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灵的来临

耶稣回到天国后，遵照他的吩咐，门徒留在耶路撒冷。跟着耶稣的人
都聚在一块儿，恒切祷告。

信徒聚在一块时，突然听到一声响，充满整个屋子，又有如火焰的东
西显现在信徒的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开始说起别国的语言。

耶路撒冷的百姓听到这事之后就聚在一块儿，纳闷发生了什么事，都
惊讶稀奇信徒在说本地的方言，宣扬神的大能。彼得向人们作了一次
强有力的布道，大约3000人得救。



彼得治愈瘸腿的人

一天彼得和约翰来到圣殿。路中，他们看见一个跛足的乞丐在乞讨。

彼得看着他，说道：我既没有银子，也没有金子，我只给你我有的东
西：以拿撒勒的耶稣基督的名义，站起来，行走！”

这个人立时就被医治了，他开始走起来，跳起来赞美神。殿里的人们
看到了都十分惊讶。人们迅速地围了起来。彼得有了另一次传播上帝
话语的美妙机会。他向人们作了一次强有力的布道，5,000人得救。



使徒受被捕

大祭司和他的同僚们，也就是撒都该党徒们，都非常嫉妒。他们便逮
捕了使徒，把他们投进了监狱。 可是，夜里，主的一个天使打开了
狱门，把他们领了出来，并对他们说：“去站在大殿院子里，告诉人
们关于这新生命的全部事情。” 使徒们听从了这话，在黎明时分，
进了大殿院，开始教导人们。



司提传扬基督

一个名叫司提反的门徒正在公开而有力地向群众们宣讲有关耶稣的
事。他也在人们中间行了许多了不起的奇事和神迹。

一些犹太人和司提反争吵起来。但是，他们无法对抗他话里的智慧
和圣灵，他是凭着它们在说话的，于是他们就秘密地收买了一些人
去说∶“我们听到司提反亵渎摩西和上帝！”



司提凡被捕

长老和文士就拘捕了司提反，把他带到公会去。【公会是犹太人的最
高立法与司法机关。】大祭司轻蔑地看着司提反，问他这些控诉是否
真实。司提反曾用了一个有力的演说作为回答。

犹太人都火冒三丈。他们开始大喊大叫起来，并堵住自己的耳朵，然
后，他们便朝司提反蜂拥而上，把他拉出城去，开始用石头砸他。当
那帮人不断用石头砸司提反时，司提反祷告道∶“主耶稣啊，接受我
的灵吧！”随后，他跪下来，大声喊道∶“主啊，不要为此罪责怪他
们！”说完，他就死了。



腓利对太监传讲耶稣

一天，天使像耶稣门徒之一的腓利显现，告诉他去到迦萨的路上，那
里是旷野。当他沿着路走着的时候，腓利看到一个从埃提阿伯来的重
要大官坐在车上。圣灵告诉腓利去和那人说话。

腓利就跑过去，听见他读以赛亚先知的书，就问他：“你所读的，你
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导我，怎能明白呢？”

腓利告诉他以赛亚是指耶稣说这话。腓利也用许多其他经文来向他传
耶稣的福音。

当他们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这里有水，我为什么不在这
受洗呢？”于是太监吩咐停车，腓利和他两人下到水中，腓利就给他

施洗。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主的灵就把腓利提去了，太监再也看
不见他，就欢欢喜喜地上路。



扫罗成为耶稣的门徒

扫罗向主的门徒发恐吓凶杀的话。当时对基督徒们所作的迫害变得非常
狂暴和恶毒，使他们不得不逃离耶路撒冷城。但是扫罗对只是驱赶大部
份基督徒离开巴勒斯坦的首都，还觉得不够满意。他获取了授权书，并
前往大马士革，一个遥远国家的首都去拘捕和囚禁基督徒们！那里与耶
路撒冷竟相距150哩之远！

他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光从天上向他四面照射。他仆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甚么迫害我？” 他说：“主啊，
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 扫罗从地上爬起来，睁
开眼睛，却甚么也看不见。他们牵着他的手，领他进大马士革。

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亚拿尼亚为扫罗按手，立刻有
鳞状的东西，从扫罗的眼里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扫罗就立刻宣讲耶
稣，他告诉人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



扫罗从犹太人那里逃脱

又过了很多天，犹太人密谋要杀害扫罗。可扫罗得知了这个阴谋的风
声。犹太人日夜把守着城门，要杀扫罗。 但是，夜里，他的门徒们
帮他离开了此城，他们把他放进筐里，从城墙上的一个窟窿里把他缒
了下去。



彼得使死人复活

约帕有一个耶稣
的门徒，名叫大
比大她一生行善，
周济穷人。当时，
她生病死了。人
们洗净了她的尸
体，把她放到了
楼上。

吕大离约帕不远。
当约帕的门徒听
说彼得在吕大时，
便派两个人来请
求他说∶“请赶
快到我们这儿
来。”彼得便与
他们一起启程了。
彼得一到，他们
就把他领到了楼
上。这时，所有
的寡妇都围在彼
得的身边，边哭
边让彼得看大比
大在世时缝制的
内衣和外衣。

彼得让所有的人都出去后，跪下来祈祷，然后转向尸体说∶“大比大，
起来。”大比大睁开眼睛，看见了彼得，便坐起身来。彼得伸出手，扶
她站了起来。然后，彼得把圣徒和寡妇们都叫了进来，把活着的大比大
交给了他们。这件事在整个约帕家喻户晓，许多人信仰了主。



彼得与哥尼流

在凯撒利亚有一位隶属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名叫哥尼流。 他和全家都是虔诚敬
畏上帝的人，他慷慨周济穷人，常常祷告。 一天，大约下午三点，他在异象
中清楚地看见一位上帝的天使进来呼唤他：“哥尼流！你的祷告和周济穷人
的善行已经在上帝面前蒙悦纳。如今你要派人去约帕，请一个叫西门·彼得
的人来。”

向他说话的天使离开后，哥尼流叫来两个家仆和自己的一个敬虔侍卫，把刚
才的事告诉他们，然后差他们去约帕。

第二天中午，彼得上屋顶去祷告。他进入异象，看见天开了，有一样东西好
像一大块布，四角吊着降到地上，里面有各种天上的飞禽、地上的爬虫和四
足的走兽。然后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 彼得却说：“主
啊！这可不行！我从未吃过任何污秽不洁之物。”

那声音又一次对他说：“上帝已经洁净的，你不可再称之为不洁净。” 这
样一连三次之后，那块布就被收回天上去了。



彼得不知所
措，正在猜
测这异象到
底是什么意
思，圣灵又
对他说：
“彼得，外
面有三个人
来找你，快
下楼跟他们
去，不必多
虑，他们是
我差来的。”

第二天，彼
得和他们以
及几个约帕
的弟兄一同
出发了。又
过了一天，
他们到达凯
撒利亚。哥
尼流已经请
来亲朋好友，
在等候他们。

彼得就对他
们说：“你
们都知道，
按照犹太人
的传统，我
们不可以和
外族人来往。
但上帝已经
指示我不可
把任何人视



彼得从狱中被营救

大约在此时，希律王对属于教会的一些人开始进行迫害。 他拘捕了彼
得，把他关在监里。彼得被囚期间，教会都迫切地为他向上帝祷告。

在希律开庭审判彼得的前一天晚上，彼得正睡在两个士兵中间。他被
两条铁链锁着，牢房门口还有卫兵看守着。突然，主的一个天使站在
了那里，一束光射进了牢房。天使拍了拍彼得的肋旁，把他唤醒，说
道∶“快起来！”锁链便从彼得的手上脱落了。 这时，天使对彼得
说∶“把斗篷裹在身上，跟我来。”

彼得就跟他出来了。他们通过了第一和第二个哨兵，来到了通向城里
的铁门跟前。门自动打开了，他们便走了出去。当他们走了大概有一
条街那么远时，天使突然消逝了。



彼得便到约
翰·马可的母亲
玛丽亚家，很多
人正聚集在那里
祷告。他在外面
敲门，有一个叫
罗大的婢女出来
应门。她听出是
彼得的声音，喜
出望外，竟然没
有开门就跑进去
告诉大家：“彼
得在门外！”
他们说：“你一
定疯了。”她坚
持说：“是真
的！”他们就说：
“是他的天使
吧！”

彼得不住地敲门。
他们开门看见他，
都大吃一惊！彼
得摆手示意他们
安静，然后把主
怎样领他出狱的
经过告诉大家，
又说：“把这事
告诉雅各和其他
弟兄姊妹。”交
待完了，他便离
开那里，往其他
地方去了。



巴拿巴和扫罗在塞浦路斯

巴拿巴和扫罗乘船去塞浦路斯。他们走遍全岛，远至帕弗，在那里遇
见一个冒充先知的犹太术士巴·耶稣。 这人和当地的士求·保罗总
督常有来往。士求·保罗是个聪明人，他邀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
听上帝的道。

但希腊名字叫以吕马的那个术士反对使徒，试图拦阻总督信主。又名
扫罗的保罗被圣灵充满，盯着他说：“你这魔鬼的儿子，充满了诡诈
和邪恶，是一切正义之敌，到现在还想歪曲主的正道吗？现在主要亲
手惩罚你，使你瞎眼，暂时不见天日！”

他顿觉眼前一片漆黑，只好四处摸索，求人领他走路。总督看见所发
生的事，对主的道感到惊奇，就信了。



异象召唤保罗来
到马其顿

因为圣灵阻止保
罗和他的同行人
在亚西亚传道，
所以，他们路经
弗吕家和加拉太
一带，当来到每
西亚边境时，他
们打算进入了庇
推尼，可是耶稣
的圣灵又制止了
他们。因此，他
们越过每西亚，
来到了特罗亚。

那天夜里，保罗
看见了异象：一
个马其顿人站在
那里，肯求他
说∶“请到马其顿
来，帮帮我们
吧！”

保罗看见异象后，
他们立即准备前
往马其顿。因为
他们推断，上帝
在召唤我们去给
那里的人传播福
音。



保罗和西拉在狱中

当保罗把附身在一个算命者身上的鬼驱除了之后，那个使女的愤怒主
人们，就煽动众人敌对这些基督徒教师们，并把他们拖到当地官长面
前，诬陷他们。官长罔顾他们身为罗马公民所有的权利，吩咐人脱去
他们的衣服，用棍子打他们，又上了脚镣，将他们丢入监狱里。当晚
发生了大地震，监狱被大大震动，墙被震塌，狱门也全被震开了。

但保罗和西拉并没有逃跑，因而保全了狱卒的性命，狱卒就把他们带
到自己家中，为他们摆上饭菜，照料他们的伤口，听他们讲道。就在
那天晚上，他和他全家都信了耶稣。第二天早上，保罗和西拉在官长
道歉之后，就被释放了。



犹推古死而复活

保罗对大家讲话，他一直讲到午夜，因为第二天他就要离开。他们
聚集的楼上房间里有许多盏灯。一个名叫犹推古的年轻人坐在窗台
上，当保罗讲话时，他逐渐陷入沉睡，当他完全被睡意征服后，就
从三楼上跌了下来，人们把他扶起来时，发现他已经死了。保罗下
楼，扑在他身上，双臂抱住他说∶“不用担心，他还活着。” 保
罗又回到楼上，掰开饼吃了。他对大家长谈到天明。然后离开了。
他们把那个年轻人活着送回家去，众人对此感到莫大的安慰。



保罗被捕

有些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发现保罗在圣殿里，就煽动众人去抓他。
消息一传开，全城轰动。众人冲进圣殿把保罗拉出来，随即关上殿门。

正当他们要杀保罗的时候，有人把耶路撒冷发生骚乱的消息报告给罗
马军营的千夫长，千夫长马上带着军兵和几个百夫长赶来了。人群中
有人这样喊，有人那样喊，情形混乱不堪，千夫长无法辨明真相，便
命人将保罗带回军营。

当天晚上，主站在保罗身旁对他说：“要勇敢！正如你在耶路撒冷为
我做了见证，你也必须在罗马为我做见证。”



保罗的外甥

犹太人设下阴谋，并起誓说：“不杀保罗，誓不吃喝！” 有四十多人
参与了这个阴谋。

保罗的外甥听到这一阴谋，就去军营通知保罗。保罗请来一位百夫长，
说：“请赶快带这青年去见千夫长，他有要事禀告！”

千夫长就拉着那青年的手走到一旁，私下问他：“你有什么事要告诉
我？” 他说：“那些犹太人约好了，要请求你明天带保罗到公会受审，
假装要详细审问他的事。你不要答应他们，因为他们有四十多个人会
埋伏在半路，并且还起誓说，‘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他们现在已
经准备就绪，就等你答应了。”

于是，千夫长召来两名百夫长，吩咐道：“预备二百名步兵、七十名
骑兵、二百名长枪手，今晚九时出发去凯撒利亚。要给保罗预备坐骑，
护送他安全抵达斯总督那里。”



保罗在非斯斯面前受审

总督非斯开庭审讯，命人将保罗带上来。保罗被带来后，那些从耶路撒
冷下来的犹太人站在他周围，指控他犯了各样严重的罪，但是都没有证
据。保罗为自己辩护说：“我从来没有违背犹太律法，亵渎圣殿或反叛
凯撒！”非斯都为了讨好犹太人，就对保罗说：“你是否愿意回耶路撒
冷接受我的审讯？”

保罗说：“我此刻正站在凯撒的法庭上，这就是我应该受审的地方。你
很清楚，我并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犹太人的事。如果我做错了，犯了该
死的罪，我决不逃避！但他们对我的指控毫无根据，谁也不能把我交给
他们。我要向凯撒上诉！”

非斯都和议会商讨后，说：“你说要上诉凯撒，就去见凯撒吧！”



保罗在罗马

进了罗马城后，保罗获准在卫兵的看守下自己一个人住。保罗租了一间
房子，在那里住了整整两年，接待所有到访的人。他勇敢地传讲上帝的
国，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受到任何拦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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