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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故事：使徒行傳25:1-12
註釋：《使徒行述》第39,40,41,42章

在私設法庭上的赤膽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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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保羅分訴說：‘無論猶太

聚光燈
“在黑暗極其深厚的時候，像上帝的品格就必顯得極
其光輝燦爛。在一切其它的倚靠都已失敗之後，就必看出
誰是堅心倚賴耶和華的人。而且正在真理的仇敵四面窺伺
要降禍與主的僕人時，上帝卻要向他們留意降福。祂對於
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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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聖殿，或是
該撒，我都沒有干犯。’”
（使徒行傳25：8）

你

的 看法？

哪一個更令人沮喪或更令人生氣：
（1）某個人是名副其實的罪犯，卻被判無罪釋
放，還是（2）某人完全是無辜的，卻被定罪，
並且為其他人的罪受罰？在你心目中，哪一
個案件更不公平？為甚麼？
當被誣告或者被誤表的時候，基督徒該做
何回應？甚麼比人的自由更為重要？確
保有罪的人受到懲罰，還是確保那些無
辜的人沒有被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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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你知道

些從耶路撒冷下
來的猶太人，周圍站著，
將許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
不能證實的。保羅分訴說，無
論猶太人的律法，或是聖殿，
或是該撒，我都沒有干犯。

走進
故事

“非斯都到了任，
過了三天，就從該撒利
亞上耶路撒冷去。祭司
長，和猶太人的首領，向
他控告保羅，又央告他，
求他的情，將保羅提到耶路
撒冷來。他們要在路上埋伏
殺害他。

私設法庭：“一個不公正的，
帶有偏見的，或者草率的司法
程式，導致匆忙的定罪受罰⋯
非斯都卻回答說，保羅
私設法庭上的領袖被視為是偽君
押在該撒利亞，我自己快要
子，是腐敗的、無視法律之人。
“私設法庭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十
往那裏去。又說，你們中
九世紀早期。學者將其源頭追溯
間有權勢的人，與我一同下
到美國邊緣地區的流動法官。這
去，那人若有甚麼不是，
些不嚴格執行法律的法官被人賄
賂，而賄賂的額度是由他們執行審
就可以告他。
判的次數，或者被告罰款金額的多
少來決定。
非斯都在他們那
私設法庭一詞源自這些法官一次次的
裏，住了不過十天八
審訊，他們不關心是否按照法律辦事，
天，就下該撒利亞
而是關心每日的審訊
去。第二天坐堂，
次數。”（摘自美國
法律西方百科全書：
吩咐將保羅提
http://answers.com/
上來。保 羅
topic/kangaroo-court.）
來了，那
當猶太人誣告保羅時，
當保羅站在非斯都面
前接受審問時，保
羅，作為羅馬公民，
本可以說五個字來使自
己免於接受私設法庭的審訊：
“我上訴凱撒。”羅馬法律對此
有明確的說明。

但非 斯 都 要 討 猶 太 人 的 喜
歡 ， 就問保羅說，你願意上耶
路撒冷去，在那裏聽我審斷這
事嗎？保羅說，我站在該撒的
堂前，這就是我應當受審的地
方。我向猶太人並沒有行過甚
麼不義的事，這也是你明明知
道的。
我若行了不義的事，犯了甚
麼該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
辭。他們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實，
就沒有人可以把我交給他們。
我要上告於該撒。非斯都和議
會商量了，就說，你既上告於
該撒，可以往該撒那裏去。”
（使徒行傳25:1-12）

走出
故事
你如何描述故事中祭司長和猶太領袖的
態度與行為？

妙語連珠
“不可隨夥佈散謠言；不可與惡人聯手妄作見證。不可
隨眾行惡；不可在爭訟的事上隨眾偏行，作見證屈枉
正直；也不可在爭訟的事上偏護窮人。”
（出23:1-3）
“行為純正的義人，他的子孫是有福的！”
（箴20:7）
“你要在耶和華你上帝所賜的各城裏，按
著各支派設立審判官和官長。他們必按
公義的審判判斷百姓。不可屈枉正直；
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賄賂；因
為賄賂能叫智慧人的眼變瞎了，又能
顛倒義人的話。你要追求至公至義，
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華你上帝所
賜你的地。”（申16:18-20）

倘若他們殺害保羅的陰謀得逞，你想猶太人領袖會如
何辯解？

你如何描述這段故事中的非斯都？（請閱讀《使徒行述》第
40章，獲取更多猶太人領袖，保羅，以及非斯都所交流的見
解。）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
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
彼此順服；因為上帝阻擋驕傲的
人，賜恩給謙卑的人。所以，你
們要自卑，服在上帝大能的手
下，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上帝，
因為他顧念你們。”
（彼前5:5-7）

你覺得這段經文中的關鍵字或關鍵句是甚麼？為甚麼？

保羅寧可接受非信徒法官的審訊也不願意接受猶太公會的審
訊。這說明了甚麼？猶太人的領袖是否公正呢？使徒保羅為
何寧可選擇去信任一個沒有信仰的法官呢？

當保羅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時，體現了保羅的哪些特
質？如果逆境或苦難會暴露一個人的真實面目，那麼
保羅的真實面目是甚麼？

言錦囊

名

“或許有時我們無力阻止不公，
但絕沒有甚麼時候我們未曾表示抗
議。”——埃利·威瑟爾，作家，教授，
政治活動家，諾貝爾獎得主，大屠殺倖存
者。

通過這個故事，你學得了哪些教訓？
“黑暗無法驅走黑暗；只有光可以辦到。仇恨
無法驅散仇恨；唯有愛可以辦到。” ——馬丁路
德金，二十世紀美國牧師，民權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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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靈活現
安息日

星期二

請閱讀並回答本週“你的看法”
中的練習題。不論是罪人得釋放，
還是無辜之人遭受懲罰，這兩個
情景的中心原則都與公正有關。
在本週的故事中，使徒保羅經歷
了腐敗領袖們以及某個誠實官長
的審判。在整個考驗過程中，使
徒保羅昂首站立，因為他問心無
愧，品性正直。請閱讀申命記
17:8-13並自問：“當本該秉性公
義的領袖並沒有按公義行事的
時候，我該如何順從上帝的話
語？”基督徒該如何回答？

請 閱 讀 本 週 “聚 光 燈 ”中 摘 自
《使徒行述》一書中的一段話，
然後意味深長地讀出來。設想，
聽到以斯帖，但以理，或約瑟說
這些話會是甚麼樣子？那個用香
膏膏耶穌身體（馬可福音14章）
的婦人本可以在她那晚受虐之後
輕鬆說出這些話。論到施洗的約
翰，懷愛倫說在他生命的最後時
刻，他可以昂首站在君王面前，因
為施洗約翰是上帝眼中的謙卑人。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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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走進故事”這部分並以
“走出故事”的問題來作為學習
指南。當你閱讀並回答這些問題
時，請思考自己在生活中被人誣
告或誤解的時刻，而誣告你的人
卻認為他們做的很正確。使徒保
羅的哪些榜樣可以應用到你的生
活中？
此外，請思考你雖然做錯了卻沒
有遭到當受的公正判決。在這個
故事中，使徒保羅是正直的楷模，
但他也為自己辯護。基督徒何時
應為自己辯護，何時應上訴更高
的法庭，天上的法庭呢？請思考
在哪些情景中可以應用這些方法。

星期一
本週的存心節是聖經中使徒行傳
25:8。請思考聖經中、歷史上、
或者你的生活中那些表明自己的
立場，並謙卑地說明自己的無辜
之人。
聖經中

歷史上

我的生活中

他們對上帝的信靠如何幫助他們
在逼迫面前變得勇敢，並且內心
有平安？

今天就下定決心，決定在你被虐
待、誣告、或誤解之後要如何做。
你將顯出何種品格呢？在你所認
識的遭遇過此種逆境的人中，你
可以請求誰為你代禱？每日與上
帝同行就是為將要臨到之磨練做
出的最好預備。

星期三
本週“妙語連珠”這部分提醒信
徒有關上帝對於真理、公正、和
正直的計畫。請閱讀“妙語連珠”
中所有的經文，然後標注出每一
節經文中你認為非常重要的辭彙。
如果你在這個星期要按照其中某
一節經文所說的去生活，那麼你
認為哪一節經文最難應用在你的
生活中？
求主幫助你能在這個星期遇到某
個對上帝的公正，或者對保羅的
故事並不熟悉的人，以便你能與
這人分享你的學習心得。

星期四
本週的課程重點論述使徒保羅後
半生一次接受審訊的情景。在保
羅臨終之前，他還將繼續面對士
兵，律師，政客和君王。在你的
生命結束之前，你會遇到很多人，
有的人因為你的基督徒生活而受
到良好的影響，或許有些人因為
看到你的生活方式而對基督產生
了反感。想一想你可能要與之接
觸的人，然後寫出你希望給他們

留下甚麼印象。如果你要去見一
位朋友，或許你希望他/她能有
“喜樂”，如果是一名正在經歷
孤獨的同學，你或許希望他/她能
感受到“友誼”與“陪伴”。或
許有人無法與人和睦相處，他/她
需要經歷“同情”。
找出五個人，並在他們的名字旁
邊做一些標注，祈求上帝能幫助
你，使你與他們交往之時能為他
們的生活帶去祝福。

星期五
聖經告訴我們，在世界的末了，
當局和個人會不公正地對待基督
徒。有些人開始想像並擔心到那
時會是甚麼樣子，然而，得知這
些要來的事件並不能幫助你能站
立得穩。認識基督，度敬虔並忠
於基督的生活可以培養我們的品
格，使之在考驗面前能有勇氣站
立得住。
耶穌說：“人帶你們到會堂，並
官府和有權柄的人面前，不要思
慮怎麼分訴，說甚麼話；因為正
在那時候，聖靈要指教你們當說
的話。”（路加福音12:11,12）
當你思考末後的種種情形時，請
提醒你自己，使自己知道今天該
如何忠心地與基督同行，正如使
徒保羅一樣。

本週閱讀*
《使徒行述》第39-42章。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請瀏覽以下網站獲取更多資訊：
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堅持這項
閱讀計劃，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讀完一
本歷代之爭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