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行傳(九)16:1~18:23 保羅第二次宣教
第一次宣教由巴拿巴帶領，保羅輔助，但第二次宣教保羅則作領袖，他帶領一些
同工跟隨他，有許多事必須保羅自己來做決定。然而，保羅並不是按己意而行，
聖靈管制並引導保羅，讓他與聖靈同工來傳福音，不是靠保羅的智慧聰明，而是
靠聖靈和大能的明證，使他面對各樣的艱困逼迫，靠著聖靈得勝。
一. 保羅第二次宣教之行 16:1-10
保羅從陸路來到加拉太，目的本來是為探訪他第一次宣教所建立的教會，並宣達
耶路撒冷會議的決議。後來他被聖靈引導，到了馬其頓和亞該亞，也就是把福音
傳到歐洲。在這行程中，有西拉、提摩太，和路加醫生，加入成為保羅的同工。
＊ 提摩太：路斯得人，可能在保羅第一次宣教時，全家被帶信主(提後 1:5)。
1. 父親希臘人，母親猶太人，名叫友尼基，外祖母羅以(提後 1:5)，在她們
的教導下，提摩太自幼明白聖經(提後 3:14-15)，品行端正。
2. 保羅得力的幫手，他和提摩太情同父子(腓 2:19-22; 提前 1:2)，在保羅的
十三封書信中，有十封提到提摩太，希伯來書也提到他(來 13:23)。
＊ 提摩太行割禮：照猶太規矩，猶太婦女所生的，就是猶太人，提摩太的父親
雖是希臘人，但仍是猶太人，必須行割禮。這是尊重猶太文化的考量，而非
得救的條件(加 5:6; 6:15)。〔提多是外邦人，保羅就不為他行割禮(加 2:3)〕
＊ 聖靈引導：
「聖靈」和「耶穌的靈」都是指著神自己。聖靈引導保羅並非事先

＊
＊
＊

＊

告訴他要如何，有時候允許保羅按自己的判斷做決定，若他所做的超出神的
旨意，神才提醒他(賽 30:20-21)。因為保羅對聖靈敏銳，才能明白神的旨意。
亞西亞：並不是現今的亞洲，而是羅馬的一省，是交通必經之地，人文薈萃
之處。保羅想去那裡傳福音，但神的意思不要保羅現在去，而是以後再去。
庇推尼，每西亞：都是羅馬的省分，福音後來也傳到那裡。
特羅亞：每西亞的港都，離木馬屠城記中的特洛伊不遠，聯結地中海和黑海
的交通要道。凱撒大帝想以此為帝國首都，但沒有成功。後來君士坦丁大帝
在此建立君士坦丁堡，就是現在的伊斯坦堡，成為橫跨歐亞兩洲的大都會。
馬其頓的異象：神不要保羅去亞西亞和庇推尼，而要他去馬其頓，目的是要
保羅現在把福音帶到那裡，並且神為他們預備另一位重要的同工路加醫生。

＊ 我們：使徒行傳之前的敘述都是第三人稱，在這裡用第一人稱複數，很可能
作者路加在這時與保羅相會。使徒行傳另外還有「我們」的部分，表示作者
的第一手資料，都是他的親身經歷(徒 20:5-21:8; 27:1-28:16)。
二. 馬其頓的呼聲 16:11-40
馬其頓是亞歷山大大帝的故鄉，地理上屬於歐洲，那裡是與東方文化截然不同的
領域，但福音卻超越人種、文化、思想、觀念的藩籬，直指人心靈深處的需要，
聖靈也在人心叩門，使凡渴望永生的人都蒙恩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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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是亞歷山大之父腓立所建的城市，為羅馬著名的 Egnatian 大道東端，
是重要的戰略要地，有羅馬軍隊駐防。羅馬皇帝賦予該城享有和意大利本土
同樣的權利，故稱為「頭一個城 Chief city」。
＊ 河邊禱告的地方：腓立比沒有猶太會堂，顯然沒有太多的猶太人住在該城，
但安息日在河邊有婦女禱告會。保羅沒有猶太會堂可去，只好去婦女禱告會。
＊ 呂底亞：推雅推喇城的人〔那裡有猶太社和會堂〕
，賣紫色布疋，當時是高級
的紡織品，賣給貴族商賈，呂底亞可能是成功的企業家。
1. 主開導她的心，留心聽保羅的話：福音不是個人工作，而是與聖靈同工，
聖靈使人悔罪(約 16:8)，藉著人的口，使聽的人有信心得救(羅 10:17)。
2. 她和她全家受洗：當時的社會包括親屬家人和家中奴隸，他們行動一致。
＊ 巫鬼所附的使女：巫鬼的原文是「Python」
，是希臘神話中被太陽神阿波羅殺
死的一條大蛇，後來成為阿波羅的象徵。在阿波羅神廟，女祭司被「Python」
附著，說出阿波羅的「神諭」，來預知未來的事，其實就是被邪靈附著。
＊ 保羅趕鬼：巫鬼喊保羅是「至高神的僕人，傳救人的道」聽起來很有道理，
保羅趕鬼不是憑表面的話來判斷，而是從靈裡判斷。魔鬼心裡沒有真理，但
會模仿真理，用一些表面事實卻行虛假的事(林後 11:13-15)。
＊ 猶太人騷擾本城：雖然猶太人佈散各地，但他們不融於羅馬社會，且前不久
〔A.D.49〕
，革老丟皇帝下令猶太人都要離開羅馬，猶太人更是成了眾矢之的。
1. 不合習俗：羅馬人允許多神崇拜，傳獨一的真神與他們的習俗衝突。
2. 不合律法：猶太教雖為法定宗教，但並不允許積極領羅馬人改信猶太教。
＊ 保羅被修理：官長為平息眾怒，且對猶太人不滿，就輕率地懲治保羅和西拉。
＊ 獄中的神蹟：保羅和西拉遭患難時沒有怨天尤人，卻禱告唱詩，就帶來神蹟。
1. 地大震動：監門大開，囚犯的鎖鍊鬆開，不再被捆綁。
2. 囚犯不逃走：按人的本性，犯人一定會逃走，但他們卻受感動而不逃走。
3. 禁卒要自殺：羅馬法律定規，若犯人逃走，看守的人要判死罪。
＊ 禁卒全家得救：保羅講道，勸他們「信主耶穌」
，接受耶穌為主和救主，信道
從聽道來的(羅 10:17)，神的話語使人的信心堅固。個人蒙福帶來全家的祝福。
＊ 羅馬人：羅馬帝國非常重視法律，按羅馬法律，羅馬公民在未經審判之前，
不能受到懲罰。當時猶太人中有羅馬公民權的，保羅生來就是(徒 22:28)。
＊ 呂底亞家：初代教會的模式是家教會，可能呂底亞家形成家教會。後來保羅
離開腓立比，去帖撒羅尼迦，路加又用第三人稱，可能他在腓立比牧養他們。
三. 帖撒羅尼迦的騷亂 17:1-15
帖撒羅尼迦是羅馬帝國馬其頓省的首府，為亞歷山大的妹夫所建，按他妻子的名
給城取名。是個經濟繁榮，人口眾多的商港，住有許多猶太人，並有猶太會堂。
＊ 猶太會堂：帖撒羅尼迦是繁榮的商業城市，猶太人在當時多半是經商致富，
愈是繁榮的城市，愈住著許多猶太人，就形成猶太人的社區，並有猶太會堂。
猶太人由於經濟富裕，在當地社會有相當的影響力，許多外邦人也加入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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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的規矩：保羅傳福音先傳給猶太人，再傳給外邦人。猶太人安息日聚會，
通常有拉比講解聖經，他以法利賽人的身分一連三個安息日在會堂講道。
＊ 猶太人的逼迫：不信的猶太人嫉妒有許多敬虔的外邦人信道，就逼迫保羅。
1. 手段：招聚市井匪類〔花錢買通〕，藉外邦人之手，進行逼迫。
2. 罪名：控告保羅是攪亂天下的，因為他們不信耶穌是彌賽亞，就控告保羅
想造反，宣傳另一個王耶穌。提醒他們，除了該撒，沒有別的王(約 19:15)。
＊ 地方官的反應：猶太人常為猶太宗教和律法條目進行訴訟，當時的羅馬官員
不想管這些事，因為這些與羅馬法律無關，官員不想惹事，就息事寧人。
＊ 保羅到庇哩亞：庇哩亞在帖城西南 70 公里處，這裡的人較有文化，聽到保羅
所傳的道，就天天考查聖經，要看耶穌究竟是不是彌賽亞。就有許多人相信。
但帖城的人追蹤而來，使保羅不得不離開，到了 300 多公里外的雅典。
三. 福音進到亞該亞 17:16-34
保羅到雅典並不在他計劃中，他在那裡只是等候西拉和提摩太。雅典是希臘文化
的發源地，屬亞該亞省〔希臘〕，那裡的思想觀念是人本、且屬世的。他們雖然
崇拜多神，但對這些神都敬而遠之，不相信神和人能有親近的關係。他們不相信
靈魂不朽，也不相信死人能夠復活。基本上，希臘人對人生的看法沒有盼望。
＊ 亞略巴谷：原文是「戰神山」之意，幾百年來一直是雅典的公共集會場地。
＊ 保羅的講道：保羅在猶太會堂，常引用舊約來證明耶穌是彌賽亞。保羅面對
學識淵博，思維縝密，在文藝、宗教都有相當修養的雅典市民，他講的內容
和引用的詞彙都是雅典人所熟悉的，他對希臘文化有相當的素養。另一方面，
保羅所講的一點都不違背聖經，每一句話都可在聖經上找到佐證。
1. 神的屬性，是宇宙的造物主：創造萬有(創 1:1-31)，天地的主(申 10:14)，
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王上 8:27)，不用人服事，好像缺少什麼(詩 50:10-12)，
自己將生命氣息賜給萬人(賽 42:5)。這樣的神，是雅典人所不認識的。
2. 人的本質，是神所造的：神從一本造出萬族(創 2:7)，住在全地(創 11:9)，
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申 32:8)。人的生命氣息都是神給的。
3. 神和人的關係：要叫人尋求神(賽 65:1)，神離人不遠(申 4:7)，我們生活、
動作、存留，都在乎祂(伯 12:10)，我們也是祂所生的(瑪 2:10)。
4. 人的無知：把神當作偶像(但 5:23; 賽 46:5-7)，神並不鑑察(賽 25:7)。
5. 神預備救主：神要人悔改(詩 2:10-12; 賽 55:5-7)，神設定日子(賽 2:2, 12)，
讓這位救主按公義審判天下(詩 96:13; 賽 9:7; 11:4)，並且叫這救主從死裡
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賽 53:10-11)。這是希臘人前所未聞的事。
＊ 聽眾譏誚保羅：約在公元前五百年，希臘悲劇作家阿基拉描述亞略巴谷刻著
太陽神亞波羅的神諭：
「塵土收取人的血肉身體，一旦他死了，就沒有復活。」
雖然亞略巴谷是自由論壇之地，但人們言論的底線是「人死了絕無復活。」
＊ 保羅傳道的結果：由於希臘人不信復活和靈魂不朽，他們的觀念根深蒂固，
只有少許人信主，保羅也沒有久留雅典，新約也沒有提到雅典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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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羅在哥林多 18:1-17
福音到繁華富足的城市，人們的心靈卻是飢渴，需要福音，神也在那裡預備祂的
百姓。保羅只是神的器皿，凡順從聖靈引導的，就能為神結出福音的果子。
＊ 哥林多：亞該亞〔希臘〕省的首府，是繁華的大都會，也是羅馬帝國中道德
最敗壞的城市。當地有「愛神廟」
，號稱有一千廟妓，吸引大批觀光和朝聖客。
＊ 亞居拉、百基拉：這是有名的夫妻，有六次夫妻聯名記在新約，但四次妻子
列名丈夫前面，可能百基拉較活躍。直到保羅殉道之前，他們都和保羅同工。
＊ 猶太人離開羅馬：皇帝革老丟於公元 49 年下詔，命令所有的猶太人離開羅馬。
＊ 保羅初到哥林多：保羅在雅典傳福音不是很成功，影響他的信心(林前 2:3)。
1. 保羅傳復活的基督，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語，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林前
2:1-5)。希臘人不信復活，這觀念甚至影響後來的哥林多教會(林前 15:12)。
2. 保羅可能盤纏用盡，投奔亞居拉那裡打工，保羅並不用靠福音養生的權柄
(林前 9:13-15)。〔法利賽人除被訓練解經外，也學習養生的一技之長〕
＊ 哥林多猶太會堂：保羅以猶太人為先，但猶太人不信，反而抗拒，毀謗這道。
猶太人不接受彌賽亞被釘十字架的信息，十字架就成了絆腳石(林前 1:23)。
＊ 保羅抖衣裳：保羅表示他已盡了他的責任(結 3:16-21; 33:8-9)，猶太人不接受
這道，他們自己要負責，與保羅無關了(太 10:14-15)。
＊ 信的猶太人：把家開放成為教會，這家就在猶太會堂隔壁。
1. 提多猶士都：可能就是該猶，接待保羅並被保羅施洗(羅 16:23; 林前 1:14)。
2. 基利司布：他原是管會堂的，是猶太人的領袖，被保羅施洗(林前 1:14)。
＊ 主在異象中鼓勵保羅：哥林多是充滿異教文化的城市，主卻在那裡預備祂的
百姓。保羅不憑智慧能力傳福音，而是信靠聖靈，忠心順從祂的引導。
＊ 保羅被拉到公堂：猶太人控告猶太人，猶太人藉著外邦人的手逼迫教會。
1. 迦流：歷史記載他在公元 51-53 年擔任亞該亞的方伯〔地方首長〕。
2. 拒審：迦流看出猶太人對保羅的指控沒有道理，就把案子解散。
3. 所提尼被打：當時反猶太人的風氣正盛，外邦人趁機修理猶太人。
五. 保羅回安提阿 18:18-23
保羅原來有心在亞西亞宣教，但那時神不許他去，因為神有祂定的時候。保羅在
回安提阿的路上順道經過亞西亞的首府以弗所，為第三次宣教先預備好的根基。
＊ 堅革哩：哥林多城附近的海港，從那裡坐船往敘利亞的安提阿。
＊ 許願與剪髮：這是拿細耳人許願條例(民 6:1-21)，按文法，這人可能是亞居拉。
在當時，許願是經常被用表示敬虔的宗教行為，許願後的奉獻，榮神益人。
＊ 進猶太會堂：保羅無論到哪裡，照例先傳給猶太人，後傳給外邦人。
＊ 在以弗所傳道：以弗所是亞西亞的首府，這次聖靈不再禁止保羅在那裡傳道
(徒 16:6)，保羅傳福音後，因要回到耶路撒冷，就不在那裡久留，讓百基拉
和亞居拉在那裡開設家教會(林前 16:19)，為亞西亞的教會立下好的根基。
＊ 上耶路撒冷：保羅尊重耶路撒冷的教會，一有機會便上去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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