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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一月份教會統一查經 

經文﹕使徒行傳十四章 1～28 節 

主題﹕保羅的第一次宣教旅程-加拉太 

查經目標﹕傳福音、信福音的態度；得恩惠、得醫治與經歷艱難的態度。 

建議程序﹕1.唱詩敬拜、禱告 2.讀經﹕輪流讀，讀兩遍 3.使用事先設計的問題 ，帶動分享討論，找出經文

的原意和意義，帶來心意的更新，激發生命的轉變。                                                                                                                                                            

研經筆記要點 參考問題 

 彼西底的安提阿是南加拉太政治交通貿易中心，弗呂加人的城，有羅馬人，

有猶太人與猶太會堂，是有文化的城。 以哥念也是弗呂加人的城，有猶太人

與猶太會堂，相形之下，路司得與特庇，卻是呂高尼人的城，是外圍的，文

化較低的城，也沒有猶太會堂。  

 14:1–5: 在以哥念的宣教 

 14:6-19: 在路司得的宣教 

 14:20-23: 繼續完成宣教 

 14:24-28: 回程 

背景與段落 

 相同的﹕1。先是進猶太會堂傳道 2。很有成果 3。然後不信的猶太人挑撥 

4。城內人就分成兩派。5。繼續傳，直到被趕。 

 但不同的這次反對的人開始用暴力。13章是用政治勢力要他們走，他們走了，跺

下塵土；這次是用暴力，他們是逃離的。還有這次提到主施行神蹟奇事來證明他

的恩道。 

 

 福音傳到一個地方，接受與否，就造成兩派。很強烈的對比：有人信，有人

不信；不信的，就越來越不信；信的人，也可以在反對之下越來越堅定。 

 在接受的人，就有了神人之間的和平；信徒彼此間也有和平；但在信與不信

之間，就有人生觀、價值觀的衝突，信徒的態度應如何？值得分享討論。 

 即使有主施行神蹟奇事、證明他的恩道，還是有信有不信。（那神蹟奇事有

甚麼「用處」？神會白作嗎？ 

 即使有反對的，有人惱恨我們，也不懼怕，不氣餒。他們很勇敢，繼續住在

那地方；靠著主有膽量，繼續放膽傳講主的道。 

 

 逃走不是丟臉，這裏就是個榜樣。有人要聽，就隨時準備好傳道、隨時預備

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個人（彼前）、有人要傷害你們，也隨時準備好要逃。

如果能在一個地方安居樂業很感謝主；如果神讓我們受到凌辱、甚至有生命

的危險，我們也逃亡。我們願意逃，因為身體是神給的，是要繼續服事祂

的。耶穌也這樣說：「有人在這城裡逼迫你們，就逃到那城裡去。（太十

23）」 為真道，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啟 12:11），但能逃，也不須要

當烈士，這是耶穌的吩咐，耶穌也逃亡的。這裏不叫他們瞎眼（神氣）而是

逃走（不神氣），不知道為甚麼，但至少是說逃走也是好的。 

 

 希伯來書說我們本來是這世界不配有的人、心裏要有準備會要跑來跑去。我

們逃也是繼續是去傳福音。這地方不願意領受，我們到下一個地方。從 6,7

節可看到他們逃到路司得與特庇，就在那裏又開始傳福音。 

14:1–5: 在以哥念 

觀察﹕ 

這次跟上次在安提阿的相

同與不同點？ 

 

 

分析與應用﹕ 

福音所到之處，帶來和平

嗎？也有不和平出現？ 

信徒的態度應如何？ 

 

有什麼你學到的？ 

 

 

 

逃離是不是很不光榮？既

然神有神蹟奇事，怎麼沒

奉主的名打擊他們？ 

（求主打雷？降天火？路

9:54， 或像 13 章那樣叫

他們瞎眼？） 

 

 

 

本來神來救我們就是因我

們困苦流離，好像羊沒有

牧人，沒地方可以去；現

在我們有了牧人，好像還

是沒有地方可以去，還是

要從這城逃到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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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猶太會堂的地方，居民多少對上帝、以色列人的背景有些概念，而猶太會

堂提供了他們宣教開始的一個接觸點。 到了路司得與特庇，他們就要找新的

接觸點。 似乎神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接觸點﹕神蹟。 

 此地有一個古代的傳說。傳說中希臘天神丟斯（宙斯）與希耳米曾喬裝為人

造訪這裏，他們敲遍千戶的門尋求住宿但無人接待，最後來到城外一對貧窮

老夫婦的茅屋，這對老夫婦用盡一切款待他們。離去前丟斯將茅屋變成金碧

輝煌的殿宇，設立兩老為祭司，而摧毀了那千戶不接待的人家。傳說這兩老

不朽，化為廟前兩顆老樹，這就是城外丟斯廟的由來。 

 

 這瘸腿的，他先是聽保羅講道，可見保羅不是一開始就準備要行神蹟的，他

在那裏傳神的道，（他們已經在那一帶傳道了），而這瘸子也不是一開始就

想到要得醫治。沒有會堂，保羅可能就在大街、公眾廣場上講道，這瘸子恰

好在那裏，保羅傳的道吸引了他，他的專注聽道也引起保羅注意到他，所以

保羅就看著他。 

 保羅定睛看他、見他有信心（信是從聽道來的）、可得痊癒。對保羅而言， 

神先讓他知道、看到，這人有信心，這人可以得醫治。他怎麼看出來的，我

們不知道，但神讓保羅知道了，知道了，保羅還是要去吩咐他，而瘸子的信

心的運用也表現在當保羅叫他「你起來、兩腳站直」時，那人真的就去作，

信心是信神的話，神就醫治，他就跳起來而且行走。 

 可以看見這次居民與廟祭都非常警覺，他們絕不要再錯過機會，或不再犯同

樣的錯誤。 這是個非常興奮的一刻，千載難逢的機會。 

 丟斯是主神，希耳米是傳話的副神。 可能巴拿巴相貌堂堂，而保羅氣貌不

揚，又都是他在說話。（林後 10:10） 

 

 這個神蹟裏的信心有來源，聽到神的話，有對象﹕神，有內容，神的吩咐﹕

「你起來、兩腳站直」，有信的行為（雅 2:18）。 

 不過神醫治人的情形有各式各樣。耶穌也治過癱子、瞎子，有時那人有信

心；有時那人沒有什麼信心；有時他完全沒有信心，或他的信心好像完全沒

有關係。醫法也不一樣，瞎子有時是直接讓他看見；有時還要去洗一洗；有

的時候還要吐唾沫和泥在他眼中，不是一成不變的。這個人他有信心，跳起

來了；但有人沒有信心，像拉撒路，他都已經死了，怎麼會有信心？像百夫

長的僕人，有信心的是百夫長，不是病人。人有信心能好；他沒有信心，但

替他代求的人有信心，也能好；本人、旁人都沒信心，若神看為是好的話，

也會叫他好。 

 醫好了的人暫時得到好處，但有的至終沒有跟隨主，沒有得到人生真正的

好，至終的、永恆裏的好。我們肉體得醫治，或不得醫治，到最後對我們的

人生好或不好，還是在我們有沒有信心、在乎這件事有沒有叫我們更去認

識、倚靠上帝。傳道給你的人會離開，神蹟會過去，所傳的道，所發生的神

蹟，至終希望是把我們帶到掌管天地萬物、掌握我們人生的上帝面前。希望

是使我們生出信靠祂的心。 

 

 話是用呂高尼話喊的，保羅顯然沒聽懂。 

 這個人有信心，神蹟出現了，但神蹟的結果好像出乎意料的不理想。神蹟為

了傳揚上帝，但人家卻把你當假神；人家不信上帝也就罷了，還把你當假

神，而且要來拜你、向你獻祭。相當尷尬的場面。 

14:6-19: 在路司得 

背景﹕ 

 

 

 

 

 

 

觀察﹕ 

保羅與巴拿巴逃到這裏以

後作甚麼？ 

保羅一開始就行神蹟嗎？ 

 

 

醫治的神蹟怎麼發生的？ 

 

 

 

 

他們怎麼被當成神明的？ 

 

他們被當成神明的反應如

何？ 

 

 

分析與應用﹕ 

有什麼你學到的？ 

 

分析這瘸子的信心與這神

蹟的發生。 

聖經裏得醫治的過程都一

樣嗎？ 

 

 

 

得醫治的人都得救嗎？ 

信心的角色如何？ 

 

 

 

 

 

 

當人們大喊﹕「有神藉著

人形、降臨在我們中間

了。」還給他們倆取神名

時，為何保羅沒反應？ 

甚麼時候才反應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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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裏可以是飄飄然？ 尤其是先前被嫉妒、被趕走，傳道辛苦、又落魄，這時

有人為你抬轎、捧你，會不會想將錯就錯？… 過過癮嘛！ 

 心裏也可以是懊惱，怎麼老是不對勁，會不會自責？ 來傳福音，結果被魔鬼

的干擾成：傳上帝，人家把你當假神拜。保羅跟巴拿巴真會氣死、急死了。 

 今天人不會把你當神拜，但是會稱讚你是多好的人，多有能力，眾人排著隊

求你替他們禱告，你成了神人之間的「中保」！ 你開特會是場場爆滿，要借

大體育館，你會不會飄飄然？ 你會不會說「我和你們一樣」？你會不會說

「你們不必來找我，直接可以去找神」？你會不會說「不要追求這些神奇的

事，最要緊的是悔改、作新造的人」？ 

 

想像在一個較鄉土的地

方，有當地的土話是他們

不知道的… 

 

當他們被崇拜時，可能有

那些心裏的想法？  

 

我們會不會也被人崇拜？ 

 

 

 第一先聲明﹕「我們也是人，性情和你們一樣。」，一樣是罪人，唯一不同

的是我們傳的福音。重點是福音，你們要注意的是福音，不要注意我們。 

 「我們傳福音給你們…」傳福音是傳講上帝、傳講耶穌；重點不是醫病。我

們是不是高舉耶穌？我們會不會太看重那病多困難、那病人、那號稱有醫病

恩賜的人？有時有些強調醫病的聚會，講道大家都不聽，就是等著要看最後

那醫病的神蹟奇事部分，這實在是捨本逐末。保羅不是這樣，他又急又氣到

把衣服都撕裂了，說﹕不、不！ 不要把我們看高了，我們目的是要傳福音給

你們，你們最要緊是得到福音。 看不起我們沒關系，應該看我們沒什麼不同

的，最要緊的是歸向真神。 

 福音的要求﹕離棄虛妄、歸向真神。 

 「那創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永生神。」 這次不提以色列歷史去看神

的作為了，他說神是創造的神。  

 接著說神是我們一切物質好處的來源，神是施恩的神。所說的「雨水、豐

收、飲食飽足」都是這個文化層次的人可以理解的。 

 

 有兩方面對所有人是真實存在的﹕客觀世界，與人性，這是神向我們顯出的

兩方面的證據，也是我們傳福音時共同的接觸點。 

 人性﹕人的尊嚴與價值，人對知識和智慧的追求，人的道德感。這是源於人

被造有神的形象。 

 客觀世界﹕宇宙的奧妙，物質的豐富，保羅這裏是用這個接觸點。 

 神為自己顯出證據﹕神的永能、神性，顯在所造的萬物；神的形像也顯在人

心，叫人信靠祂；神也是不斷施恩的神「常施恩惠，從天降雨，賞賜豐年，

叫你們飲食飽足，」這是一般恩典、普遍恩典，是外邦人、猶太人、基督

徒、每個民族的人，從古到今，亞當夏娃墮落以後，都可以領受到的。但當

人越來越遠離上帝，荒原、戰爭、悲慘的日子就多起來。 

 這裡保羅還沒有講完就被打斷，事實上保羅還要講的是：這是個證據，要叫

你歸向上帝。還好這最後的結論他在一開始就先講了﹕所有上帝所顯出來的

恩典，你「飲食飽足，滿心喜樂。」這麼快樂、這麼喜悅，那你就應該：

「歸向那創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永生神。」。  

 願我們在享受上帝的豐富時歸向祂，不是等到受擊打管教時。 

 

 效果？「僅僅的攔住眾人不獻祭與他們」，意思是「我們也是人，性情和你

們一樣」這句是聽到了，但關於真神的部分就沒聽進去。 

他們這次講的內容與前章

在安提阿講的有何不同？ 

分析一下。 

 

 

 

 

他如何介紹神？ 

人能否知道祂？ 

神跟我們是怎樣的關係？ 

 

 

有沒學到甚麼有關在異

鄉、異文化宣揚主的道的

情形？該注意的？心裏應

有的準備？ 

 

 

 

 

 

 

 

 

 

 

 

 

效果如何？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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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棄這些虛妄、歸向那…」很不中聽的話﹕對那些人，他們有興趣的是加

一個神，而且不要錯過、不能得罪，越多越好。但保羅不但不讓他們加個

神，還要叫他們離棄所有的神（我們傳福音給你們、是叫你們離棄這些虛

妄），你們一切想作的，都是「虛妄」！要認錯、通通要放棄，歸向那真正

的主宰，這就不討好了，而且基本上危害到這些人本來的信仰與地位。 

 我們不是說「人生不能無信仰；信仰很重要。而基督教是更好的信仰」，我

們是說「只有基督教是唯一真的信仰，其它的都是虛無，都是假的」。 

 是很不客氣的。但如果是真的、真理，就不能摻水、模糊。我們算不了甚

麼，但真理卻是不能不說的。假的、錯的要離棄，真的就要全力追隨。 

 很遺憾的，很多人被醫治，被宣教士的精神、愛心感動，就說：這真是一個

好人。這並沒錯，但最終的一步沒有達到。宣教士從遠方來，醫好你的病，

那麼愛你，不是要你看到他是好人，而是要你看到他的神是好的神，要你去

信靠他的神，而不只是跟你作朋友，解決你眼前的問題，這不是最終的目標 

 既然他們自稱不是神了，再加上說這一切宗教活動都是虛妄，說對象錯了，

再誠心也沒用，也是虛妄。這下就翻臉成了敵人了。 

 保羅被打到失去知覺，「以為是死了」，拖到城外，還是認為是死了。「門

徒圍著他」，可見有信的，但醒來後，走進城，第二天到下個城再傳，以後

還再回來，堅固這些信了福音，還眼看到傳道人被打的這些信徒。 

 

 明白告訴他們，走這條路，是要「經歷許多艱難」的，但這是神的國，是永

恆裏唯一值得付出一切的。 

 保羅「把他們交託所信的主」。我們傳主福音的人也一定要相信主能帶領他

們，給他們力量。否則有時我們看到、想到這些幼苗所要面對的艱難，真是

會叫我們擔心、灰心的。 

 在安提阿，保羅和巴拿巴講道講的很好，很多人信，結果遭人嫉妒，被人把

他們趕到以哥念去；到了以哥念也是「在那裏講的叫猶太人、和希利尼人、

信的很多」，但又有人要打他們、他們就到了路司得和特庇；到路司得時醫

好了一個人，而且是神蹟，那很棒，這下應該很多人得救、很多人信主？但

結果很不好，這件事情幾乎是沒有叫人信主，還差一點讓兩個使徒被打死。

醫好一個人，沒人信主，還差點被打死。他們本來是可以受到很好的待遇，

但那很好的待遇因為不合真理，他們不願意接受，結果就差點被打死。 

 有神蹟奇事，能醫好人，是很過癮的，是很得意的；而叫人得幫助，得神的

恩典，是很快樂的；這都能叫我們興致勃勃、士氣高昂，但這裏毫不隱瞞的

告訴我們，即使有神奇妙的作為，即使給人帶來好處，我們最後還是要傳福

音，要人悔、改、離棄虛妄、歸向真神。不一定是人喜歡的，可能就因此傷

感情，因此跟我們翻臉的。會有人信，因而進入神的國，但不是沒有艱難

的。 神蹟奇事很好，神所作的都美好，但我們至終是要人聽到福音，進入神

的國。人可以因神蹟奇事而敬愛神，也可以更加心硬，甚至我們因此受害，

但神的道，神的國總是會向前邁進。 

 福音所傳到的各地沒有成為基督教城、基督教國，甚至反對的是「官長」、

「尊貴的」、和「城內有名望的人」，有權有勢的，而且信徒要「必須經歷

許多艱難」- 沒有好處、反有損失。 但信的人是有聖靈在心中的，不靠勢

力，不靠利益，我們相信他們能更堅定是靠主，他們能信心成長是靠神的靈 

 保羅回去報告「神藉他們所行的一切事、並神怎樣為外邦人開了信道的門」 

19 節「挑唆眾人」，怎

麼會被挑唆？ 

保羅被打得多嚴重？ 他

的態度如何？ 

 

保羅對這些信了福音的新

門徒如何堅固他們？ 

說他們要「要經歷許多艱

難」是堅固他們嗎？ 

 

 

分享一下這對你的意義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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