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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約讀經講義，使徒行傳 17-21章 

王文堂牧師 

 

新約讀經講義配合每週的讀經進度，一週五章，講解每章的重點。另有投影片，除了講義的內

容，有時還會配上一些圖片或地圖。 

 

保羅第二次宣教之旅，16-18 章：福音傳入歐洲 

 

保羅和巴拿巴分手，揀選了一位新的宣教夥伴，西拉，「蒙弟兄們把他交於主的恩中」

（15:40）。二人從安提阿教會出發，開始了第二次的宣教之旅，時間大約是 49-52 AD。 

 

他們從小亞細亞（今日的土耳其）的東邊，走到小亞細亞的西邊： 

1. 走遍敘利亞、基利家，堅固眾教會（15:41）。敘利亞和基利家都是省名，基利家是敘利

亞的西鄰。安提阿城位於敘利亞省，保羅的故鄉大數城位於基利家省（21:39）。這些地

方已經有教會了，二人去堅固眾教會。 

2. 繼續向西走，來到上次傳福音的特庇、路司得一帶。路司得有一位年輕的門徒，名叫提摩

太，母親是信主的猶太人，父親是希利尼人。弟兄們都稱讚提摩太，保羅決定帶他一起去

傳道。保羅拒絕了馬可，但卻接納了提摩太，神允許保羅做這樣的選擇。 

3. 繼續向西走，卻遇到神的兩個禁止和一個邀請。首先，「聖靈禁止他們在亞西亞講道」

（16:6）。其次，他們想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16:7）。他們來到海港特羅

亞，隔著愛琴海與歐洲相望。保羅在夜間見到異象，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說：「請你

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16:9）他們認為這是神的呼召，就決定去馬其頓。 

 

十七章：在不友善的環境傳福音：帖撒羅尼迦，庇哩亞，雅典 

 

離開了腓立比，保羅與西拉沿著伊格納修通道（The Egnatian Way，羅馬人建造，貫穿希臘北部的

道路）來到了馬其頓的首府，帖撒羅尼迦。這是一座人口超過 20萬的大城，有猶太人的會堂。 

 

帖撒羅尼迦 

 

1. 傳福音的地點 

 在那裡有猶太人的會堂。保羅照他素常的規矩進去，一連三個安息日，本著聖經與

他們辯論。（17:1-2） 

 保羅一貫的作法（素常的規矩）是每到一地，先進會堂。他先向會堂裡的人傳福

音，方法是「本著聖經」。因為會堂裡的人熟悉舊約聖經，保羅就根據舊約來證明

耶穌就是彌賽亞。若有人不接受他的信息，保羅就與他們辯論（dialegomai，演變

為英文的 dialogue，意思是彼此對話、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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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傳福音的內容 

 講解陳明基督必須受害，從死裡復活；又說：「我所傳與你們的這位耶穌就是基

督。」（17:3） 

 保羅先向猶太人講解，基督（彌賽亞）來到人間必須經歷兩件事：受害與復活。然

後再進一步指出，他所傳的耶穌就是基督。 

 

3. 傳福音的結果 

 他們中間有些人聽了勸，就附從保羅和西拉，並有許多虔敬的希利尼人，尊貴的婦

女也不少。但那不信的猶太人心裡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類，搭夥成群，聳動合城

的人闖進耶孫的家，要將保羅、西拉帶到百姓那裡。（17:4-5）  

 只要是傳福音，必定有兩個結果：有人信，有人不信。保羅傳福音是這樣，我們傳

福音也是這樣。有些猶太人聽了勸（peitho，相信，KJV 譯為 believed，NIV譯為 

persuaded），就附從（加入）了保羅和西拉。除了猶太人，許多敬虔的希利尼人

（歸依猶太教的外邦人）也信了。雖然許多人信了，仍有不少人沒信。那些不信的

人會怎樣呢？ 

 那些不信的猶太人做了兩件事：一、心裡嫉妒；二、聳動群眾。他們眼見許多人附

從了使徒，不由自主地心裡嫉妒（徒 13:45, 17:5）。因為嫉妒，不惜採用卑鄙的手

段，招聚了市井匪類，聳動合城的人來捉拿使徒。市井匪類就是流氓、混混，聳動

群眾的高手，只要給點好處即可雇用。群眾極易被聳動（14:19,17:5,19:28-29），

只要有人領頭呼喊，幾個人附和，霎時之間就演變為星火燎原之勢，一發不可收

拾。 

 這兩件事，嫉妒和聳動，今日仍然時常可見。事奉神的人當有堅固的信心，不要受

到影響。不要灰心失望，也不要和暴民理論。你可以和不信的人理論，但不可以和

暴民理論。神若叫你離開，那就速速離開，神在下一站會有預備。神若沒有叫你離

開，那就求主賜給力量，繼續忠心傳道。 

 雖然保羅和西拉受弟兄們保護，未被暴民抓到，但這地方已經無法待下去了。於是

弟兄們趁著夜色，悄悄打發二人出城，往庇哩亞去了。 

 暴民控告使徒的話：「那攪亂天下的 Those who turns the world upside down」成為

一句名言。傳福音的人是和平的使者，從不攪擾治安。但他們的信息卻深入人心，

打破現狀，使人悔改歸向神。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真的是「攪亂天下的人」！ 

 雖然使徒被迫離開，但卻留下了福音的果子，信主的人組成了教會。新約聖經中有

兩本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和後書，就是保羅寫給當地教會的。 

 

庇哩亞 

 

1. 傳福音的地點 

 二人到了，就進入猶太人的會堂。（17:10） 

 一個地方只要有猶太人的會堂，保羅一定先去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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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傳福音的內容 

 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

不是。（17:11） 

 庇哩亞人甘心領受這道（logos，指福音）。保羅無論在何處，他的信息都是一樣

的，就是傳福音，傳十字架與復活，為耶穌作見證，證明耶穌就是基督。 

 庇哩亞人有兩個特點：第一，他們「賢」（原文有高貴之意，英文多譯為 noble 或 

noble-minded）。庇哩亞人有高貴的品格，不像帖撒羅尼迦人那樣嫉妒、毀謗他

人。第二，他們在真理上殷勤。庇哩亞人不盲目領受，他們天天考查聖經，要確定

保羅所傳的道是否正確。 

 聖經為耶穌作見證，他是基督，是神的兒子，信他的人可以得救。信心必須有明確

的對象和內容，對象是耶穌基督，內容是耶穌的十字架，以及他的復活。不是模模

糊糊的相信「有一位神」，而是清清楚楚的相信耶穌基督。使徒保羅說，他所傳的

福音是「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不是傳神的存在和神的祝福，而是傳神的兒子

來到人間，擔當世人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後從死裡復活。這樣的福音才

是福音，不是這樣的，就不是福音。 

 「庇哩亞人 The Bereans」成為「賢良基督徒」的代名詞。 

 

3. 傳福音的結果 

 所以他們中間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貴的婦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羅尼迦的

猶太人知道保羅又在庇哩亞傳神的道，也就往那裡去，聳動攪擾眾人。（17:12-

13） 

 庇哩亞人考查聖經的結果，證明保羅所傳的道是真的，所以他們中間多有相信的。

不但猶太人相信，還有不少希利尼人也相信，有男也有女。 

 使徒行傳給我們看到兩種熱情，一種是使徒傳道的熱情，一種是反對者抵擋真道的

熱情。無論使徒在何處傳道，反對者都會追來。第一次宣教之旅，彼西底的安提阿

和以哥念的反對者，追到路司得去聳動眾人（14:19）。第二次宣教之旅，帖撒羅

尼迦的反對者，追到庇哩亞去聳動眾人（17:13）。第三次宣教之旅結束，亞西亞

的反對者在耶路撒冷聳動眾人（21:27）。保羅被捕之後，甚至有四十多人立下大

誓，不殺保羅就不吃不喝（23:12-13）。如此激烈的熱情，要如何解釋呢？ 

 這些反對者，清一色都是「猶太人」，就是雖然相信神，但卻反對使徒的人。他們

反對的原因有二：第一是嫉妒，那些原本聽從他們的人，有許多改為聽從使徒。第

二是信仰的內容，使徒所傳的道，與他們一向所信的不同。保羅傳講耶穌，他們不

同意，在他們看來，「這個人勸人不按著律法敬拜神」（18:13）。 

 嫉妒與信仰，此二者的融合，產生激烈的熱情，促使那些反對者從一地追到一地，

務必將使徒除之而後快。 

 保羅是反對者的主要目標，弟兄們緊急派人陪保羅去海邊坐船，送他去雅典。西拉

和提摩太仍留在庇哩亞，保羅孤身一人在雅典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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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 

 

1. 傳福音的地點 

 保羅在雅典等候他們的時候，看見滿城都是偶像，就心裡著急；於是在會堂裡與猶

太人和虔敬的人，並每日在市上所遇見的人辯論。（17:16-17） 

 保羅去了兩個地方傳道：一個是會堂，和素常一樣。另一個是「市」（agora）。

希臘人的 agora ，特別是雅典的 agora，舉世聞名。這裡是百貨交集、人文薈萃之

處，不但有貨物的買賣、政府的機構、還有各派哲學家的演講和談論。保羅十分忙

碌，他雖然只有一個人，卻又去會堂傳道，又去 agora 和人辯論。 

 雅典是西方文明的首都，哲學家的故鄉。當時所盛行的有兩派哲學：以彼古羅

（Epicurean）的享樂主義，以及斯多亞（Stoic）的禁慾主義。這兩派的學士來和

保羅爭論，並將他帶到亞略巴古（Areopagus）。 

 亞略（Ares）是希臘人的戰神，相當於羅馬人的 Mars。「巴古」是山坡，亞略巴

古就是戰神坡（Mars Hills），是雅典人發表言論的重要地點，特別是與宗教信仰

有關的言論。 

 

2. 傳福音的內容 

 保羅傳講耶穌與復活的道。（17:18） 

 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神並不監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因為他已經定

了日子，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死裡復活，給萬人作可

信的憑據。（17:30-31） 

 保羅一如既往，傳道的重點仍然是耶穌基督和他從死裡復活。保羅在亞略巴古的講

道（17:22-31）是一篇重要的文獻，許多人以此為傳道的範本。他如何做開場白，

如何轉折，如何結論，有許多值得學習之處。 

 保羅在雅典傳道，從環境來說有兩個特點：第一，雅典是一個知識極高的地方。第

二，雅典是一個偶像極多的地方（17:16,22）。雖然知識極高，雖然偶像極多，保

羅不改信息，照樣傳講耶穌基督。 

 保羅的作法值得後人效法。世上有許多有學問的人，無論你多有學問，必定有人比

你更有學問。如何向有學問的人傳福音？保羅不用高言大智，不用智慧委婉的話

語，只是仰望聖靈的大能，傳講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林前 2:1-5）不怕聽眾

學問大，只怕自己信心小。當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只要忠心傳

講，必定有人信主。 

 現代有些人有一種「迷信」，認為有知識的人就不信神，信神的都是沒知識的人。

真的是這樣嗎？雅典人是最有知識的，他們卻凡事敬畏鬼神。以現代的美國為例，

旅居美國的華人觀察到兩個現象：第一，來美國求學的華人很多。第二，美國華人

教會裡知識分子的比率非常高。美國是一個以基督信仰立國的國家，科學昌明，擁

有世界頂級的大學和科學家。無神論者嘲笑信耶穌的人迷信落後，那為何來美國？

按照他們的邏輯，美國人信耶穌，應當極其黑暗落後；他們不信神，應當極其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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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明，為何卻來美國求學求知？說到華人教會，絕大多數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原本

不信主的，後來信了。這些人多是有識之士，知識水準極高，要他們相信甚麼很

難，可是華人教會裡最多的就是這種人。這兩個現象是事實，不是理論。你用甚麼

來駁斥事實呢？ 

 無神論者相信沒有神，「相信沒有神」也是一種信心，這個信心有根據嗎？無神論

者自認有權質疑我對耶穌的信心，我也有權質疑你對無神的信心。大部分的無神論

者是被教化的無神論者，是被灌輸的，不是真正的無神論者。說是不信神，仍可能

會去抽個籤、算個卦、買個吉祥物。一旦遇到了危難，仍會禱告求神：「神啊，我

平時不信你，你若能保我度過這一關，我就信你！」真正的無神論者是經過縝密思

考做出結論的人，就算掉到大海裡，也不會求神救他，這樣的人世界上並不多。所

有的無神論者，無論是真正的或被教化的都算上，連那些不可知論者（agnostics）

也算上，歸類於無宗教信仰者（unaffiliated），佔世界人口 16%（2015 Pew 

Research），其餘的百分之八十多都信有神（包括各種宗教）。誰才信得對？有神

還是無神？若信心可以用投票來解決的話，古今中外相信有神的人佔了絕對的大多

數，投票的結果是相信有神。 

 

3. 傳福音的結果 

 眾人聽見從死裡復活的話，就有譏誚他的；又有人說：「我們再聽你講這個吧！」

於是保羅從他們當中出去了。但有幾個人貼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亞略巴古的官丟

尼修，並一個婦人，名叫大馬哩，還有別人一同信從。（17:32-34） 

 凡是傳福音，必定有人相信，有人拒絕。拒絕的人譏誚保羅，因為他說從死人可以

復活。但是有幾個人信主了，其中一人是亞略巴古的官丟尼修（根據傳統的說法，

丟尼修後來成為雅典的主教）。 

 

十八章：在不友善的環境傳福音：哥林多 

 

1. 傳福音的地點 

 每逢安息日，保羅在會堂裡辯論，勸化猶太人和希利尼人。（18:4） 

 哥林多是一個海港，貿易發達，人口眾多，寺廟林立，道德敗壞。市內有一座愛神

廟（Aphrodite Temple），其中有許多傷風敗俗的事。考古學找到的殘片，上面刻

著迦流（Lucius Junius Gallio）的名字，證實他於 AD 51-52擔任亞該亞的方伯

（18:12）。哥林多有一座猶太人的會堂，保羅按照他素常的規矩，去會堂傳道。 

 保羅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六個月（18:11），是他第二次宣教停留最久的地方。 

 方伯迦流以冷靜、公正而聞名於世，他的哥哥是鼎鼎大名的羅馬哲學家 Seneca。

猶太人起來攻擊保羅，拉他上公堂，控告他「勸人不按照律法敬拜神」。保羅剛要

開口，迦流就對猶太人說，他所說的極為經典：「你們這些猶太人！如果是為冤枉

或奸惡的事，我理當耐性聽你們。但所爭論的，若是關乎言語、名目，和你們的律

法，你們自己去辦吧！這樣的事我不願意審問」就把他們攆出公堂。（18: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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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流的處置，代表世俗政府對宗教的態度，至今仍然有效。政府所關心的是社會的

治安和穩定，只要宗教不影響到這些，沒有違法的事，宗教內部的事情政府是不管

的。 

 

2. 傳福音的內容 

 保羅為道迫切，向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18:5） 

 保羅無論到何處都是傳揚耶穌，從不改變。對主忠心的人，必定在福音的信息上忠

心，絕不更改福音的內容。 

 我來美國的頭些年，正逢水晶教堂 Chrystal Cathedral 的全盛時期。Robert Schuller 

牧師穿著華美的袍子，在壯觀的水晶教堂傳講「可能性思想 Possibility Thinking」

（Schuller師承 Norman Vincent Peal 的積極思想 Positive Thinking），鼓勵會眾信

神，因為在神凡事都能。他的信息振奮人心，每週都有電視傳播。Schuller牧師不

講罪，只講信神的好處，但他到底是老一代的傳道人，偶而還會提到耶穌基督。另

一位做電視傳播的老一代傳道人是 John Osteen，他是現在廣受歡迎的 Joel Osteen

的父親。John Osteen 也傳講信神的好處，信的人可經歷神蹟奇事，但在節目的最

後，他還會鼓勵人信耶穌。這幾位是「繁榮福音」的前驅，在他們的信息中，尚可

尋到耶穌基督的蛛絲馬跡。時至今日，繁榮福音達到巔峰時期，連那最後一點的蛛

絲馬跡都幾乎尋不著了。在鋪天蓋地的積極、可能、相信、宣告、祝福之中，本該

站在舞台中央接受燈光照耀的耶穌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被掃到一個陰暗的角落，連

個龍套都搭不上。這樣的信神，能夠使人得救嗎？ 

 

3. 傳福音的結果 

 他們既抗拒、毀謗，保羅就抖著衣裳，說：「你們的罪歸到你們自己頭上，與我無

干。從今以後，我要往外邦人那裡去。」…管會堂的基利司布和全家都信了主，還

有許多哥林多人聽了，就相信受浸。（18:6,8）  

 每次傳道，結果都一樣：有人拒絕（抗拒、毀謗），也有人相信（許多哥林多人聽

了，就相信受浸。）我們要有信心，不要只看到有人拒絕，也要看到有人相信。 

 哥林多是一個極為世俗的城市，這裡的人注重享樂，道德鬆弛，追求世俗的目標，

和現代的紐約、洛杉磯、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一樣。雖然如此，保羅在哥林

多傳福音，卻有許多人信主受浸。主在異象中對保羅說：「不要怕，只管講，不要

閉口。有我與你同在，必沒有人下手害你。因為在這城裡，我有許多的百姓！」

（18:9-10）傳道者當存著如許信念，才能在「哥林多」這樣的城市傳道。 

 世俗的觀念極為普遍，我遇到信心最堅定的人，大多是非基督徒，他們對自己的看

法毫不懷疑。大致上來說，他們的看法我們也曾經有過，就是一些「從小被灌輸，

長大被加強」的世俗觀念，好比說：好好念書、努力向上、做事賺錢、身體健康、

美名美貌、升官發財、好房好車、過一個快樂的人生之類的。日子久了，這些看法

就變成信念，支配著持有者的人生。從表面上來看，這些信念似乎很正常，沒有問

題，但是它們卻有兩個限制，使追求到目標的人感到空虛貧乏，有一種被騙了的感

覺。這兩個限制是：第一，持續力不足；第二，祝福面狹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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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人到了中年，會出現持續力不足的現象。眼見自己體漸寬、髮漸稀、目漸花，

已然不復少年模樣，昔日的壯志凌雲早已煙消雲散，終日庸庸碌碌，不知所為何

事？過去的青春，已經用來追逐世俗的目標，如今發現不過如此，索然無味之餘，

危機出現了：我存在的意義何在？剩下的人生要做甚麼？除了持續力不足之外，世

俗信念的另一個限制是祝福面狹窄：你追求它的時候，一心只想著它。得到它之

後，可能失去了更重要的東西。好比說，有人追求金錢、地位、成功，追求的時候

忽略了其他的東西。其實除了金錢地位之外，我們還有其他的需要，如：親愛的伴

侶，真心的朋友，心靈的滿足，做些有意義的事、死了也不後悔等等。世俗的目標

是不管這些的。 

 

十九章：第三次宣教之旅：以弗所 

 

1. 傳福音的地點 

 保羅進會堂，放膽講道，一連三個月，辯論神國的事，勸化眾人。後來，有些人心

裡剛硬不信，在眾人面前毀謗這道，保羅就離開他們，也叫門徒與他們分離，便在

推喇奴的學房天天辯論。（19:8-9）  

 保羅於第三次宣教之旅，來到了以弗所。以弗所是亞西亞省的首府，人口超過二十

萬，其中的亞底米神廟（Artemis生育女神，羅馬神話稱為 Diana）由大理石造成，

比雅典著名的 Parthenon 神廟大三倍，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觀之一。 

 神做事，有定時，引導他的僕人在適當的時間，到適當的地方去事奉他。保羅第二

次宣教的時候想去亞西亞省，被聖靈禁止（16:6）。如今時候到了，神為保羅開了

以弗所傳道之門，他在那裏有三年之久（20:31），其中兩年在推喇奴的學房

（19:10）。 

 頭三個月保羅在猶太人的會堂傳道。後來因為有些人剛硬不信，詆毀這道（hodos, 

The Way），保羅就轉移陣地，到推喇奴的學房（一個講學的地方，推喇奴或是房

主，或是主要的講學者，允許保羅使用他的學房）繼續傳道。 

 基督徒可以與人辯論嗎？我們是否只要對人有愛心、找機會分享福音就好了，盡量

避免與人辯論？俗話說「真理越辯越明」，辯論也是神所允許的傳道方式。辯論表

達出自信，對自己的信仰有深入的瞭解，並且深信不疑。辯論有許多方式，可以是

平靜地交換意見和講道理，不一定非要爭得面紅耳赤才行。保羅在以弗所「天天與

人辯論」，不只是單方向的傳講，而是雙方向的對話、討論、辯論。保羅時常與人

辯論，他在安提阿與割禮派的人大大分爭辯論（15:2），在帖撒羅尼迦本著聖經與

人辯論（17:2），在雅典的會堂與猶太人辯論，在 agora與希臘的哲學家辯論

（17:17），在哥林多與人辯論（18:4），在以弗所推喇奴的學房也與人辯論。 

 

2. 傳福音的內容 

 這樣有兩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亞西亞的，無論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都聽見主的

道。（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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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在以弗所傳主的道，就是傳耶穌是基督，傳他的釘十字架與復活。保羅在以弗

所的會堂傳道三個月，在推喇奴學房兩年，再加上在附近的時間。總共有三年在一

個地點傳道，是保羅傳道最久的地方。長時間在一個地方傳道有累積的效果，不單

是以弗所城，連整個的亞西亞省，無論是猶太人或希利尼人，都聽見了主的道。 

 

3. 傳福音的結果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就是這樣。（19:20） 

 保羅在以弗所傳福音得到兩個結果：第一，主的道大大興旺。聽聞福音的地區極

廣，信主的人極多。第二，主的道大大得勝。勝過邪靈的勢力（19:13-19），也勝

過人的剛硬和毀謗。 

 以弗所亞底米神廟的銀匠底米丟，因抵擋這道（19:23, hodos, The Way）而發起了

轟動全城的暴動。神保佑他的僕人們，無人受害。 

 

二十章：第三次宣教之旅：回程 

 

與以弗所長老訣別，20:17-38 

 

保羅在回程中和以弗所教會的長老們訣別，留給了他們三樣東西： 

1. 留給他們服事的榜樣 

 他們來了，保羅就說：「你們知道，自從我到亞西亞的日子以來，在你們中間始終

為人如何，服事主，凡事謙卑，眼中流淚，又因猶太人的謀害，經歷試煉。你們也

知道，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避諱不說的，或在眾人面前，或在各人家裡，

我都教導你們；又對猶太人和希利尼人證明當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穌基督…我未

曾貪圖一個人的金、銀、衣服。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用，這是你們自己

知道的。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

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20:18-21,33-35）  

A. 謙卑的榜樣：凡事謙卑，眼中流淚。保羅有豐富的知識，有使徒的權柄，有過人的

恩賜，有光榮的紀錄，但卻毫不驕傲，凡事謙卑，因為他有主的生命。 

B. 堅忍的榜樣：又因猶太人的謀害，經歷試煉。保羅在亞西亞三年，曾經歷極大的苦

難，連活命的指望都沒了，但卻倚靠主而堅持下來，留下堅忍的榜樣。他說： 

 

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我們從前在亞西亞遭遇苦難，被壓太重，力不能

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自己心裡也斷定是必死的，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

叫死人復活的神。他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

他將來還要救我們。（林後 1:8-10）  

 

C. 忠心的榜樣：凡與你們有益的，我沒有一樣避諱不說的。保羅一心為教會，只要是

對教會有益的，就算說了之後會得罪人，或自己要受虧損，他都不顧一切，照樣說

出來。許多傳道人常有各樣的顧忌，有許多話不敢說。顧忌的原因雖然很多，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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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顧慮到自己的利益。保羅卻不這樣。他對主忠心，對教會忠心，不考慮自

己的利益，只要是神的旨意他就說，只要是對教會有益的他就說。 

D. 信息的榜樣：又對猶太人和希利尼人證明當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穌基督。保羅的

信息非常清晰，不容一丁點的誤會：他傳講悔改赦罪的道，叫人信靠主耶穌基督。 

 清廉的榜樣：我未曾貪圖一個人的金、銀、衣服。保羅極為清廉，他非但不貪圖金

錢物質，還時常用自己作工賺的錢來幫助弟兄姊妹。 

 

2. 留給他們服事的責任 

 聖靈立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

就是他用自己血所買來的。我知道，我去之後必有兇暴的豺狼進入你們中間，不愛

惜羊群。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人起來說悖謬的話，要引誘門徒跟從他們。所以你

們應當警醒，記念我三年之久晝夜不住的流淚、勸戒你們各人。（20:28-31）  

 保羅提醒他們神的託付。聖靈親自設立他們做全群（主的羊群）的監督，他們要清

楚自己的身分，明白神的託付，凡事謹慎，牧養神的教會。 

 保羅提醒他們教會的性質。教會是屬於神的，是神用自己的血買來的。此處，保羅

非常清晰地確認了基督的神性。耶穌基督捨身流血為人贖罪，保羅說，這是神用自

己的血買了教會。 

 保羅提醒他們日後的危險。保羅走後，將有凶暴的豺狼進入教會，吞吃群羊。必有

人起來說悖謬的話，引誘門徒跟從他們，偏離真道。保羅要長老們謹慎，持守真

道，保護群羊。 

 

3. 留給他們服事的倚靠 

 如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他恩惠的道；這道能建立你們，叫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

基業。（20:32） 

 保羅將眾長老交託給神，並他恩惠的道。傳道人所倚靠的不是自己的才幹和學識，

也不是人際關係，而是神和神的道。「神的道才能建立教會！」，這樣的認識是屬

靈的真知灼見。只可惜時至今日，極少人仍然具有這樣的真知灼見。傳道人去上各

樣的課程，教會領袖去聽各樣的講座，忙著學習各樣的方法，推動各樣的活動，寧

可用各種花樣來建立教會，就是不肯用神的真道。這是為什麼？對神的道失去信心

了嗎？保羅卻不是這樣！他說：這道能建立你們，叫你們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

業。成聖的人，就是因信基督而罪得洗淨、成為聖潔的人們，也就是教會。基業，

就是神為兒女所預備的產業。基業是神對眾兒女的應許，藉著神的道可以支取這個

應許。 

 

二十一章：回耶路撒冷 

 

沿途的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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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羅：找著了門徒，就在那裡住了七天。他們被聖靈感動，對保羅說：「不要上耶路撒

冷去。」（21:4） 

 在該撒利亞：我們在那裡多住了幾天，有一個先知，名叫亞迦布，從猶太下來，到了我們

這裡，就拿保羅的腰帶捆上自己的手腳，說：「聖靈說：猶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綁

這腰帶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裡。」我們和那本地的人聽見這話，都苦勸保羅不要上

耶路撒冷去。（21:10-12） 

 聖靈事先提出警告，保羅將會在耶路撒冷被綑綁。對於這個警告，保羅和弟兄姊妹有不同

的反應。弟兄姊妹苦勸保羅，叫他不要上耶路撒冷，保羅卻執意要去。哪個反應才是對

的？弟兄姊妹是出自好心，保羅不肯聽勸，是否過於固執，辜負了眾人的好意？ 

 保羅早已得到聖靈的啟示，知道將會遭遇捆鎖患難。但他知道，這一切都是主的旨意。他

願意順服主，走完主要他走的路程：但知道聖靈在各城裡向我指證，說有捆鎖與患難等待

我。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

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20:23-24） 

 保羅被捕後，主耶穌向他顯現，說明這一切都是他的旨意，要保羅在耶路撒冷和羅馬為他

作見證：當夜，主站在保羅旁邊，說：「放心吧！你怎樣在耶路撒冷為我作見證，也必怎

樣在羅馬為我作見證。」（2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