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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課  保羅第二次的宣教（16:1-18:22） 

保羅第二次的宣教 重訪特庇、路司得、以哥念的教會 
· 接著上一段(15:40-41)：保羅卻選了西拉...他就出發了。他走遍了敘利亞、基利家，堅

固眾教會 

保羅來到了特庇，
又到了路司得。在
那裡有一個門徒，
名叫提摩太，是一
個信主的猶太婦人
的兒子，父親卻是
希臘人。 2 路司得
和以哥念的弟兄們
都稱讚他。 3 保羅
有意要他一同出
去，但為了那些地
方的猶太人，就給
他行了割禮，因為
他們都知道他父親
是希臘人。 4 他們
經過各城，把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長老所定的規條，交給門徒遵守。 5 於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
增加。 

· 到了路司得，有一個門徒 提摩太， 

o 是信了主，以後保羅稱他為同工， 我的同工提摩太 (羅 16:21)。 

o 母親早信主， 你心裡無偽的信心，這信心原先是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尼
基心裡的 (提後 1:5) 

o 當地的教會都贊揚提摩太。 

· 保羅帶提摩太去宣教前，先給他行了割禮。雖然耶路撒冷大會才決定不需要，可是爲

了日後宣教，遇見未信福音的猶太人，遭到排斥。 

· 所以，上路到各城，把大會決定的使徒命令，順利要求信徒遵守。 

· 眾教會，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增加，教會的值與量都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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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其頓的呼聲 16:6-10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西亞傳道，他們就走遍弗呂
家、加拉太地區。 7 他們來到每西亞邊境，想要去
庇推尼，耶穌的靈也不許。 8 他們經過每西亞，下
到特羅亞。 9 夜間有一個異象向保羅顯現：有一個
馬其頓人站著求他說：「請你到馬其頓來，幫助我
們！」 10 保羅見了這異象，我們就認定是 神呼召
我們去傳福音給他們，於是立刻設法前往馬其頓。 

· 聖靈不允許他們在亞細亞，即今天

土耳其。走遍弗呂家、加拉太地區；到每西亞邊境，想要去庇推尼；經過每西亞，下

到特羅亞。 

· 耶穌的靈不許，同樣意思： 

羅 8:9 基督的靈；加 4:6 神就差遣他兒子的靈； 

腓 1:19 耶穌基督的靈；彼前 1:11 基督的靈 

· 經過每西亞，到特羅亞。有異象向保羅現象，有一個馬其頓人求他：請你到馬其頓
來，幫助我們 ！ 

· 保羅明白是神的心意，呼召他們到馬其頓傳福音。 

· 保羅雖嘗試拓展宣教工場，順服了耶穌的靈，往不熟悉的西方，將福音傳到地極。 

在腓立比的福音工作 16:11-40 

呂底亞信主 

· 從特羅亞，經撒摩特拉，尼亞波利，到腓立比 

· 保羅在馬其頓，腓立比是第一個展開事工的地

方。後來同心興旺福音，支持宣教。 

為了你們從頭一天直到現在都在福音的事工
上有分，我就感謝我的 神。(腓 1:5)  

· 保羅在安息日，到一個禱告的地方，對婦女講道時，神的靈動工，開啟呂底亞的心，

使她留心聼，她與全家都信了，并且受洗。邀請了保羅一行人，因爲她對主忠實，到

她家住。 16: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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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腓立比被囚 
有一次，我們到祈禱的地方去的時候，一個被巫鬼附著的婢女迎面而來；她行占卜使主人們發了大財。 17 

她跟著保羅和我們，喊叫說：「這些人是至高 神的僕人，向你們傳講得救的道路。」 18 她一連多日這樣
喊叫，保羅覺得厭煩，就轉身對那鬼說：「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命令你從她身上出來！」那鬼就立刻出來
了。 19 她的主人們看見發財的希望完了，就揪住保羅和西拉，拉到市中心去見官長， 20 又帶到裁判官面
前，說：「這些人是猶太人，擾亂我們的城市， 21 傳我們羅馬人不准接受、不准實行的規例。」 22 群眾
一齊起來攻擊他們，裁判官就剝去他們的衣服，下令用棍子打他們。 23 打了很多棍，就把他們放在監牢
裡，吩咐獄吏嚴密看守。 24 獄吏領了命令，就把他們押入內監，兩腳拴了木狗。 

· 後來保羅等人，到禱告的地方，一個被鬼附身的女僕，用法術為人占卜，供給她的

主人很多財利。 

o 這鬼附身的女僕，跟著保羅他們，喊叫“至高 神的僕人”，雖然也説“得救

的道路”，但是使人誤解為希臘的假神。 

o 一連多日，保羅嫌煩，就用耶穌基督所賜予的權柄和能力，將鬼趕出，離開

了那女僕。 16:16-18 

o 女僕的主人見發財希望消失，揪著保羅和西拉到官府提出控訴。 

o 衆人收到挑釁，起來攻擊。官長沒有給機會申訴，下令棍打，然後關在監獄

裏，嚴謹看守。  16:19-24 

保羅領獄吏全家信主 
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祈禱歌頌 神，囚犯們都側耳聽著。 26 忽然發生了大地震，以致監牢的地基都搖動
起來，所有的監門立刻開了，囚犯的鎖鍊都鬆了。 27 獄吏醒過來，看見監門全開，以為囚犯都已經逃脫
了，就拔出刀來想要自刎。 28 保羅大聲呼叫說：「不要傷害自己，我們都在這裡！」 29 獄吏叫人拿了燈
來，就衝進去，戰戰兢兢地俯伏在保羅和西拉面前， 30 隨後領他們出來，說：「先生，我應該作甚麼才可
以得救？」 31 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人都必定得救。」 32 他們就把主的道，講給他和所有
在他家裡的人聽。 33 就在當夜的那個時候，獄吏領他們去洗傷，獄吏和他家人都受了洗， 34 就帶他們到
家裡，擺上飯食，他和全家因信了 神就大大喜樂。 35 到了天亮，裁判官派法警來，說：「放了這些
人！」 36 獄吏就把這話告訴保羅，說：「裁判官派人來釋放你們，現在可以出來，平平安安地去吧！」 37 

保羅對他們說：「我們是羅馬人，還沒有定罪，他們就公開打我們，又放在監裡；現在要私下趕我們出去
嗎？不行！他們應當親自來，領我們出去！」 38 法警把這番話回報裁判官，裁判官聽說他們是羅馬人，就
害怕起來， 39 於是來請求他們，領他們出監之後，就請他們離開那城。 40 兩人出了監，就到呂底亞的家
裡去，見了弟兄們，勸勉他們一番，就離開了。 

· 到半夜時，其他囚犯都聽到，保羅和西拉祈禱歌頌。  16:25-34 

o 忽然大地震，監牢的門和囚犯的鎖鏈都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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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看守監牢的兵丁以爲囚犯都已經逃脫，就要自殺。保羅大聲阻止，兵丁拿了燈

衝進牢房，俯伏在保羅和西拉前。 

o 兵丁把他們帶出來之後，問如何能得救？ 

o 他們回答兵丁：「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人都必定得救。」接著對兵丁講解

福音的道理。 

§ 我們傳福音，也必須對人講清楚福音和神的道理。 

o 兵丁把他們帶去洗傷口，他們就把兵丁和兵丁的家人都施洗了。 

o 兵丁帶他們到自己家裏，招待他們飯食，因爲信了神非常喜樂。 

· 城市的官長派人來放保羅和西拉。  16:35-40  16:25-34 

v 保羅卻表示，因爲他是羅馬公民，受了不合法的刑法和關監牢，要官長自己

來。 

v 官長聽到傳話回來所報告的，就害怕起來。 

v 保羅和西拉離開了監獄，到呂底亞家(16:14-15)，勸勉了信徒們，就離開了腓立

比。 

§ 在腓立比的這段時間，呂底亞一家歸主，監獄的兵丁一家歸主，被鬼附

身的女僕得到釋放。 

§ 腓立比的教會同心的興旺福音，支助保羅的事工。後來保羅被關在羅

馬，派人到保羅那裏服侍保羅。 

思考： 

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祈禱歌頌 神，囚犯們都側耳聽著。 

他們被打了之後，關到監獄裏。不但沒有失去信心，向神禱告歌頌。 

v 遭遇極大的困難時，我向神求救，我也歌頌神嗎？ 
 

 

在帖撒羅尼迦的福音工作 17:1-9 
保羅和西拉經過暗非波里、亞波
羅尼亞，來到帖撒羅尼迦，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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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有猶太人的會堂。 2 保羅照他的習慣進去，一連三個安息日，根據聖經與他們辯論， 3 講解證明基督必
須受害，從死人中復活，說：「我所傳給你們的這位耶穌，就是基督。」 4 他們中間有人給說服了，就附
從了保羅和西拉；還有一大群虔誠的希臘人，和不少顯要的婦女。 5 但猶太人嫉妒起來，招聚了一些市井
流氓，糾合成群，騷動全城，衝進了耶孫的家，搜索保羅和西拉，要把他們交給民眾。 6 搜索不到他們，
就把耶孫和幾個弟兄，拉到地方長官那裡，喊叫著說：「這些擾亂天下的人，也到這裡來了， 7 耶孫卻收
留他們。這些人都違背凱撒的法令，說另外還有一個王耶穌。」 8 群眾和地方長官聽見這話，就驚慌起
來， 9 取得耶孫和其餘的人簽保後，才放了他們。 

· 離開腓立比，經過暗非波里、亞波羅尼亞，到帖撒羅尼迦 

· 同樣的，到會堂宣講耶穌是衆所期待的彌賽亞，後來在書信裏，再次强調(帖前 4:14-
18) 

· 有些人聽了勸導，但是也有猶太人的無賴，出沒於市場游手好閑的人，煽動城裏的

人，闖進耶孫家(不詳)。找不到保羅和西拉，就把耶孫等人拉到城市的官長那裏，控

告爺孫收留違背該撒，并且有另一個王的保羅和西拉。 

· 官長收了耶孫等人的保釋金，放了人。 17:1-9 

· 傳道宣教常受各種的阻擋，信仰的核心從來不是問題，撒旦藉著各種階層的無賴阻

擋，福音的旌旗不斷在各處豎立起。 

在比里亞的福音工作 17:10-15 
弟兄們當夜立刻送保羅和西拉往比里亞去。二人到了，就進入猶太人的會堂。 11 這裡的人，比帖撒羅尼迦
人開明，熱切接受主的道，天天考查聖經，要知道所聽的是否與聖經相符。 12 結果他們中間有很多人信
了，也有高貴的希臘婦女，男的也不少。 13 但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知道保羅又在比里亞宣講 神的道，
就到那裡去，煽動挑撥群眾。 14 弟兄們立刻把保羅送到海邊去；西拉和提摩太仍然留在比里亞。 15 護送
保羅的人帶他到了雅典；保羅吩咐他們叫西拉和提摩太趕快去見他，於是他們就回去了。 

· 帖撒羅尼迦的人，乘著夜晚送保羅和西拉前往比里亞(和合本：庇哩亞，kjv:Berea，
Now: Veria)  

· 在會堂開始他們的事工，天天查考聖經。 

· 聖經的話(神的話)形容：“這裡的人，比帖撒羅尼迦人開明”。開明(和合本:賢於 )， 心

靈尊貴 noble minded。  17:11 

· 熱切接受主的道 ， 仔細研究、判斷、審問、詢問所聽到的福音。相信的人很多。 

· 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繼續追到比里亞，攪擾宣教事工，聳動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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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里亞的弟兄們送保羅到海邊， 西拉和提摩太仍留下。後來保羅到雅典以後，西拉和

提摩太也到雅典(帖前 3:1)。在雅典同工之後，提摩太到帖撒羅尼迦探望教會(帖前

3:2)，西拉去了馬其頓(參考 18:5) 

· 宣教中應當“按需要”，多方的調配。爲了事工隨時儲備資源，以應對即時的需要。 

在雅典的福音工作 17:16-34 
保羅在雅典等候他們的時候，看見滿城都是偶像，心靈十分忿激。 17 於是在會堂裡，同猶太人和虔誠的人
辯論；並且天天在市中心和所遇見的人辯論。 18 還有伊壁鳩魯派和斯多亞派的哲學家也同他爭論，有的
說：「這個拾人牙慧的人要說甚麼呢？」有的說：「他似乎是一個宣傳外地鬼神的人。」這是因為保羅傳
揚耶穌和復活的道理。 19 他們拉著保羅，把他帶到亞略．巴古那裡，說：「你所講的這個新道理，我們可
以知道嗎？ 20 因為你把一切新奇的事，傳到我們耳中，我們願意知道這些事是甚麼意思。」 21 原來所有
雅典人和外僑，專好談論和打聽新奇的事，來打發時間。 22 保羅站在亞略．巴古當中，說：「各位雅典
人，我看你們在各方面都非常敬畏鬼神。 23 我走路的時候，仔細看你們所敬拜的，發現有一座壇，上面寫
著『獻給不認識的神』。我現在把你們不認識而敬拜的這位神，傳給你們。 24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有的 
神，既然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 25 也不受人手的服事，好像他缺少甚麼；他自己反而把
生命、氣息和一切，賜給萬人。 26 他從一個本源造出了萬族來，使他們住在整個大地上，並且定了他們的
期限和居住的疆界， 27 要他們尋求 神，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他。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 28 因著他我
們可以生存、活動、存在，就如你們有些詩人說：『原來我們也是他的子孫。』 29 我們既然是 神的子
孫，就不應該以為他的神性是好像人用手藝、心思所雕刻的金銀石頭一樣。 30 過去那無知的時代， 神不
加以追究；現在，他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 31 因為他已經定好了日子，要藉著他所立的人，按公義審
判天下，並且使他從死人中復活，給萬人作一個可信的憑據。」 32 眾人一聽到死人復活的事，就譏笑他，
但有的說：「我們要再聽聽你講這件事！」 33 這樣，保羅就離開他們。 34 但有幾個人接近他，並且信了
主，其中有亞略．巴古的議員丟尼修，一個名叫戴馬里的女子，還有其他在一起的人。 

· 保羅在雅典等候同工時，看到滿城的偶像，心裏激動憤怒。 

· 照例的在會堂傳道，那裏有猶太人，也有虔誠的人。 (虔敬 [σέβω, sebō]to revere, to 

worship 敬拜) 

· 在那裏有二派的希臘哲學學者，不相信耶穌復活，保羅與他們辯論。 

o 有伊壁鳩魯派 Epicureans 相信世上都是物質，追求快樂幸福。人死後靈魂不

會復活。 

o 斯多亞派 Stoicks 相信宇宙定律就是神，順其自然，培育自我教育與自制

力。根本不信死後靈魂有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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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把保羅帶到亞略．巴古，是一個雅典會議的地方。因爲他們好奇沒有聽過保羅所

傳講的，要求保羅把傳的道理告訴他們。 

· 保羅對這些不信復活，重視哲理的人，指出他們雖不信復活，卻又懼怕神明，居然

還有『獻給不認識的神』的祭壇。 

· 保羅以這作爲他傳福音的切入點與策略，告訴他們『不認識的神』就是創造世界和萬

物的造物主。 17:23-29 

· 既然是造天和地的主，就不會局限在人所造的廟宇裏。 

· 也不會需要人的手供奉什麽，因爲是這位神，將生命氣息和一切給所有的人。(參考詩

50:7-15；賽 42:5) 

· 世上的萬族，不論是居住在哪裏，都是從一個血脈所繁衍出。都會有尋求造物的神的

欲望。而這位造物主離開我們並不遠。 

· 就如同他們所熟悉的亞里達斯 Aratus，作品所說的『因為我們也是他的後裔』，都是

出於神。 

· 如此，就不應該以爲神的神性，可以用人的手雕刻的出來。 

· 神不會追究因爲無知所犯的過失。 17:30-31 

o 但是，雅典人不再是無知，藉著保羅所傳講的，敬拜的對象，不應該是偶

像，而是真神。 

o 不論在任何地方的人，都要悔改。 

o 因爲，神將要藉著祂所立的人（耶穌），作為審判的主，以公義審判世界。

耶穌的復活，成為神給世人的一個確據。 

o 確據[πίστις, pistis]conviction of the truth of anything, belief; fidelity, faithfulness  

對真理的堅信, 相信；忠貞, 忠實。 

· 眾人不同的反應，保羅離開他們。 

o 有幾個人接近他，信了主。 

o 有亞略．巴古的議員丟尼修；戴馬里的女子，還有其他的人。 

· 雖然保羅這時只有他一個人，他按著對象的需要，找到切入點，對他們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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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哥林多的福音工作 18:1-17 
此後，保羅離開雅典，來到哥林多， 2 遇見一個生在本都的猶太人，名叫亞居拉。因為革老丟下令所有的
猶太人都要離開羅馬，所以亞居拉最近同他的妻子百基拉從意大利來了，保羅就去找他們。 3 他們是以做
帳棚為業的，因為是同業，保羅就與他們同住，一同工作。 4 每逢安息日，保羅在會堂辯論，勸導猶太人
和希臘人歸主。 5 西拉和提摩太從馬其頓下來的時候，保羅就專心傳揚主的道，向猶太人極力證明耶穌是
基督。 6 但是他們抗拒、褻瀆，保羅就抖著衣服，對他們說：「你們的罪你們自己承擔，這與我無關。從
今以後，我要到外族人那裡去了。」 7 他離開那裡，到了提多．猶士都的家去。這人是敬拜 神的，他的
家靠近會堂。 8 會堂主管基利司布和他全家都信了主，許多哥林多人也聽了道，信了主，而且受了洗。 9 

夜裡，主藉著異象對保羅說：「不要怕，只管講，不要閉口！ 10 有我與你同在，必定沒有人能害你，因為
在這城裡有許多屬我的人。」 11 保羅在那裡住了一年零六個月，把 神的道教導他們。 12 當迦流作亞該
亞省長的時候，猶太人一致起來攻擊保羅，拉他到審判臺前， 13 說：「這個人勸人不照著律法去敬拜 
神。」 14 保羅剛要開口，迦流就對猶太人說：「猶太人啊，如果有犯法或邪惡的罪行，我當然要耐心聽你
們； 15 但所爭論的若是關於字句、名稱和你們的律法，你們就應當自己處理。我不願意審判這件事！」 16 

於是就把他們從審判臺前趕出去。 17 眾人揪住會堂主管蘇提尼，在審判臺前打他。這些事迦流一概不理。 

· 保羅在哥林多一對夫婦亞居拉 Aquila 和百基拉 Priscilla，從意大利來，因為羅馬皇帝革

老丟把所有猶太人驅逐出羅馬。保羅就去找他們，與他們同住，一同工作。 18:1-3 

o 藉著工作賺錢，支持自己的福音工作。參考林前 4:12；帖前 2:9。 

o 保羅在傳福音時，爲了要人得着福音，不要使自己的經濟，成了教會的負

擔，所以不接受哥林多教會的饋贈。(參考林前 9)。 

o 如此帶職事奉，并非不專心祈禱傳道。並且，工作并不是像一般的誤解為五

斗米折腰，而是有服事和事奉的意義。 

耶和華 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園裡，叫他耕種(和合本:修理)和看守那園子。

 (創 2:15) 

耕種[ ד בַ āḇaḏ]to work, serve 事奉(145 , עָ 次)，服事(55 次)  

思考： 

藉著工作賺錢，支持福音工作。 

• 常常聽到人說，總有一天可以把工作放下，好好的服事神。 

• 從保羅的服事神，也同時織帳篷，我需要調整我的觀念嗎？ 

• 我要等到退休，或辭掉工作，才服事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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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仍然到會堂，辯論 [διαλέγομαι, dialegomai]to converse, discourse with one, argue, 

discuss 對談, 討論, 爭辯。 18:4-11 

o 勸導人接受真道，向猶太人證明耶穌就是彌賽亞，就是基督。 

o 當被拒絕毀謗時，抖著衣服是猶太人對待外邦人，表示再沒有任何關係，甚

至不沾其地的塵土，以免審判也臨到自己身上。(參考路 10:11) 

o 保羅轉向外邦人傳道，雖然希望猶太人悔改歸正  ...為我的同胞，就是我骨
肉之親，就算自己受咒詛，與基督隔絕，我也甘心。(羅 9:1-3) 

o 保羅到靠近會堂的提多．猶士都 Justus 家。管理那會堂的基利司布 Crispus

和他的全家都信主。許多當地人也信主受洗。 

o 主在異象中命令保羅： 不要怕，只管講，不要閉口！不要因著反對的聲音

而停止宣講。並向保羅保證，不會受到傷害。 

o 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僅次以弗所二年。栽培信徒，堅固教會。 

· 當迦流 Gallio 作亞該亞 Achaia 省長的時，猶太人一起攻擊保羅，拉到迦流審訊的

地方。 18:12-17 

o 猶太人控告保羅，不照著律法敬拜神。 

o 省長說如果是犯法或邪惡的罪行，他就應當容許審訊。但是，是關於字句、

名稱和猶太的律法，省長要猶太人自己處理。 

o 省長下逐客令，所有的人揪住管會堂的所提尼 Sosthenes，在審判台前打

他，拿他出氣。省長不關心所發生的事，一概不理。 

o 神的奇妙帶領，保羅在哥林多，與同工西拉和提摩太， 亞居拉和百基拉的

福音工作，在省長迦流的不理睬下，得以自由傳道。 

回程 18:18-22 
保羅住了許多日子，然後辭別弟
兄們，坐船去敘利亞，同行的有
百基拉和亞居拉。他因為許過
願，現在期滿了，就在堅革里剃
了頭髮。 19 到了以弗所，保羅
留他們在那裡，自己卻到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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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跟猶太人辯論。 20 眾人請他多住些時候，他沒有答應， 21 卻辭別他們說：「 神若許可，我還要回
到你們這裡來。」於是從以弗所開船去了。 22 保羅在該撒利亞登岸，上耶路撒冷問候教會，然後下安提阿
去。 

· 保羅在哥林多一段時間之後，離開往囘程，在堅革里剃了頭髮。 

o 按拿細耳人的願，在結束時，把留長的頭髮剪去。(民 6:1-21) 

· 到了以弗所海港城，有神廟、宏偉的建築、及競技場。保羅自己到會堂，與猶太人辯

論。 

· 保羅沒有答應衆人的要求多住一些時候，如果神許可，以後回到他們那裏，就離開了

以弗所。 

· 到該撒利亞下船，前往耶路撒冷，之後到安提阿。 

· 這一路所經過的城市：腓立比、帖撒羅尼迦、庇哩亞、及哥林多，福音工作和教會被

建立起來。到以弗所探查，在下一次行程計劃要作的宣教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