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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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罗被关押在凯撒利亚的两年期间，他为自己申辩了三次，每次都在一

位不同的统治者面前。第一位统治者是巡抚腓力斯，他对保罗所说的话印象深

刻，但仍然把保罗留在监里。第二位统治者是巡抚非斯都，他打算送保罗去耶

路撒冷，但保罗意识到这是不公正的做法，所以要上告于凯撒。然后保罗又在

亚基帕王面前受审，后者认为保罗没有犯下什么该死的罪。既然保罗要上告于

凯撒，所以仍然被关押在监狱中。 

 

 

A. 保罗在腓力斯面前受审 -《使徒行传》24 章 

填空。 

_________________ (1) 亚拿尼亚和长老们带着一个名叫 _____________________(2)

的辩士来见巡抚腓力斯。他们指控保罗，说此人如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里的一个头目。 

   保罗否认了所有的指控，但承认自己按着那道事奉他祖宗的 ______________ (5)，

又信合乎 _______________(6) 和 ________________(7) 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

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 ________________(8)。腓力斯将保罗送回监牢，要等

千夫长 ______________________(9) 过来后再审断。他宽待保罗，允许保罗的亲友来

__________________(10) 他。 

   有一天保罗被叫到腓力斯和他的夫人 __________________(11) 跟前。这位夫人是

一个 _________________(12)。保罗讲论信 __________________(13) 的道，又讲论 

____________________(14)，节制，和将来的 ____________________(15)。腓力斯甚

觉恐惧，便叫保罗退下，说等自己 _________________(16) 时候再叫他来。腓力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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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保罗送他 ________________(17) 以求早得自由。当 __________________(18) 来接

任巡抚时，腓力斯为了讨 ________________ (19) 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 

 

B. 保罗在非斯都面前受审 -《使徒行传》25:1-12 

勾选最佳答案。 

1. 非斯都去哪里和犹太领袖会面？ 

a) 耶路撒冷          b) 罗马             c) 凯撒利亚 

 

2. 犹太领袖希望巡抚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这样他们就能： 

a) 听保罗申诉        b) 杀害保罗          c) 释放保罗 

 

3. 当非斯都回到凯撒利亚，第二天坐堂，吩咐将谁提上来？ 

a) 犹太人            b) 保罗              c) 腓力斯 

 

4.  非斯都很愿意送保罗去耶路撒冷，是为了： 

a) 讨犹太人的喜欢。 

b) 在那里审判保罗 

c) 答案 a 和 b 

 

5. 保罗身为罗马公民，拥有什么特权？ 

a) 他可以上告于凯撒，求皇帝来审断。 

b) 他可以向凯撒举报非斯都。 

c) 他可以请一个人代表自己去耶路撒冷。 

 

C. 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 -《使徒行传》25:13-26:32 

判断对错，并改正错误的陈述。 

____ 1. 当亚基帕王来访问非斯都时，他想亲自听保罗辩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2. 非斯都发现有很多关于保罗的事情可以向凯撒奥古斯都写信汇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3. 保罗非常乐意在亚基帕王面前为自己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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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4. 保罗希望亚基帕王对犹太人的宗教有所了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5. 保罗承认自己以前是按照严谨的法利赛人的身份来生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6. 保罗说，他是因着相信死人复活的道理而被犹太人控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7. 根据保罗的陈述，他被犹太人控告是因为向外邦人传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8. 当保罗讲述自己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所见的异象，非斯都认为保罗疯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9. 亚基帕王不相信先知所说的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10. 亚基帕王几乎要被说服做一个基督徒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11. 亚基帕王和非斯都对于如何向凯撒汇报保罗的案子，意见不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 12. 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辩后，就被释放得以自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讨论题 

1. 为什么当人拿“等我有空的时候再说”这类话作为借口，是非常危险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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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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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解释保罗这句话的含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