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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祿羅馬之旅及殉道



保祿在聖殿被捕 (57年)
保祿在耶路撒冷會見雅各伯宗
徒和眾長老後，帶了四位講希
臘語的猶太弟兄到聖殿還願，
同他們一起行了取潔禮，以後
進了聖殿。從亞細亞來的猶太
人見保祿在殿裡，就煽動所有
的群眾，向他下手⋯



⋯他們喊著說：「以色列人！請
幫忙，這就是到處教訓眾人反對
人民、法律和這地方的那個人。
還領了希臘人們進聖殿，褻瀆了
這聖地。」(⋯)於是全城震動，
百姓一起跑來，拿住保祿，把他
拉出殿外，立即把門都關上。⋯ 



⋯千夫長前去，拿住保祿，下令
用兩條鎖鏈綁了，遂查問他是誰，
作了甚麼事(⋯)。保祿答說：「我
是猶太人，是塔爾索人，基里基
雅的一個並非無名城市的公民。
我求你，准我向百姓講話。」千
夫長准許了。(宗21)



嚴禁外邦人進入聖殿 
範圍的（希臘）碑文

異民庭院

異民庭院聖殿

耶路撒冷聖殿 Temple of Jerusalem



保祿用希伯來話致辭說：「諸位
仁人弟兄(⋯)，我原是猶太人，
生於基里基雅的塔爾索，卻在這
城裡長大，在加瑪里耳足前，對
祖傳的法律，曾受過精確的教育；
對天主我也是熱忱的，就如你們
大家今天一樣。」



保祿重述了他在大馬士革路上與
主相遇的經過，他們卻揚聲說：
「從地上除掉這樣的人，他不該
活著！」他們遂喧嘩吶喊，扔下
衣服，並向空中揚土。千夫長只
得下令將保祿用皮條綁好，帶進
營裡。



保祿向百夫長說：「一個羅馬人，
又沒有被定罪，難道你們就可以
鞭打他麼？」百夫長轉告給千夫
長，千夫長知道保祿確是羅馬公
民後，就害怕起來。(宗22)



他們把保祿送到公議會去，保祿
一看出他們一部份是撒杜塞人，
另一部份是法利塞人，就在公議
會中喊說：「諸位仁人弟兄！我
是法利塞人，是法利塞人的兒子，
我是為了希望死者的復活，現在
受審。」他說了這話，法利塞人
和撒杜塞人便起了爭辯，會眾就
分裂了⋯。



⋯爭辯越來越大，千夫長怕保祿
被他們撕裂，便命軍隊下來，把
保祿從他們中間搶出來，帶到營
裡去了。次夜，主顯現給保祿說：
「你放心罷！你怎樣在耶路撒冷
為我作證，也該怎樣在羅馬為我
作證。」



一些猶太人設陰謀要殺害保祿，
千夫長知道後，遂派了二百士
兵，七十騎兵，二百長槍手，夜
間護送他到凱撒勒雅給總督斐理
斯(Fel ix)，總督下令把保祿看守
在黑落德王府裡。(宗23) 



公元前22年黑落德用了十年時間建成地中
海東岸一個最具規模的海港。新城定名為
「凱撒勒雅」（Caesarea），作為他對凱
撒奧古斯都的敬意，而海港則名為「色巴斯
特」（Sebaste），即奧古斯都的希臘名稱。

凱撒勒雅港(Caesarea Maritima)



大黑落德在凱撒勒雅所建的奧古斯都廟
的墩座和內港遺跡



凱撒勒雅是羅⾺馬駐猶太省的總督駐守地，
在海灘附近的劇院曾發現⽐比拉多(Pontius 
Pilate AD26-36)碑⽂文

CAESARIENS(IBVS)  
…………….TIBERIEVM 
…….PONTIVS PILATVS 
PRAEFECTVS 
IVDAEAE碑文：「猶太總督般雀比

拉多為凱撒勒雅居民奉獻
此提庇留神廟」 



黑落德王府(Praetorium)泳池遺跡



保祿被拘禁在凱撒勒雅 (57-59年)
過了五天，猶太人派代表到凱撒
勒雅向總督控告保祿。斐理斯卻
有意拖延。滿了兩年，斐斯托
(Festus)接了斐理斯的任；斐理斯
願意向猶太人討好，就將保祿留
在監裡。(宗24)



斐斯托想要向猶太人討好，就向
保祿說：「你願意上耶路撒冷，
在那裏於我面前受審嗎？」保祿
卻說：「我站在凱撒的公堂前，
我向凱撒上訴。」斐斯托與議會
商議之後，回答說：「你既向凱
撒上訴，就往凱撒那裡去！」(宗
25)



過了幾天，阿格黎帕
王(Agrippa II)剛巧在
凱撒勒雅，有意見保
祿。斐斯托遂下令把
保祿帶來。保祿在王
前自辯時，重述了自
己在大馬士革路上皈
依主的經歷(見宗25-
26)。

保祿在阿格黎帕前受審



保祿在凱撒勒雅靜候到羅馬的船

阿格黎帕對斐斯托說：「這人若
沒有向凱撒上訴，早就可以釋放
了。」(宗26)



既決定了要我們坐船往意大利去，
人就將保祿和一些別的囚犯，交給
皇家營裡的一個百夫長，他名叫猶
里約。有一隻由阿得辣米特來的船，
要開往亞細亞沿岸一帶地方去。我
們上去，便開了船。(宗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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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乘船由凱撒勒雅出發，由百夫
長猶里約(Julius)押解，途經漆冬
(Sidon)、在里基雅的米辣(Myra)靠
岸，轉乘另一艘船。到克里特(Crete)
的良港(Fair Havens)靠岸，向克里特
的腓尼斯(Phoenix)駛去途中，遇到
大風，在克勞達(Cauda)小島暫避。

聖保祿赴羅馬之旅 (AD59-60)



漆冬Sidon/塞達Saida: 
十字軍海堡



米辣 (Myra) 劇院及面譜浮雕



米辣聖尼各老堂 (St. Nicholas)



克里特 (Crete)



克里特島: 良港(Fair Havens)



克里特島聖保祿小堂



百夫長在那裡找到一隻由亞歷山
大里亞來，要開往意大利的船，
便叫我們上了那船。⋯

保祿在克⾥里特海上航⾏行

羅馬商船



⋯我們一連多日緩慢航行，僅到
了克尼多(Cnidus)對面，因為風阻
止我們，我們就靠著克里特背風
的海面，在撒耳摩訥(Salmone)旁
邊航行，我們沿岸而行，方纔來到
一個名叫良港(Fair Havens)的地方，
拉撒雅城(Lasaea)就在附近。⋯



⋯歷時既久，航海已很危險，因
為禁食節已過了，保祿就勸告他
們說：「諸位同人！我看這次航
行，不但貨物和船，就是連我們
的性命，也將要遭受災害和重大
的損失。」可是，百夫長寧信從
舵手和船主，不聽保祿所說的
話。⋯



⋯又因為這港口不適於過冬，大
多數人便提議由這裡開船，或者
能到腓尼斯(Phoenix)去過冬，腓
尼斯是克里特的一個港口，面朝
西南和西北。那時，南風徐徐吹
來，大家以為對目的地已有了把
握，就啟錨沿著克里特航行。(宗
27:6-13) 



地中海的航期在10/11-10/3間
要暫停，而最佳航期是在26/5-
14/9。至於11/3-26/5和15/9-
10/11兩個時期，雖然仍可航行，
但天氣反覆不定，只有某些趕貨
運的商船會冒險航行，一般船隻
及軍艦都不會出大海(見Vegetius, 
De Re Militari 4, 39; 5,9)。



「禁食節已過了」是指每年15/9 
-15/10之間舉行的贖罪節禁食，
這時期已不宜航海！



幾經艱苦，在默里達(Melita)外灘
擱淺，在島上停留三個月，轉乘
另一艘船到西西里(Sicily)的息辣谷
撒(Syracuse)。



默里達(Melita)－今日馬耳他(Malta) 

Rabat

���� 



Rabat

幾經艱苦，保祿在默里達(Melita)
外灘擱淺，在島上停留三個月



馬耳他聖保祿灣及聖保祿島



聖保祿在默里達傳道
我們得救以後，那時才知道這島
名叫默里達(Melita = Malta)。土人
待我們非常友善，因為當時正在
下雨，天又寒冷，他們就生起一
堆火來款待我們眾人。保祿拾了
一捆柴，放在火堆上；有一條毒
蛇，因熱而出，纏住了他的手。⋯



⋯土人一見毒蛇在保祿手上懸著，
就彼此說：「這人必定是個兇手，
雖然他從海裡得了救，天理仍不
容他活著。」保祿竟把那毒蛇抖
在火裡，一點也沒有受害；他們
等待保祿發腫，或者突然跌倒死
去；但等了好久，見沒有一點不
對的地方在他身上發生，就轉念
說他是個神。⋯



⋯離那地方不遠，有一塊田園，
是島上的首領名叫頗理約
(Publius)的；他收留我們，款待
了我們三天，很是厚道。適逢
頗理約的父親臥病，患熱病和
痢疾；保祿就到他那裡，祈禱
以後，給他覆手，治好了他。⋯



聖保祿米耳基 (San Pawl Milqi) 
頗里約 (Publius) 大宅遺蹟

Rabat



…這樣⼀一來，島上其餘有病的
⼈人也都前來，也全被治好了。
他們處處表⽰示⼗十分尊敬我們；
當我們開船的時候，還給我們

放上急需品。(宗28:1-10)



馬耳他古都拉巴特 (Rabat) 聖保祿堂



默⾥里達（Melita），今⽇日⾺馬⽿耳他島（Malta）

馬耳他古都拉巴特：聖保祿山洞

馬耳他古都拉巴特
(Rabat)聖保祿堂建
於1575年，原址是
一古老教堂。教堂
下面是相傳保祿曾
在島上生活三個月
及傳道的山洞。



二月十日聖保祿 
船難節聖像遊行



由⾺馬⽿耳他⾄至羅⾺馬
有隻用「彫斯雇黎」(Dioscuri)作標
幟的亞歷山大里亞船，在那島上過
冬：過了三個月，我們便乘這船航
行。我們在息辣谷撒(Syracuse)靠
了岸，停留了三天；從這裡繞道前
行，到了勒基雍(Rhegium)。過了
一天，吹起了南風，次日我們就到
了頗提約里(Puteoli)；⋯



⋯在那裡我們遇見了弟兄們，他
們請我們在那裡住了七天；以後，
我們便往羅馬去了。弟兄們聽到
我們的消息後，便從羅馬來到阿
丕約市場(Forum Appii)和三館
(Tres Tabernae)迎接我們；保祿
見了他們，就感謝天主，而獲得
勇氣。⋯



⋯我們進了羅馬，保祿獲准與看
守他的士兵獨居一處。 ( 宗 
2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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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辣谷撒至羅馬

羅馬商船

阿丕雅古道



息辣谷撒 (Syracuse)



頗提約里(Puteoli)，今日意大利 Pozzuoli



由東南北上至羅馬的阿丕雅大道 (Via Appia) 
阿丕雅大道，由東南面的布隆迪西雍 (Brundisium)，經
頗提約里(Puteoli)直達羅馬，連貫著起自東方的拜占庭
(Byzantium)的厄納齊雅大道(Via Egnatia)，經斐理伯、得
撒洛尼直達馬其頓西岸的狄辣基雍 (Dyrrhachium)。 

布隆迪西雍

頗提約里

羅馬



通往羅馬的阿丕雅大道 (Via Appia)



羅馬市集廣場 (Roman Forum)  



保祿抵達羅馬，在離禁衛軍營
(Pretorium)不遠處受軟禁，但能
自由傳福音(宗28:30-31)。在羅
馬期間，除路加和阿黎斯塔苛
(Aristarchus)照顧他外，尚有馬爾
谷、弟茂德、提希苛(Tychicus)、厄
帕洛狄托(Epaphro-ditus)、厄帕夫
辣(Epaphras)。

聖保祿在羅馬 (AD60-63)



保祿召集猶太人的首領，⋯他們
既與保祿約定了日子，就有更多
的人到寓所來見他；他就從早到
晚，給他們講解，為天主的國作
證，引徵梅瑟法律和先知書，勸
導他們信服耶穌。有的人因他所
說的話而相信了，有的卻不相信；
他們彼此不合，便散去了。⋯

聖保祿在羅馬 (AD 60-63)



⋯(保祿以依撒意亞先知書6:9-10
的話責斥他們的心硬)所以，你
們要知道：天主的這個救恩已送
給了外邦人，他們將要聽從。」
保祿在自己賃的房子裡，住了整
整兩年；凡來見他的，他都接待。
他宣講天主的國，教授主耶穌基
督的事，都非常自由，沒有人禁
止。(宗28:17-31) 



路加並沒有說明羅馬基督徒團
體的淵源，只知他們人數眾多，
而且信德堅固，信友生活活躍 

基督信仰可能由皈依基督的猶
太商人傳往羅馬，他們大部分
都與猶太會堂保持聯繫。



羅馬皇帝喀勞狄(Claudius 41-54)
去世時，羅馬城內約有50,000猶
太人。 

羅馬的信友下至阿丕約市場和三
館，去迎接保祿。他們約在三年
前收到保祿的《致羅馬人書》。



許多學者相信，保祿受軟禁兩年
後，在開庭審訊時，由於控告他
的人沒有出庭，因此，當局釋放
了他，並取消了控訴他的罪名。



保祿與弟茂德(Timothy)到厄弗所，
弟茂德任厄弗所主教(弟前1:3) 
由厄弗所往米肋托，特洛斐摩
(Trophimus)病留該地，保祿回厄
弗所(弟後4:20) 
由厄弗所往馬其頓，再與弟鐸
(Titus)離馬其頓，經格林多往克里
特，弟鐸任克里特主教(鐸1:5)

聖保祿重回東方 (AD65-67)



保祿由克里特回馬其頓，後到
尼苛頗里(Nicop lo is)過冬(鐸
3:12) 

由尼苛頗里往特洛阿(Troas)，
在卡爾頗(Carpus)家遺留了外氅
和經卷(弟後4:13)



保祿在特洛阿(Troas)被捕，解
往厄弗所受審，在那裡照顧他
的人有弟茂德、敖乃息佛洛
(Onesiphorus)、阿桂拉和普黎史
拉(弟後1:16-18; 4:19) 

保祿再次被捕，並在羅馬殉道 
(AD67)



保祿再被解往羅馬，敖乃息佛洛
(Onesiphorus)、歐步羅(Eubulus)、
普豋(Pudens)、理諾(Linus)、克
勞狄雅(Claudia)曾往獄中探望他
(弟後1:17; 4:21)；路加一直照
顧他(弟後4:11)。保祿被鐵鍊綑
綁，關在羅馬瑪默提諾監獄
(Carcer Mamertinus/Tullianum)



為了這福音，我受苦以至帶鎖鏈，如同兇犯一
樣，但是天主的道，決束縛不住（弟後2:9）

羅馬瑪默提諾監獄(Mamertine Prison)



殉道者名單

瑪默提諾監獄(Mamertine Prison)



相傳伯多祿及保祿曾同囚於瑪默提諾監獄內



保祿於67年，在尼祿皇帝在位
期間，為主殉道，地點是羅馬市
郊的阿夸斯薩維亞斯(Aquas 
Salvias)。 

同年伯多祿也在羅馬殉道(歐瑟
比《教會史》2:25)

保祿在羅馬殉道 (AD67)



我們可以肯定公元64年時，伯
多祿和保祿兩位宗徒都在羅馬生
活。那年在大賽馬場(C i r c u s 
Maximus)附近發生了一場大火，
並蔓延至大部分市區。



當時的尼祿(Nero)皇帝被指與大
火有關，他便藉詞歸罪於基督徒，
並在64年或67年間，通過草率
的審判把二位宗徒處決。



伯多祿被處以十字架極刑，遺體
被埋葬在梵蒂岡的公墓地中 

保祿身為羅馬公民，在奧斯蒂亞
路(Via Ostiensis)旁被斬首，該殉
道地點現名為三泉(Tre Fontane)。



描繪聖經故事及伯多祿和保祿殉
道的巴素石棺 (Junius Bassus 
Sarcophagus AD359)



基督坐於寶座上，保祿
和伯多祿侍立左右

保祿被帶往刑場

巴素石棺 (Bassus Sarcophagus)

伯多祿被帶往刑場

伯多祿及保祿殉道



聖伯多祿聖保祿相擁

十六世紀克里特畫派

阿索斯山Vatopedion隱修院



羅馬三泉堂 (Tre Fontane)

聖保祿被斬首殉道地點



羅馬三泉堂壁畫：相傳保祿被斬首殉道時，
首級落地三處湧出三股泉水，因而得名。



羅馬三泉堂：在每股泉上建有一座小祭壇



保祿被斬首後，遺體被葬於離刑
場約三公里，沿奧斯蒂亞大路
(Via Ostiensis)的城外墓地。墳墓
原屬一名羅馬基督徒貴婦路茜納
(Lucina)。

聖保祿陵墓



不久，聖保祿的墓便成了基督徒
敬禮的焦點，並在其上建了一個
紀念碑( c e l l a m em o r i a e或
tropaeum)。



四世紀初，君士坦丁頒佈了米蘭
諭令(Edit of Milan, AD313)，基
督徒可公開敬禮天主。皇帝更下
令在聖保祿墓碑下發掘，修建了
保祿陵墓，並在其上興建了一座
大殿。大殿於324年由教宗西爾
勿斯德(Sylvester)祝聖。



羅馬城外聖保祿大殿：保祿遺體安葬之地



大殿在384至395年間，經瓦倫
蒂尼安二世(Valentinian II)、狄
奧多西(Theodosius)及阿爾卡狄
(Arcadius)三位皇帝修葺和擴建。 

大殿內有五個通廊(一個中廳和四
個側廊)，殿外有一柱廊庭院，每
邊有四行石柱。

羅馬聖保祿大殿



羅馬聖保祿大殿結構圖

大殿長131.5公尺，
寬65公尺，共有石
柱80根。殿內有36
幅保祿生平壁畫，四
周壁緣有266位教宗
的畫像。

大殿前的柱
廊庭院共有
石柱146根。



羅馬聖保祿大殿正門面及山牆

聖保祿大殿柱廊庭院

‧



中央大銅門 
1931年

聖保祿事蹟浮雕

羅馬聖保祿大殿



九世紀末，大殿外建了高大的圍牆
作防衛。十一世紀時，另加建了鐘
樓和拜占庭銅門。

羅馬聖保祿大殿



大殿前門的柱廊
庭院Colonnaded 
Portico及保祿像



其他十三世紀重要的裝飾，包
括正祭台拱壁的馬賽克畫、正
祭台華蓋、修院迴廊和復活大
燭台。

羅馬聖保祿大殿



復活燭台

修院迴廊
祭台華蓋

正祭拱壁
羅馬聖保祿大殿



聖保祿大殿內貌



1823年7月15日，大殿被大火
焚毀後，得以按原來規模重建。
1840年，教宗額我略十六世
(Gregory XVI)祝聖了殉道紀念祭
台和耳堂。1928年加建了一個
有146根石柱的庭院。

羅馬聖保祿大殿



自五世紀教宗
良一世 (Leo I) 
開始，大殿內
安放了歷代教
宗的圓飾畫，
一直到今天(連
當今教宗在內
共266位)

教宗圓畫

本篤十六世方濟各



羅馬聖保祿大殿的中殿

中殿拱壁馬賽克畫

正祭台

PAVLO  APOSTOLO  MARTYRI 
（保祿宗徒殉道者）

正祭台下地板



其他兩個較不規則的洞，則是在已刻上
保祿名字後才開鑿，它們反映出民間信
仰情愫的強烈，朝聖者從那裡放進自己
的衣物，為接觸聖人的遺體以留作聖
髑。 

羅馬聖保祿大殿

PAVLO  
APOSTOLO 
MART[YRI] 
(保祿宗徒殉道者)

正祭台下地板（摹本）



2006年12月，大
殿總鐸樞機移開了
殉道紀念祭台的部
分結構，讓信友可
以瞻仰多年隱藏這
祭台下的聖保祿宗
徒石棺，對宗徒表
示敬意。 聖保祿陵墓的石棺

羅馬聖保祿大殿



除宗座大殿外，還包括歷史悠久
的本篤會修院，是936年由克魯
尼的奧唐(Odon of Cluny)所復修 

該 修 院 由 教 宗 額 我 略 二 世
(Gregory II)所成立。修院一直運
作至今，由賦有主教正權的院長
管治。

聖保祿大殿附設的本篤會修院



本篤會修院迴廊



每年1月25日，大殿內舉行隆重
的基督徒合一祈禱聚會。該修院
的本篤會士受教宗委託，專務修
好(悔罪)聖事和推動基督徒合一
事宜。

羅馬聖保祿大殿



希臘東正教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
每年都派代表團出席6月28日在這大
殿舉行的聖保祿慶節。

教宗本篤十六世與大公 
宗主教巴爾多祿茂一世



論勞碌，我更多；論監禁，更頻繁；
論拷打，過了量；冒死亡，是常事。
被猶太人鞭打了五次，每次四十下
少一下；受杖擊三次；被石擊一次；
遭翻船三次；在深海裡度過了一日
一夜；又多次行路⋯

一些對保祿生平的反思



⋯遭遇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
由同族來的危險、由外邦人來的危
險、城中的危險、曠野裡的危險、
海洋上的危險、假弟兄中的危險；
勞碌辛苦，屢不得眠；忍飢受渴，
屢不得食；忍受寒冷，赤身裸體。
(格後11:25-27)



有些人宣講基督，固
然是出於嫉妒和競爭，
有些人卻是出於善意；
這些出於愛的人，知
道我是被立為護衛福
音的；那些出於私見
宣傳基督的人，目的
不純正，想要給我的
鎖鏈更增添煩惱。⋯



⋯那有什麼妨礙
呢？無論如何，
或是假意，或是
誠心，終究是宣
傳了基督。為此
如今我喜歡，將
來我仍然要喜
歡。(斐1:15-18)



我已被奠祭，我離世的
時期已經近了。這場好
仗，我已打完；這場賽
跑，我已跑到終點；這
信仰，我已保持了。從
今以後，正義的冠冕已
為我預備下了，就是主，
正義的審判者，到那一
日必要賞給我的⋯（弟
後3:6-8）



天主，你在大馬士革路上，召叫了
塔爾索的掃祿，使他成為外邦人的
宗徒－－ 保祿；你藉他的宣講，光照
普世萬民。求你使我們加深認識他
的教誨，幫助我們在基督內成義，
在福音路上邁進，並為福傳萬邦，
及基督徒合一，不斷努力和祈禱。
因你的聖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永生
永王。亞孟。



Stanislaus Lee 2017

Ο  Αγιος  Παυλο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