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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使徒行传25:1-12
注释：《使徒行述》第39,40,41,42章

在私设法庭上的赤胆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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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

聚光灯
“在黑暗极其深厚的时候，像上帝的品格就必显得极
其光辉灿烂。在一切其它的倚靠都已失败之后，就必看出
谁是坚心倚赖耶和华的人。而且正在真理的仇敌四面窥伺
要降祸与主的仆人时，上帝却要向他们留意降福。祂对于
他们必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使徒行述》第
四十章，末段）

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
该撒，我都没有干犯。’”
（使徒行传25：8）

你

的 看法？

哪一个更令人沮丧或更令人生气：
（1）某个人是名副其实的罪犯，却被判无罪释
放，还是（2）某人完全是无辜的，却被定罪，
并且为其他人的罪受罚？在你心目中，哪一
个案件更不公平？为什么？
当被诬告或者被误表的时候，基督徒该做
何回应？什么比人的自由更为重要？确
保有罪的人受到惩罚，还是确保那些无
辜的人没有被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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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你知道

些从耶路撒冷下
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
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
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诉说，无
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
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

走进
故事

“非斯都到了任，
过了三天，就从该撒利
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
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
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
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
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
杀害他。

私设法庭：“一个不公正的，
带有偏见的，或者草率的司法
程式，导致匆忙的定罪受罚⋯
非斯都却回答说，保罗
私设法庭上的领袖被视为是伪君
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
子，是腐败的、无视法律之人。
“私设法庭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十
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
九世纪早期。学者将其源头追溯
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
到美国边缘地区的流动法官。这
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
些不严格执行法律的法官被人贿
赂，而贿赂的额度是由他们执行审
是，就可以告他。
判的次数，或者被告罚款金额的多
少来决定。
非斯都在他们那
私设法庭一词源自这些法官一次次的
里，住了不过十天八
审讯，他们不关心是否按照法律办事，
天，就下该撒利亚
而是关心每日的审讯
去。第二天坐堂，
次数。”（摘自美国
法律西方百科全书：
吩咐将保罗提
http://answers.com/
上来。保罗
topic/kangaroo-court.）
来了，那
当犹太人诬告保罗时，
当保罗站在非斯都面
前接受审问时，
保罗，作为罗马公
民，本可以说五个字来
使自己免于接受私设法庭的
审讯：“我上诉凯撒。”罗马法
律对此有明确的说明。

但非 斯 都 要 讨 犹 太 人 的 喜
欢 ， 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
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
事吗？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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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
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
要上告于该撒。非斯都和议会
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
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
（使徒行传25:1-12）

走出
故事
你如何描述故事中祭司长和犹太领袖的
态度与行为？

妙语连珠
“不可随伙布散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
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屈枉
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
（出23:1-3）
“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箴20:7）
“你要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的各城里，按
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
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
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
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
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
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上帝所
赐你的地。”（申16:18-20）

倘若他们杀害保罗的阴谋得逞，你想犹太人领袖会如
何辩解？

你如何描述这段故事中的非斯都？（请阅读《使徒行述》第
40章，获取更多犹太人领袖，保罗，以及非斯都所交流的见
解。）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
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
彼此顺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
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
们要自卑，服在上帝大能的手
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
因为他顾念你们。”
（彼前5:5-7）

你觉得这段经文中的关键字或关键句是什么？为什么？

保罗宁可接受非信徒法官的审讯也不愿意接受犹太公会的审
讯。这说明了什么？犹太人的领袖是否公正呢？使徒保罗为
何宁可选择去信任一个没有信仰的法官呢？

当保罗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时，体现了保罗的哪些特
质？如果逆境或苦难会暴露一个人的真实面目，那么
保罗的真实面目是什么？

言锦囊

名

“或许有时我们无力阻止不公，
但绝没有什么时候我们未曾表示抗
议。” ——埃 利 ·威 瑟尔 ， 作 家 ， 教
授，政治活动家，诺贝尔奖得主，大屠杀
幸存者。

通过这个故事，你学得了哪些教训？

“黑暗无法驱走黑暗；只有光可以办到。仇
恨无法驱散仇恨；唯有爱可以办到。” ——马
丁路德金，二十世纪美国牧师，民权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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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星期二

请阅读并回答本周“你的看法”
中的练习题。不论是罪人得释放，
还是无辜之人遭受惩罚，这两个
情景的中心原则都与公正有关。
在本周的故事中，使徒保罗经历
了腐败领袖们以及某个诚实官长
的审判。在整个考验过程中，使
徒保罗昂首站立，因为他问心无
愧，品性正直。请阅读申命记
17:8-13并自问：“当本该秉性公
义的领袖并没有按公义行事的
时候，我该如何顺从上帝的话
语？”基督徒该如何回答？

请阅 读 本 周 “聚 光 灯 ”中 摘 自
《使徒行述》一书中的一段话，
然后意味深长地读出来。设想，
听到以斯帖，但以理，或约瑟说
这些话会是什么样子？那个用香
膏膏耶稣身体（马可福音14章）
的妇人本可以在她那晚受虐之后
轻松说出这些话。论到施洗的约
翰，怀爱伦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
刻，他可以昂首站在君王面前，因
为施洗约翰是上帝眼中的谦卑人。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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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阅读“走进故事”这部分并以
“走出故事”的问题来作为学习
指南。当你阅读并回答这些问题
时，请思考自己在生活中被人诬
告或误解的时刻，而诬告你的人
却认为他们做的很正确。使徒保
罗的哪些榜样可以应用到你的生
活中？
此外，请思考你虽然做错了却没
有遭到当受的公正判决。在这个
故事中，使徒保罗是正直的楷模，
但他也为自己辩护。基督徒何时
应为自己辩护，何时应上诉更高
的法庭，天上的法庭呢？请思考在
哪些情景中可以应用这些方法。

星期一
本周的存心节是圣经中使徒行传
25:8。请思考圣经中、历史上、
或者你的生活中那些表明自己的
立场，并谦卑地说明自己的无辜
之人。
圣经中

历史上

我的生活中

他们对上帝的信靠如何帮助他们
在逼迫面前变得勇敢，并且内心
有平安？

今天就下定决心，决定在你被虐
待、诬告、或误解之后要如何做。
你将显出何种品格呢？在你所认
识的遭遇过此种逆境的人中，你
可以请求谁为你代祷？每日与上
帝同行就是为将要临到之磨练做
出的最好预备。

星期三
本周“妙语连珠”这部分提醒信
徒有关上帝对于真理、公正、和
正直的计划。请阅读“妙语连珠”
中所有的经文，然后标注出每一
节经文中你认为非常重要的辞汇。
如果你在这个星期要按照其中某
一节经文所说的去生活，那么你
认为哪一节经文最难应用在你的
生活中？
求主帮助你能在这个星期遇到某
个对上帝的公正，或者对保罗的
故事并不熟悉的人，以便你能与
这人分享你的学习心得。

星期四
本周的课程重点论述使徒保罗后
半生一次接受审讯的情景。在保
罗临终之前，他还将继续面对士
兵，律师，政客和君王。在你的
生命结束之前，你会遇到很多人，
有的人因为你的基督徒生活而受
到良好的影响，或许有些人因为
看到你的生活方式而对基督产生
了反感。想一想你可能要与之接
触的人，然后写出你希望给他们

留下什么印象。如果你要去见一
位朋友，或许你希望他/她能有
“喜乐”，如果是一名正在经历
孤独的同学，你或许希望他/她能
感受到“友谊”与“陪伴”。或
许有人无法与人和睦相处，他/她
需要经历“同情”。
找出五个人，并在他们的名字旁
边做一些标注，祈求上帝能帮助
你，使你与他们交往之时能为他
们的生活带去祝福。

星期五
圣经告诉我们，在世界的末了，
当局和个人会不公正地对待基督
徒。有些人开始想像并担心到那
时会是什么样子，然而，得知这
些要来的事件并不能帮助你能站
立得稳。认识基督，度敬虔并忠
于基督的生活可以培养我们的品
格，使之在考验面前能有勇气站
立得住。
耶稣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
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
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
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
的话。”（路加福音12:11,12）
当你思考末后的种种情形时，请
提醒你自己，使自己知道今天该
如何忠心地与基督同行，正如使
徒保罗一样。

本周阅读*
《使徒行述》第39-42章。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改
编。请浏览以下网站获取更多资讯：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坚持这项
阅读计划，你将在一年之内至少读完一
本历代之争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