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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課  保羅第三次的宣教（18:23-21:16） 

亞波羅 與 以弗所 (18:23-28) 
住了一些時候，他又動身，先後經過加拉太地
區和弗呂家，堅固眾門徒。 24 有一個生在亞
歷山太的猶太人，名叫亞波羅，來到了以弗
所。他很有口才，擅長講解聖經。 25 這人在
主的道上受過訓練，心靈火熱，很準確地講
論，並且教導人關於耶穌的事，但他只曉得約
翰的洗禮。 26 這人在會堂裡放膽講論起來；
百基拉和亞居拉聽了，就把他接來，把 神的
道更準確地向他講解。 27 亞波羅有意要到亞該亞去，弟兄們就鼓勵他，又寫信請門徒接待他。他到了那
裡，對那些蒙恩信主的人幫助很多， 28 因為他當眾有力地駁倒猶太人，引用聖經證明耶穌是基督。 

· 保羅離開安提阿，經過第一次及第二次宣教的地方加拉太地區和弗呂家，目的是堅固

主的門徒。 

· 來到以弗所有一位叫做亞波羅，出生於亞歷山太。1 

· 亞波羅是位有學養，並且熟練聖經。可能因爲在亞歷山太時，在主的道上，受過很扎

實的裝備。因爲他心靈火熱，善於教導耶穌的事。 

· 只知道約翰藉著水的悔改的洗禮，還不知道耶穌以火和聖靈的洗禮。 

· 百基拉和亞居拉在會堂聽到亞波羅公開的講道，就把合乎神的道，更準確無誤的解釋

給亞波羅。 

· 亞波羅表示要往亞該亞去，希臘半島南邊的省份，雅典及哥林多所在。在以弗所的弟

兄們鼓勵，並且寫了推薦信給那邊的人。 

· 亞波羅到了亞該亞，用他卓越的口才，用熟悉的聖經，證明耶穌就是基督。 

v 傳福音時，或預備傳福音，需要熟悉真理，精確的理解神的話語。 

v 在公開傳講或作個人福音傳遞時，才能把全備的福音對人說清楚。 
 

                                                        
1 亞歷山太 Alexander(今天叫 Alexandria)，在埃及北部。是當代的學術中心，有博物館，和藏書二十萬冊的圖書館。馬可在此寫成馬可

福音。早期教父革利免 Titus Flavius Clemens ，俄利根 Origen 都曾在此工作。七十士譯本，在此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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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施洗約翰的門徒施洗 (19:1-7) 
亞波羅在哥林多的時候，保羅經過內地一帶，來到以弗所。他遇見幾個門徒， 2 問他們說：「你們信的時
候，受了聖靈沒有？」他們說：「沒有，連聖靈賜下來這件事，我們也沒有聽過。」 3 保羅問：「那麼你
們受的是甚麼洗呢？」他們說：「是約翰的洗禮。」 4 保羅說：「約翰施的是悔改的洗禮，他告訴人民當
信在他以後要來的那一位，就是耶穌。」 5 他們聽見了，就受洗歸入主耶穌的名下。 6 保羅為他們按手，
聖靈就降在他們身上，他們就用各種的語言講話，並且說預言。 7 他們一共約有十二人。 

· 保羅來到以弗所，見到幾個門徒。(這門徒沒有冠詞，不是一般所指跟隨基督的基督

徒)。這些是施洗約翰的門生，沒有聽過聖靈降臨。 

· 他們就受洗，歸入主耶穌的名下，在他復活的樣式上與他聯合。 

難道你們不曉得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與
他同葬，為的是要我們過新生命的生活，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人中復活一樣。 我們若在他死的樣
式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樣式上與他聯合。(羅 6:3-5) 

· 保

羅按手在他們身上，聖靈就降臨在他們身上。他們就用各種的語言講話，並且說預
言。 

o 用各種的語言講話[γλῶσσα, glōssa]the tongue, a member of the body, the 

language or dialect used by a particular people distinct from that of other nations 舌

頭，語言，說方言(指人在宗教的忘我境界中所說非理性的話) 

o 說預言[προφητεύω, prophēteuō]to prophesy, foretelling future events 
pertaining esp. to the kingdom of God; to utter forth, declare, a thing which can only 
be known by divine revelation 宣告屬神的啟示, 預言啟示, 預言將來，預言 

o 為的是要裝備聖徒，去承擔聖工，建立基督的身體 (弗 4:12) 

v 保羅和亞波羅前後分別在以弗所的搭配事奉，是爲了教會的成長，福音的廣傳。 

Ø 宣教需要神的恩賜，福音的果子需要被輔助建立教會，需要不同的恩賜一起配

搭。 

Ø 教會培育建立教會的同工，運用神所給的恩賜，建立堅固教會。 

得勝的福音 (19:8-20) 
一連三個月，保羅都到會堂裡去，放膽宣講，辯論 神的國的事，勸導人。 9 可是有些人心裡剛硬，不受
勸化，在群眾面前毀謗這道，保羅就離開他們，也叫門徒與他們分開。他每天在推喇奴學院跟人辯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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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過了兩年，全亞西亞的居民，無論猶太人或希臘人，都聽見了主的道。 11  神藉著保羅的手，行了一
些不平凡的神蹟。 12 甚至有人把保羅貼身的手巾圍巾拿去，放在病人身上，病就好了，邪靈也出來了。 13 

那時，有幾個趕鬼的猶太人，周遊各處，擅自用主耶穌的名，向身上有邪靈的人說：「我奉保羅所傳的耶
穌的名，命令你們出來。」 14 有一個猶太人士基瓦，是祭司長，他的七個兒子都作這事。 15 邪靈回答他
們：「耶穌我認識，保羅我也知道；你們是誰？」 16 邪靈所附的那人就撲到他們身上，制伏了兩人，勝過
了他們，使他們赤著身帶著傷，從那房子逃了出來。 17 所有住在以弗所的猶太人和希臘人，都知道這件
事；大家都懼怕，尊主耶穌的名為大。 18 也有許多信了的人，來承認和述說自己行過的事。 19 又有許多
行巫術的人，把他們的書堆在一起當眾燒掉。他們估計書價，才知道共值五萬塊銀子。 20 這樣，主的道大
有能力地興旺起來，而且得勝。 

· 保

羅在以弗所時，在會堂裏持續的講道一連三個月。猶太人需要明白耶穌基督就是所盼

望的彌賽亞，以實現神的國度在地上。保羅不斷花力氣解釋，與猶太人辯論，爲的是

勸服人相信。 

· 有

些人心裏剛硬不信，還在衆人前毀謗真道。保羅就離開，也要主的門徒離開這些心裏

剛硬毀謗真道的人，專心在推喇奴的講堂討論。 

· 如

此的二年教導，在亞細亞省的的猶太人和希臘人，都有了聼道而信主的機會。 

· 在

這段時間，從保羅的書信中知道教會被建立，例如歌羅西、老底嘉、希拉波立。 

v 宣教的工作中的喜樂，是看到教會被建立，更多福音的機會，以及弟兄姐妹得到造

就。也有艱苦的時候： 

不過我要在以弗所住到五旬節， 因為這裡有又寬大又有果效的門為我開了，同時
反對的人也很多。 (林前 16:8-9) 

 

思考： 

宣教或建立教會，看到教會被建立，或弟兄姐妹得到造就，就有莫大的喜樂。同時也常

常遇見艱苦的時候。 

v 我見過別人經歷類似的喜樂或艱苦嗎？ 

v 我自己經歷過這樣的喜樂或艱苦嗎？ 

v 這樣的經歷，會如何影響我與神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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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藉著保羅行不尋常的神蹟。 

別的我不敢說，我只說基督藉著我所作的事，就是用言語行為，藉著神蹟和奇事的大能，以及聖靈的大
能，使外族人順服  (羅 15:18) 

我在你們中間，以各種忍耐，用神蹟、奇事和大能，作為使徒的憑據。 

 (林後 12:12) 

保羅貼身的手巾圍巾被放在病人身上，病好，邪靈也出來。 19:12 

o 產生效果的不是那些物質，而是神的大能，和人的信心。神允許那些事情發

生，成爲認識真道的開始。 

o 路加，在路加福音 8:43-48 記載患了十二年的血漏病的婦人，摸耶穌的衣裳

繸子，得到醫治。耶穌說：你的信使你痊愈了。 

· 有幾個趕鬼的猶太人，到處擅自用主耶穌的名趕鬼 19:13-20 

擅自用主耶穌的名：「我奉保羅所傳的耶穌的名，命令你們出來。」 

o 這些人靠行法術謀生，以爲可以當作特異功能的咒語。這些人有猶太祭司長

士基瓦，他的七個兒子。在一次趕鬼的時候，惡鬼說：耶穌我認識，保羅我
也知道；你們是誰 ？ 

§ 參考路 4:34,41，“我知道你是誰，你是 神的聖者”。 “你是 神
的兒子”。 

§ 不可濫用神的名，「不可妄稱耶和華你 神的名」。 

o 被鬼附身的人，跳到趕鬼的人身上，制服他們。他們衣不蔽體的逃出房子。 

· 消息傳出，猶太人和希臘人：都知道，懼怕，尊主耶穌的名為大。 

· 許多人相信了，來承認過去的犯罪的惡行。許多行巫術的人，公開焚燒邪惡的書。福

音的真理，在那裏大大的興旺，並且得勝。 

銀匠引發暴亂 (19:21-41) 
這些事以後，保羅心裡定意要經過馬其頓、亞該亞，往耶路撒冷去。他說：「我到了那邊以後，也該去羅
馬看看。」 22 於是從服事他的人中，派了提摩太和以拉都兩人去馬其頓，自己暫時留在亞西亞。 23 那
時，因這道起了大擾亂， 24 有一個銀匠，名叫低米丟，是製造亞底米女神銀龕的。他讓技工們作了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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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 25 他把這些人和同業的工人聚集起來，說：「各位，你們知道，我們是靠這生意賺錢的。 26 現在
你們看見了，也聽見了，這個保羅不單在以弗所，而且幾乎在整個亞西亞，說服了，也帶壞了許多人，
說：『人手所做的，都不是神。』 27 這樣，不只我們這一行要給人鄙視，就是大女神亞底米的廟也會給人
撇棄，連全亞西亞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女神也要垮臺，威榮盡都失掉了。」 28 他們聽了，怒氣沖沖喊著說：
「以弗所人的女神，偉大的亞底米啊！」 29 全城騷動起來，他們捉住了保羅的旅伴馬其頓人該猶和亞里達
古，齊心衝進了劇場。 30 保羅想要到人群當中去，門徒卻不許。 31 還有幾位亞西亞的首長，是保羅的朋
友，派人來勸他，不要冒險到劇場裡去。 32 那時大家叫這個喊那個，亂成一團，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聚集
的原因。 33 猶太人把亞歷山大推到前面，群眾中有人把這事的因由告訴他。亞歷山大作了一個手勢，要向
民眾申辯。 34 大家一認出他是猶太人，就異口同聲高呼：「以弗所人的女神，偉大的亞底米啊！」喊了約
有兩個鐘頭。 35 後來，書記官安撫群眾說：「以弗所人哪！誰不知道你們的城，是看守大亞底米的廟，又
是看守宙斯那裡降下的神像的呢？ 36 這些事既然是駁不倒的，你們就應當平心靜氣，不可輕舉妄動。 37 

你們帶來的這些人，既沒有行劫廟宇，也沒有褻瀆我們的女神。 38 如果低米丟和同他一起的技工要控告
誰，大可以告上法庭，或呈交總督；讓他們彼此控告好了。 39 如果還有其他的事件，可以在合法的集會
裡，謀求解決。 40 今天的動亂，本來是無緣無故的，我們可能有被控告的危險；關於這次的騷動，我們實
在無法解釋。」 41 說了這些話，就把群眾解散了。 

· 保羅想要經過馬其頓、亞該亞，到耶路撒冷，還想從那裏去羅馬。派提摩太和以拉都

兩人去馬其頓。 

o 以拉都是他們宣教的同工，” 以拉都在哥林多”  (提後 4:20) 

o 提摩太在保羅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中，與保羅同工 

西拉和提摩太從馬其頓下來(到哥林多)  18:5 

差提摩太到你們那裡 (腓 2:19) 

我打發提摩太到你們那裡 (林前 4:17) 

如果提摩太來 (林前 16:10) 

· 當福音興旺，撒旦就攻擊，這道起了大擾亂。有一個叫低米丟的銀匠，專做亞底米女

神銀龕(ㄎㄢ kān, shrines)，許多各地的人拜這象徵財富的假神，技工和同業作了不少

生意。 19:24 

o 低米丟聚集同業的人，煽動大家敵視保羅在以弗所和亞西亞所傳的真理的影

響，要同業保護祭拜的偶像。 

o 低米丟的同業被煽動而憤怒，滿城混亂，捉了該猶和亞里達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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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拖到露天戲院，其他的門徒及亞西亞的有地位的人，不允許保羅去。 

· 在戲院聚集混亂大嚷叫，大多數人卻不知是為什麽事吵鬧。亞歷山大被推到眾人

前，本來要説話，卻被吵鬧蓋過聲音。 

· 那城的行政高官，先用認同亂民的觀點安撫，勸導要平靜下來。然後提醒大家，這

些被帶進來的人，並沒有行劫或無禮於他們的假神。如果有，就應上告法庭，或呈

交總督。如果還有其他事，在合法的集會裡解決。説了一番漂亮的話，把亂民遣散

離開。 

v 在任何地方，按提前 2:1；羅 13:1，為掌權的禱告，讓福音被遍傳。 

馬其頓及希臘 (20:1-6) 
騷亂平息以後，保羅派人把門徒請了來，勸勉一番，就辭別起行，往馬其頓去。 2 他走遍那一帶地方，用
許多話勸勉眾人，然後來到希臘。 3 他在那裡住了三個月，正要坐船往敘利亞去的時候，有些猶太人設計
要害他，他就決意路經馬其頓回去。 4 與他同行的有比里亞人畢羅斯的兒子所巴特，帖撒羅尼迦人亞里達
古和西公都，特庇人該猶和提摩太，亞西亞人推基古和特羅非摩。 5 這些人先走，在特羅亞等候我們。 6 

至於我們，過了除酵節才從腓立比開船，五天後到特羅亞他們那裡，逗留了七天。 

· 保羅離開了以弗所，往馬其頓去，在那一帶勸勉鼓勵了很多人，然後到希臘(這地名僅

僅出現在這裏一次，其實是當時的亞該亞省)，就是雅典、哥林多、堅革里(參考 18:18

保羅剪頭髮，羅 16:1。這以下的記載，參考林後 1-7 章)等地方。 

· 三個月後，要往敘利亞，改從陸路走。同行的： 

比里亞人畢羅斯的兒子所巴特：僅出現於此 

帖撒羅尼迦人亞里達古和西公都：亞里達古參考 19:29；西公都僅出現於此 

特庇人該猶和提摩太，參考 19:29 見該猶，提摩太是熟悉的人物 

亞西亞人推基古和特羅非摩：推基古，參考弗 6:21，西 4:7，提後 4:12。特羅非

摩，參考 21:29。 

· 這些所提到的人，來自各地各教會，他們先到了特羅亞幾天。 

v 宣教須要同工，例如主耶穌差派二個二個出去。有策略有行動。 

                                                        
2 該猶除了是馬其頓人，下一章在提到，不確定林前 1 章和羅 16 章是否同一人。亞里達古在 20:4; 27:2 提及是帖撒羅尼迦人，並且曾

經一同坐監(西 4:10;門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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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羅亞使猶推古復活 (20:7-12) 
禮拜日，我們聚會擘餅的時候，保羅對大家講道，他因第二天就要起行，就一直講到半夜。 8 我們聚會的
那座樓上，有許多燈火。 9 有一個少年人，名叫猶推古，坐在窗臺上，因為保羅講得很長，他很困倦，沉
沉地睡著了，就從三樓跌下來；把他扶起來的時候，已經死了。 10 保羅走下去，伏在他身上；把他抱住，
說：「你們不要驚慌，他還活著。」 11 隨即回到樓上，擘餅吃了，又講了很久，直到天亮才走。 12 他們
把活著的孩子帶走，得到很大的安慰。 

· 禮拜日，直譯：在安息日的第一日。安息日是複數，意思是一星期。啓 1:10 主日。在

這一天，是記念主復活的日子。 

· 保羅對大家講道，講道 preached[διαλέγομαι, dialegomai]to converse, discourse with 

one, argue, discuss 討論，容易導致成辯論的演講；或辯證、辯論。 

· 聚會時，少年人猶推古，睡着從三樓跌下來死了。 

· 保羅走下去，伏在他身上…他們把活著的孩子帶走 。 

o 王上 17 章，“以利亞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後來就活了。 

o 王下 4 章，也有類似記載，“以利沙...向耶和華禱告...伏在孩子身上”，孩子

就活過來了。 

從特羅亞往米利都 (20:13-16) 
我們先上船，開往亞朔，照著保羅的安排，要在
那邊接他，因為他自己要走陸路去。 14 他在亞朔
與我們會合，我們接他上船，去到米推利尼。 15 

從那裡開船，第二天到了基阿對面，過了一天就
在撒摩靠岸，再過一天到了米利都。 16 原來保羅
決定越過以弗所，免得在亞西亞耽擱時間，因為
他希望能在五旬節趕到耶路撒冷。 

· 一行人包括寫書的路加，往亞朔。接了保羅到米推利

尼，經過基阿、撒摩，到了米利都。在米利都時，派

人去以弗所，請教會的長老來。 

· 保羅一心想在五旬節前趕到耶路撒冷，沒有時間造訪以弗所教會，堅固信徒，就請以

弗所教會的長老來到米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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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勸勉以弗所的長老 (20:17-38) 
他從米利都派人去以弗所，請教會的長老來。 18 他們到了，保羅說：「你們知道，自從我到了亞西亞的第
一天，我一直怎樣跟你們相處，怎樣服事主， 19 凡事謙卑，常常流淚，忍受猶太人謀害的試煉。 20 你們
也知道，我從來沒有留下一件有益的事，不在眾人面前或在各人家裡告訴你們，教導你們。 21 我對猶太人
和希臘人都作過見證，要他們悔改歸向 神，信靠我們的主耶穌。 22 現在，我的心靈受到催逼，要去耶路
撒冷，我不知道在那裡會遭遇甚麼事， 23 只知道在各城裡聖靈都向我指明，說有捆鎖和患難在等著我。 24 

但我並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只求跑完我的路程，完成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分，為 神恩惠的福音作見
證。 25 「我曾在你們那裡走遍各地，宣揚 神的國。現在，我知道你們眾人不會再見我的面了。 26 所以
我今天向你們作證，我是清白的，與眾人的罪（「罪」原文作「血」）無關。 27 因為 神的全部計劃，我
已經毫無保留地傳給你們了。 28 聖靈既然立你們為全群的監督，牧養 神用自己的血所贖來的教會，你們
就應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 29 我知道在我離開之後，必有兇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顧惜羊
群。 30 你們自己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講些歪曲悖謬的話，引誘門徒跟從他們。 31 所以你們應當警醒，記
念我三年之久，晝夜不停地帶著眼淚勸戒你們各人。 32 現在我把你們交託給 神和他恩惠的道；這道能建
立你們，也能在所有成聖的人中賜基業給你們。 33 我從來沒有貪圖任何人的金銀或衣服。 34 我這兩隻
手，供應了我和同伴的需要，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 35 我凡事以身作則，你們必須照樣辛勞，扶助軟弱的
人，並且記念主耶穌的話：『施比受更為有福。』」 36 他說了這些話，就跪下來同大家一起禱告。 37 眾
人都痛哭，抱著保羅，與他親吻。 38 他們最傷心的，是保羅說他們不會再見他的面那句話。最後他們送他
上了船。 

· 在本卷書，這是保羅唯一向基督徒的訓勉，也是唯一告別式講章。 

o 其他告別講章，例如約 13-17 章耶穌臨別的話，提前 4:1-16，提後 3:1-4:8. 

o 這篇的架構 

過去： 18 你們知道 

現在： 22 現在 

未來： 25 我知道 

訓示： 28  

未來： 29 我知道 

現在： 32 現在 

過去： 34 你們自己知道 

過去 18-21：保羅在第二次宣教中，從哥林多來到以弗所一小段時間。第三次宣教時，大

部分時間在以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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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凡事謙卑：服事的態度，與主的關係。 

o 常常流淚：關心迫切，以致流淚，林後 2:4，腓 3:18。 

o 忍受試煉：參考林後 11:26，帖前 2:14-16 

凡是對他們有益處，沒有保留的都向他們宣告和教導。 

對猶太人和希臘人做見證，要他們轉向神悔改，信靠耶穌。 

現在 22-24：保羅的心受到聖靈的催逼，雖然不知道會有什麽事要發生，但是聖靈對他指

明，將被囚並且有患難。 

但是，保羅卻不關心自己的性命，只要行完他的人生路程。 

完成主耶穌所托付的，慎重的為神恩典的福音作見證。 

未來 25-27：保羅說他過去在他們那裏，走遍各地宣揚神的國度。 

 但如今他知道，他們再也不能見到他。 

 完成主耶穌所托付的，慎重的為神恩典的福音作見證。 

 若神的審判臨到任何人，保羅不負責任。參考結 33:1-6。 

訓示 28： 就應當小心留意防範，為自己也爲全體。 

 這全體是聖靈立你們作監督，牧養神以祂的血買來的教會。 

未來 29-31：保羅說他離開他們之後，必定有凶暴的狼，邪惡的人，不顧惜教會裏被牧養

的羊群，進到他們當中 。 

 要警惕這樣會發生的情形，引誘門徒跟他們。不一定如同一般想象的豺狼尋

找錢財或女色，而是撒旦的各種破壞。 

 保羅囑咐總要記得，他為以弗所教會掏心掏肺的勸告，警告，指示 。 

現在 32-33：保羅將長老們交托給神，和恩典的道[λόγος, logos]。 

 屬靈生命可以得著造就，被建立起來。 

 所有信主的人，一切被主成聖的人，得到神的賞賜。 

 保羅强調他從來不渴望物質上，人所渴求的。 

過去 34： 保羅靠自己雙手作工，維持自己和同工生活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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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以身作則，讓大家知道，這樣靠體力的勞動，心靈上的辛勞，使軟弱的人得幫

助。 20:35 

· 福音書沒有『施比受更為有福』的記載，引用的必是當時講話對象眾所周知的話。比

較接近的話，在路 6:35-36。 

· 講完之後，屈膝一起禱告。大家表達出親切的關係，充滿離愁別緒。 

· 大家最痛心的，是保羅告訴他們不能再相見。 

 

思考： 

保羅繼著肺腑臨別之言，最後說： 

我從來沒有貪圖任何人的金銀或衣服。 我這兩隻手，供應了我和同伴的需要，
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以身作則，你們必須照樣辛勞，扶助軟弱的人，
並且記念主耶穌的話：『施比受更為有福。』 

v 可以作爲我的人生借鏡嗎？特別是哪方面？ 

v 『施比受更為有福』也會在我的傳福音或建立教會上嗎？ 

 

 

結束第三次宣教旅程 (21:1-16) 
· 離別以後，到哥士，經過羅底，往帕大拉；在推羅

靠了岸。 

· 在推羅找到了幾個當地的基督徒(參考 11:6)，他們

受聖靈感動，勸保羅不要去耶路撒冷。 

· 但是，保羅的心意已定(20:24)，幾天後離開時，他們送行到海港，在岸邊跪下禱告後

分手。 

· 經過多利買，到該撒利亞。住在” 傳福音的”腓利家裏，他是那七位執事中的一位(6:1-6) 

有好見證、滿有聖靈和智慧的人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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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有人在亞鎖都遇見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傳福音，直到凱撒利亞。
 8:40 

· 腓利有四個尚未結婚的女兒，都得到先知說預言的恩賜。參考路 2:36-38 亞拿。 

· 住了幾天後，有一位從從猶太來的亞迦布(參考 11:28)，用保羅的腰帶綁著自己的手

脚，以”聖靈說”開始，用象徵性動作帶出他的預言。猶太人要捆綁保羅，交給外邦

人。 

· 路加描述當場，包括他及當場的人都勸保羅不要去。 

· 保羅説出他心裏的話，雖然他也傷感，但是他已經決定爲了主耶穌的名而受苦，擺上

自己的性命。衆人知道保羅不聽他們的話，就祝福「願主的旨意成就」，參考路

22:42，「父啊，如果你願意，就把這杯拿走！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旨
意。」 

· 保羅順從神的原則，完成神的旨意。 

• 參考賽 55:8-9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不是你們的意念，你們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 9 天
怎樣高過地，我的道路也怎樣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樣高過你們的
意念。 

• 以及： 

o 4:19 彼得和約翰：聽從你們過於聽從 神，在 神面前對不對，你們自
己說吧！  

o 5:29 彼得和眾使徒：服從 神過於服從人，是應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