經歷發生在一艘船上。
當時，保羅被逮捕，他和別的囚犯坐船到羅馬城去受審。

他們被風浪逼得甚急，船長叫眾人把貨物拋在海裡。好幾天，都看不
見星星和太陽。

過了幾天，船飄流到離岸不遠時，船尾被浪的猛力沖壞，船長吩咐眾
人跳下水游上岸。這樣，眾人就得了救，上了岸。



保羅在馬爾他島上的經歷

當地的人非常友善；因為下過一場雨，天氣又冷，他們就生了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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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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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保羅
卻把那條蛇抖在火裡，自己一點也沒有受傷。

當地人把島上的病人都帶到保羅的面前來，他給他們按手禱告，神就
藉著保羅醫好他們。



保羅在羅馬傳道

保羅終於來到羅馬城。他獲准獨自與看守他的士兵居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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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放膽地
傳講 神的國，教導有關耶穌的事，沒有受到甚麼禁止。

保羅也寫了很多諮詢書信，這14 封書信在150 年多後被編入新約全書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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