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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1 课 保罗在腓力斯、非斯都和亚基帕王面前受审 

逐字稿 

 

围绕基督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今天进入到 41 课。在这一课，我们要

关注保罗在腓力斯、非斯都和亚基帕王面前的三次堂审。以下分三部分来叙

述。首先，保罗在腓力斯面前受审，记载于《使徒行传》24 章。其次，保

罗在非斯都面前受审，记载于《使徒行传》25 章 1-12 节。最后，保罗在亚

基帕王面前受审，记载于《使徒行传》25 章 13 节到 26 章 32 节。 

首先，保罗在腓力斯面前受审，记载于《使徒行传》24 章。在上次课中，

我们看到保罗被带到凯撒利亚，交在巡抚腓力斯的手中。腓力斯将保罗关押

在希律的衙门里，要等那些控告保罗的犹太人从耶路撒冷赶来后再提审。当

然，这个等待期不会太久。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下到凯撒

利亚。他们还带了一位辩士过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律师。此人名叫帖

土罗，他替这些犹太领袖做代言人。帖土罗首先向腓力斯表达问候和敬意，

对巡抚的政绩夸赞和恭维一番。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控诉保罗。他说：“巡

抚大人，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他煽动犹太人造反，又是拿撒勒教党

里的一个头目。”注意他们对基督徒的称呼，“拿撒勒教党”，这是拿撒勒人

耶稣的跟随者。帖土罗接着说，“这保罗又带外邦人进入圣殿，污秽了圣所。

因此我们把他抓住了，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不料，我们还没有开始审讯，

千夫长克劳第吕西亚就前来，从我们手中强行把他夺走了。” 

巡抚点头示意，允许保罗发言。保罗就对腓力斯说：“从我上耶路撒冷礼

拜上帝直到今日，不过才十二天。犹太人知道我并没有惹是生非。他们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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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控，没有一项能够证实。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我敬拜我祖宗的上

帝，我也相信律法和先知书上的记载。今日我站在这里被审问，是因我相信

死人复活的道理，又因我传讲耶稣基督死了，并从死里复活了。”腓力斯很

清楚这是有关犹太教的教义问题，因为他的妻子是犹太人，所以他对犹太教

的情况向来很了解。他决定延迟审判。于是对犹太领袖们说：“且等千夫长

下来再议不迟。我想听听克劳第吕西亚的汇报，然后再作审断。”腓力斯宽

待保罗，给他一定的自由。当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他可以接待来访的亲友，

并和他们交谈。过了几天，腓尼斯和他的夫人土西拉，又招保罗前来，要听

他讲论。当保罗被带到腓力斯和土西拉面前，就开始向他们传讲信基督耶稣

的道；并教导说，只有单单藉着信靠耶稣基督，他们才能够得救。保罗接着

又讲论上帝是一位公义的上帝，祂要来审判活人和死人，并且我们每个人都

要为着自己所行的一切在上帝面前交账。当腓力斯听到这些话，就恐惧战兢。

他对保罗说：“你暂且去吧，等我方便的时候再叫你过来。”哦，这人的景况

是多么危险呢！我们不也是经常这样做吗？我们常常说“等我再年长一些，

等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我再来侍奉主；但眼下我要侍奉世界，一门心思忙我

自己的事情”。哦，我们的景况是多么危险！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寿数几何。

我们的生命短暂；按着定命，我们都有一死，但那一天何时来到，我们并不

知道。因此，不要拖延。今天，当我们听到了祂的声音，我们就当悔改和相

信。腓力斯让保罗在监狱里待了两年，期间他指望保罗和他的亲友们能够送

他银钱，好求他放人。两年过后，非斯都接了腓力斯的任。腓力斯为了讨犹

太人的喜欢，就把保罗继续留在监里。 

以下我们进入第二部分，保罗在非斯都面前受审，记载于《使徒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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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章 1-12 节。非斯都现在成了凯撒利亚的巡抚。他一上任，就立即前往耶

路撒冷，希望和自己治下的臣民建立关系。很快，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就

来和他会面，提起保罗的案子。他们向非斯都央告求情，因他们心想，新官

上任好说话，他一定会给我们帮忙。于是他们请求说：“大人，您为何不将

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审问呢？”当然，这并不是他们真实的想法。真相是，

他们密谋策划，想要在半路上埋伏杀害保罗。但非斯都的想法却是，保罗在

凯撒利亚受审更好。因此他对犹太人说：“你们何不推选一些代表，和我一

同回凯撒利亚去，然后我们再审问保罗呢？”过了十天，非斯都带着一些犹

太领袖回到了凯撒利亚。第二天就坐堂，召集了犹太领袖，又吩咐将保罗提

上来。巡抚首先让犹太人发言，提出他们的指控。这些犹太人控诉了保罗的

许多重大罪状，我们之前已经听过了。非斯都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

罗说：“保罗，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保罗立刻

意识到此事暗藏的凶险和杀机，就对巡抚说：“我站在凯撒的堂前，这就是

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

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我相信

司法公正。但你不可以将我的性命交到犹太人手里，那是不公正的。”然后

保罗提了一个要求。他行使了罗马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尤其是一项特权，就

是以罗马公民的身份向凯撒上诉。倘若一位罗马公民觉得自己蒙受了诬告和

冤屈，想要伸张正义，他们可以向凯撒上诉，并且在凯撒面前申辩。非斯都

别无选择，只能将保罗送往罗马，上告于凯撒。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部分，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当非斯都正在等

待机会送保罗去罗马的时候，忽然有贵客光临。亚基帕王和他的妻子百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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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来到凯撒利亚拜访非斯都，想和这位新上任的巡抚打打交道。过了几天，

非斯都在和亚基帕王交谈时，对王说：“我这里有一件棘手的案子，很难处

理。有一个人，是前任腓力斯当年留在监里的，名叫保罗。犹太人指控他，

求我定他的罪。我问保罗是否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但

保罗求我留下他，并要上告于凯撒。我的难处是，如果要解送一个囚犯去凯

撒那里，我必须要写一封控告信，在信中陈奏我为什么送他过去，但我实在

不知道该怎么写这封信。”亚基帕王听了这话，就说：“我也愿听这人辩论。”

于是非斯都就下令安排，将保罗带到公堂之上，站在巡抚、亚基帕王和他的

妻子百妮基、并城里的达官显贵面前。保罗获准向众人陈词。于是他开口说：

“关于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以在王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幸

的，是因我知道亚基帕王您很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您能够

理解我这里所说的话。”亚基帕王的妻子百妮基是一个犹太人，因此他十分

了解犹太人和他们的宗教。然后保罗开始回顾自己的生平背景，“我从幼年

直到长大成人，都是一个严谨的法利赛教派的门徒。我曾经大发热心，逼迫

信奉基督的人。”接着，保罗开始陈述他在去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他本是

去那里逼迫教会，不料上帝从天上伸手击打他；他是如何归信耶稣基督，又

是如何受洗的；上帝又是如何呼召他去到外邦人中间传扬福音的信息，教导

他们悔改归向上帝。保罗最后说：“我今日被犹太人控告，是因为我传扬基

督耶稣必须受害、受死、又从死里复活的道理，并且这救恩的道路已经向外

邦人打开了。”当非斯都听到这话，就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

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他认为保罗精神失常了。但保罗回答说：“我不是

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因为这些事并非是在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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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发生的，乃是公开显明的，王以前都听说过。”然后保罗话锋一转，开始

直接挑战亚基帕王说：“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

帕说：“你想用这样短短的时间，就可以说服我做基督徒吗？”（徒 26:28，

新译本）哦，“这样短短的时间”！请听保罗如何回应。保罗说：“无论时间

短也好，时间长也好，我向上帝所求的，不单是你，而且是今天所有的听众，

都能像我一样做基督徒，只是不要有这些锁链。”（徒 26:29，新译本）若能

如此，是最好不过了。“这样短短的时间”相对于永恒而言，确实是太短暂

了。“这样短短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然而，我们只被给予了“这样短短

的时间”和稍纵即逝的机会来相信耶稣基督、得蒙拯救。当亚基帕王和巡抚

听完了保罗的申辩，就彼此讨论说：“这人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也没有

犯什么该死的罪。如果他没有上告于凯撒，其实就可以释放了。但如今我们

只能押送他去凯撒那里。”这是我们下次课要学习的内容。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