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行傳(七)13:1~14:28 保羅第一次宣教
門徒被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教會正式對外邦人的差傳宣教也是從安提阿
教會開始，聖靈差遣巴拿巴和保羅，開始把福音傳給外邦人，成為外邦人的使徒，
從此福音便臨到萬邦，直到地極。雖然在傳福音的過程中，猶太人和撒但的權勢
都在攔阻福音，逼迫使徒，但終究福音要傳遍天下，直到耶穌基督再臨。
一. 聖靈差遣 13:1-3
安提阿教會有猶太人和外邦人，他們彼此和諧相處，教會的恩賜全備，被建造得
愈加成熟(弗 4:11-16)，就能被主託付更重的使命與責任，將福音傳揚出去。
＊ 先知和教師：神在教會設立的職分和恩賜(弗 4:11; 林前 12:10, 28; 羅 12:7)。
1. 先知：神在教會中設立先知，有啟示性的恩賜，不僅是能預知未來，也可
知道人的隱情，來造就、安慰、勸勉，和印證，幫助建造教會，成全聖徒。
2. 教師：耶穌在世三年半的服事主要是教導(徒 1:1)，大使命也要門徒教訓
萬民遵守主道，聖靈也是我們的教師(約 14:26; 約一 2:27)。
＊ 教會領袖：巴拿巴第一，保羅最後，可能是因年紀或在教會中的地位而排名。
1. 西面：尼結是「黑」的意思，學者認為他是猶太人和非洲人的混血。有人
認為也許是古利奈人西門(可 15:21)，他們夫妻可能照顧過保羅(羅 16:13)。

＊
＊

＊
＊
＊

2. 路求：可能是五旬節第一批信主的人(徒 2:10)，把福音傳到安提阿。
3. 馬念：猶太歷史提到大希律有個顧問名叫馬念，而安提阿教會的馬念是和
大希律的兒子，分封之王的希律一同長大，很可能是這位顧問的後裔。
事奉主：先知和教師不僅服事教會弟兄，更重要的是事奉主。因為藉著與主
親近，才能明白神的心意，也才能按著神指示行事，順服主，也與主同工。
禁食：目的是刻苦己心(賽 58:3)，舊約只在贖罪日(利 23:27)和普珥日(斯 9:31)
禁食，法利賽人以每週禁食兩次作為宗教義務(路 18:12)。耶穌提到祂離開後，
門徒要禁食(太 9:15)，謙卑捨己，尋求祂的面和祂的旨意。
聖靈說：代表父、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神在說話，巴拿巴和掃羅被分派出去，
他們原是先知和教師，被神差遣之後，就成了使徒〔奉差遣〕(徒 13:8)。
禁食禱告：即便他們明白神的旨意，仍謙卑在神面前，將自己交託給神。
按手在他們頭上：教會奉基督的名，按祂的旨意，按立他們作傳福音的使者，
分賜恩賜(提前 4:14; 提後 1:6)，為他們祝福，差派他們出去(徒 14:26)。

二. 到居比路 13:4-12
巴拿巴和保羅向外邦人傳福音，眼前充滿許多未知和危險，他們要更倚靠聖靈，
要時時被聖靈充滿，才能使人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徒 26:18)。
＊ 居比路〔塞浦路斯〕：地中海的一個大島，是巴拿巴的故鄉(徒 4:36)。
＊ 猶太會堂：撒拉米是居比路的大城，住有許多猶太人，有猶太人聚集之地，
就有猶太會堂，安息日猶太人在那裡聚會，敬拜神，誦讀聖經(徒 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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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講神的道：掃羅是法利賽人，熟悉聖經，被稱為拉比，進到猶太會堂講解
＊
＊
＊
＊

聖經是很自然的。雖然掃羅是外邦人的使徒，但福音先傳給猶太人(羅 1:16)。
約翰作幫手：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西 4:10)，門徒常在他家聚會(徒 12:12)，
可能是富貴人家的子弟，從耶路撒冷跟隨巴拿巴和掃羅(徒 12:25)。
帕弗：他們從最東岸的撒拉米，到最西岸的帕弗，把福音傳遍全島。帕弗是
居比路的行政中心，當中有著名的維納斯神廟，充滿黑暗的勢力。
巴耶穌：這是猶太名，意思是「約書亞之子」
，又名以呂馬，他藉屬靈惡勢力
行法術，違背舊約律法(申 18:9-12)，假充先知，其實是魔鬼的兒子。
方伯士求保羅：羅馬帝國中有些地方隸屬「元老院 Senate」
，居比路就是其中
之一，當地行政長官稱為「方伯 Proconsul」，由元老院指派，一年一任。

＊ 抵擋使徒：耶穌指明將有假先知出現(太 7:15; 24:11)，背後都是撒但的權勢，
抵擋神並祂的受膏者，也抵擋神所差的僕人，叫人離開信心，不信真道。
＊ 保羅被聖靈充滿：要抵擋撒但的勢力不是靠著血氣，而是靠著真理的聖靈，
才能勝過魔鬼欺謊的靈，就能使人脫離黑暗的迷惑，進入自由與光明。
＊ 以呂馬眼瞎：就如法老的術士抵擋摩西和亞倫，結果受到懲治(出 9:11)。
＊ 掃羅又名保羅：掃羅是猶太名字，他是便雅憫支派(腓 3:5)，在猶太人當中就
用這名。保羅是希臘名字，因為他生來是羅馬人(徒 22:28)，後來他在外邦人
當中傳道，就一直用保羅這名字，不再用掃羅。
三. 進猶太會堂 13:13-52
保羅一行離開居比路，到旁非利亞，往彼西底去，那一帶也稱加拉太，在現今的
土耳其，海拔約三、四千英尺，沿路地勢險峻，經常有盜賊出沒。保羅初到那裡
傳道，可能因水土不服而生病(加 4:13)，在那裡建立的教會就稱加拉太教會。
＊ 馬可離開：馬可吃不了苦，就離開他們，回耶路撒冷，保羅為此極為不滿。
後來也因著馬可是否再能加入宣教，而導致保羅和巴拿巴分手(徒 16:36-41)。
＊ 進猶太會堂：保羅傳道的策略先是猶太人，後是外邦人。若當地有猶太會堂，
他就以法利賽人的身分到會堂傳道(徒 22:3; 腓 3:5)。他因熟悉聖經，每次就
本著聖經傳講神所應許的救主彌賽亞已經來了，祂就是耶穌。
＊ 陳述以色列人的歷史：聖經記載神帶領以色列，應許彌賽亞要作他們的救主。
1. 揀選以色列：神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成為神的子民，進到神應許的迦南地。
2. 設立大衛王：經過多年，神選立合祂心意，遵祂旨意的大衛，作以色列王。
3. 預備救贖主：從大衛的後裔中，神應許為以色列人預備救主(太 22:42)。
4. 約翰作見證：約翰是公認的先知，為彌賽亞作見證，許多猶太人都知道他。
＊ 宣告彌賽亞已經降臨：以色列人所盼望的事已經實現，應驗經上的話。
1.
2.
3.
4.

百姓的無知：猶太人常誦讀聖經，但因心硬，不認識彌賽亞(林後 3:14)。
彌賽亞被殺：卻應驗經上的話，祂要受難，擔當眾人的罪(賽 53:4-6)。
從死裡復活：靠著神的大能勝過死亡，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
我們作見證：我們從彌賽亞蒙恩得救，領受福分，也要為祂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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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為彌賽亞作見證：彌賽亞道成肉身，完成救贖的工作，從苦難進到榮耀。
1. 神的兒子：祂有神的性情，聖潔、無罪，太初就與神同在(詩 2:7; 羅 1:4)。
2. 大衛的子孫：祂成為人，擔當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賽 55:3; 羅 1:3)。
3. 從死裡復活：為要藉著死敗壞掌死權的，勝過罪和死(詩 16:10; 來 2:14)。
＊ 大衛死了：大衛寫這首詩不是指自己或其他人，而是指彌賽亞。大衛被聖靈
感動，寫了許多詩篇，就是為彌賽亞作見證(太 22:43; 徒 2:25-35; 4:25-26)。
＊ 保羅的警告：神行事奇妙，不是用人的理性可以明白，所以不要憑人意眼見，
或人定的傳統，而是存謙卑受教的心來領受，免得先知的話臨到自己身上。
1. 靠著信心就得赦罪(約 3:18)，也就是因信稱義，義人必因信得生(哈 2:4)。
2. 不信就被定罪，即使神說話，也把信心賜給人，若不信，仍得不著(哈 1:5)。
＊ 眾人的反應：保羅的話帶來極大的震撼，他們想不到所盼望的應許竟然實現。
1. 相信：因著信就跟從保羅和巴拿巴，即刻領受神的恩典，不必遲延。
2. 不信：他們沒有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其反應可分成以下三個階段：
a. 客氣觀望：一時不能會意，想要更深入的瞭解，相互討論，說說聽聽。
b. 言語攻擊：發生激烈爭辯，用毀謗和威脅的話，想使保羅生畏退縮。
c. 下手逼迫：認定基督教的福音是猶太教的威脅，必要除之而後快。
＊ 合城的人都來：根據考據，彼西底的安提阿是羅馬的殖民城市，是商業和文
化中心，但猶太人早在兩百年前就遷入該地，對當地有相當的影響，猶太會
堂也有一些歷史，其內外空間足以容納「合城的人」。
＊ 滿心嫉妒：希臘文「Zelos」
，有時譯為「熱心 zeal」
，有時譯為「嫉妒 jealousy」
。
＊
＊
＊
＊

＊

當人把熱心錯用了，以自我為出發點，就會變成嫉妒(羅 10:2-3)，逼迫別人。
先是猶太人：這是神施恩的順序，外邦人為其次(羅 1:16; 3:2; 9:4-5; 創 12:1-3)。
不配得永生：永生是白白的恩典，若不接受，就白白的失去。
外邦人的光：指彌賽亞(賽 49:6)，印證在耶穌的身上(路 2:30-32)，也印證在
傳福音的人，使外邦人的眼睛得開，脫離撒但，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徒 26:18)。
預定得永生：永生在神的兒子裡(約一 5:11)，凡得永生的人，都是神在創世
之前，在基督裡所揀選的(弗 1:4)。不是神為人做決定，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
做決定，只是神已預先知道人的決定，就預定他得永生(羅 8:29-30)。
猶太人的挑唆：顯示猶太人在當地有相當的影響力，過去猶太人逼迫耶穌和
祂的門徒，後來也是如此(帖前 2:15-16)。挑唆不了別人時，就自己下手逼迫。

＊ 跺下腳上塵土：表示自己的責任已了，見證他們的不是(路 9:5; 10:11)。
＊ 被聖靈充滿：文法上，這是持續的動作，聖靈是我們得救得贖的憑據，聖靈
充滿的意義是被聖靈掌管，聖靈浸透我們全人，使我們常常喜樂，進入神國。
四. 傳道與逼迫 14:1-20a
保羅和巴拿巴傳福音的策略是先傳給猶太人，後給外邦人。但不信的猶太人認為
他們所傳的是褻瀆的道，鼓動眾猶太人生亂，稱基督徒是「拿撒勒教黨(徒 24:5)」
。
所以要逼迫他們，逼迫的方式多半是聳動外邦人攻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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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哥念：位於羅馬通巴比倫的交通要道，是個繁榮的城市，也有猶太人聚集。
＊ 不順從的猶太人：指不接受福音，不相信耶穌是彌賽亞，不認祂是主和救主。
猶太人所盼望的就是等候彌賽亞的來臨，現在有人在傳這福音，他們必須做
一個選擇，接受或不接受；若不接受，不順從，神必討他的罪(申 18:18-19)。
＊ 神蹟奇事：保羅在加拉太傳福音是藉著神蹟印證所傳的道(加 3:4)。
＊ 城裡分黨：彌賽亞來使人起了紛爭(路 12:15)，不是相信，就是不信。信的人
有永生，成為神的兒女(加 3:26)，不信的人就沒有永生(約 3:36)。
＊ 使徒逃往別處：面對逼迫不是抵擋，而是要逃避，並要隨走隨傳(太 10:23)。
＊ 見他有信心：信心是神的恩賜(林前 12:9)，有時自己不知道，需要藉著別人
的信心來挑旺，就能成就神所要做的工作(羅 1:12; 提後 1:6)。
＊ 神成人形：路司得的考古挖掘到宙斯廟，裡面有宙斯和希耳米的雕像，傳說
〔Ovid 的詩〕這兩位曾化作人形拜訪呂高尼，有一家庭因接待他們而得賞賜。
1. 丟斯：希臘眾神之主宙斯，看來比較年長，眾人以為巴拿巴就是宙斯。
2. 希耳米：宙斯的信差〔釋經學的字根就是由這字來的〕，宙斯不常說話，
而藉希耳米傳話，保羅常帶頭說話，人們以為保羅就是希耳米。
＊ 撕開衣裳：猶太人痛心〔褻瀆的事〕和自表卑微的表示(太 26:65; 書 7:6)。
＊ 保羅講道：保羅對猶太人講道就引用舊約律法，證明耶穌就是彌賽亞。但對
外邦人講道，則沒有引用舊約，而是講述他們能聽得懂的事(徒 17:22-31)。
1. 有一位神：祂是獨一的真神，而不是虛妄的偶像，人因無知就不認識祂。
2. 祂的作為：祂創造天地宇宙萬物，並賜下生命，叫人不能否認祂(羅 1:20)。
＊ 用石頭打保羅：對不信的猶太人而言，保羅是該死的(約 10:31-33)，保羅經歷
許多逼迫磨難，但神卻保守他(林後 11:23-27)，保羅寫給加拉太人的信提到他
身上帶著耶穌的印記，可能指他在那裡受逼迫時的傷痕(加 6:17)。
五. 建立加拉太教會 14:20b-28
保羅第一次宣教，建立了加拉太教會，在外邦人中開了信道的門，福音正式臨到
外邦人，從此福音開始傳到地極，地上萬民都要蒙恩，進到神的國。
＊ 特庇：是加拉太地區的東南邊界，可能猶太人以為保羅死了，就不再追蹤。
＊ 勸勉：保羅和巴拿巴順著原路回去，回程不再公開佈道，而是堅固門徒的心，
福音的大使命不僅使人信而得救，更要作門徒，遵守祂的教訓(太 28:18-20)。
＊ 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得救是白白的恩典，但進神國必須付代價，
也就是效法基督，信心經過試煉，與祂一同受苦，也一同進到榮耀的神國。
＊ 選立長老：長老 presbuteros 的原文是長者的意思，被用於教會領袖的職稱。
就如有選立執事的原則和條件(徒 6:3)，選立長老也有其標準(多 1:5-6)。
＊ 禁食禱告：教會雖然發展成為一個組織，但權柄卻是神賜的，藉著禁食禱告，
使徒把教會交託主，教會的負責同工都要向神交帳(彼 20:28; 彼前 5:1-4)。
＊ 宣教見證：保羅和巴拿巴由敘利亞的安提阿教會差派出去宣教，那裡是他們
宣教的基地，所以結束宣教之後，就返回那裡，向教會報告他們宣教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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