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宣教旅程

使徒行傳

保羅跟巴拿巴，在十五章的結尾分道揚鑣，各組福音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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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並不是排斥年輕同工，
¾ 第十六章 ─ 保羅旅行佈道到特庇的時候，
就揀選了提摩太這個年輕的弟兄，加入了傳福音的行列
¾ 馬可沒有能夠進入保羅的福音隊，聖經繼續講到…
提後四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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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宣教 安提阿

特庇 路司得

保羅來到特庇，又到路司得。
在那裡有一個門徒，名叫提摩太，
是信主之猶太婦人的兒子，父親是希臘人。

十六1

有非常好的信仰基礎、熟悉聖經、也有好的名聲，
後來提摩太是保羅終生的好同工，甚至保羅說 ─

在主裡面，提摩太是我所親愛有忠心的兒子。
z 保羅十三封書信當中，提摩太前、後書是寫給提摩太的
z 有六卷書跟提摩太一起寫信給其他的教會 ─
哥林多後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後書、腓利門書

z 其他的書信裡，保羅提到提摩太有十七次之多

讓我們生命當中，都有保羅來帶領我們；
也讓我們成為別人生命中的保羅，
許多的提摩太因著你我的服事，能夠被上帝栽培出來。

馬可在傳道的事上於我有益處。
保羅不是討厭馬可，而是在 ─
權衡整個福音出擊的任務、屬靈爭戰中，
帶領同工的當下，必須有所取捨；
巴拿巴比較寬大，堅持帶著馬可，
組成了另一個福音隊、有另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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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十六至十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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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庇 路司得

當保羅帶提摩太起來服事的時候，當下的福音策略 ─
仍然是走遍一些城市，先進入會堂來傳福音…
十六3b

只因那些地方的猶太人都知道他父親是希臘人，

就給他行了割禮。
為提摩太行割禮 ─
不是為了得救的緣故，是為了事奉的緣故。
後來這個團隊有效的不再去為著 ─
猶太人跟外邦人之間的紛爭、能夠合一的往前去
往前去，
，
這是保羅的智慧，
¾ 在純正的、得救的福音真理當中，保羅絲毫不讓步
¾ 在為著服事外邦人、為著服事團隊的合一、
有效的能夠將福音廣傳，保羅很願意讓步

第二次宣教 安提阿
十六5

特庇 路司得

於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

第二次宣教 安提阿
十六6-7

整個使徒行傳，有六次的所謂福音大躍進…
神的道興旺起來。
在耶路撒冷，七個執事被選出來的時候…
2. 九31 當掃羅歸主之後，
猶太、加利利、撒馬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被建立…
3. 十二24 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
希律在逼迫基督徒當中卻暴斃了，
敵對的勢力被上帝剷平、懾服
4. 十六5 耶路撒冷大會之後，
外邦人跟猶太人當中的疑慮能夠澄清，
福音隊再次出發進外邦世界傳福音，
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
1.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細亞講道，

他們就經過弗呂家、加拉太一帶地方。到了每西亞的邊界，
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

六7

第二次宣教 安提阿

特庇 路司得 特羅亞

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
站著求他說：「請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
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
以為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裡的人聽。

十六9

路加醫師參與了佈道的行列
這個時候，福音開始進入歐洲，
福音沒有在亞洲、沒有在亞西亞傳，而是進入歐洲…
然後繞著地球跑著一圈，
亞洲世界領受福音就整整晚了一千年。
這是上帝的福音策略 ─ 馬其頓的異象中看見，
= 福音傳遞的路線跟方式 ─ 上帝來決定
= 福音的進展 ─ 聖靈來定奪

特庇 路司得 特羅亞

歐洲

省份 ─
庇推尼

特羅亞

加拉太
城市 ─
以哥念
安提阿
路司得

加拉太

每西亞
弗呂家

亞西亞
彼西底的
安提阿

以哥念

路司得
安提阿

十六8

他們就越過每西亞，下到特羅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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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要進入歐洲了！

特庇 路司得 特羅亞 腓立比

當保羅領受了馬其頓的異象，
腓立比
馬其頓
立刻他的同工團隊就踏上了馬其頓，
第一個城市就是腓立比…
那個地方沒有會堂，
特羅亞
猶太人被擄之後散居在外邦各處，
有十個猶太男人聚集的地方，就可以成為一個會堂
那裡有一個禱告的地方，
我們就坐下對那聚會的婦女講道。
有一個賣紫色布疋的婦人，名叫呂底亞，
是推雅推喇城的人，素來敬拜神。
她聽見了，主就開導她的心…她和她一家領了洗
洗。

十六13b-15a

呂底亞得救之後就接待保羅，
腓立比的教會可能最初就是在呂底亞的家裡，成為福音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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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庇 路司得 特羅亞 腓立比

保羅繼續傳福音大有果效；有一個被鬼附的使女…
「這些人是至高神的僕人，對你們傳說救人的道。」
她一連多日這樣喊叫，保羅就心中厭煩，轉身對那鬼說：
「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從她身上出來！」

十六17-18

這個使女的主人從前靠著使女來賺錢得利，
沒機會了就很氣，把保羅抓起來關在監牢裡…

四福音當中鬼也都認識耶穌，
耶穌是否接受撒但給祂的見證呢？是否定的！
¾ 我們不能只看表面很有果效，
就容許他繼續作廣告、作見證
¾ 保羅沒有容許，就如同耶穌不容許鬼替祂作見證，
相對的，保羅釋放這個被鬼附的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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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庇 路司得 特羅亞 腓立比

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神，
眾囚犯也側耳而聽。
忽然，地大震動，監門立刻全開…

十六25

禁卒嚇壞了，以為囚犯都會逃跑，
透過保羅跟西拉的事奉，沒有一個囚犯逃跑。
十六31

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第二次宣教 安提阿

特庇 路司得 特羅亞 腓立比

在所服事的華人教會當中，就曾有類似的問題發生 ─
有人似乎藉著某一個靈，可以很準確的講述
在教會中需要面對我們裡面的問題、使得教會被潔淨…
呼籲大家要悔改、要聖潔。
是不是聖靈呢？需要被察驗…
他雖然講得很準確、很靈驗，可是卻帶來非常多的不安；

凡靈是認耶穌為基督的，祂才是真正從神而來的，
不能只是他講得很準、很靈，
我們就都相信、全盤的接受。
保羅趕出了這個使女生命當中的鬼，
反而被關下監，
這個時候真是不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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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庇 路司得 特羅亞 腓立比 帖撒羅尼迦

保羅傳福音的時候，跟監獄、鎖鍊脫不了關係，
真正見證舊約聖經詩篇所說 ─
上帝要在我們的敵人面前，為我們擺設筵席。
保羅在被關、被捉拿、被逼迫的當下，能夠為主得人。
十六37

保羅卻說：「我們是羅馬人。」

當我們接受耶穌作我們救主的時刻，
家人最能夠從我們的生命當中看見上帝的作為，

我們願意為上帝的緣故受逼迫，也不用去追著逼迫，
受逼迫是要有代價的，
馬其頓
腓立比
暗妃波里
是能夠為主作見證的…

當我們尊耶穌為聖，

保羅是羅馬人，

生命當中經歷上帝更新改變的時刻，
家人比其他人更有機會看見 ─ 在你裡面的耶穌…

帖撒羅尼迦

可以自由的來往去傳福音…
到了帖撒羅尼迦，也就是呂底亞的家鄉。

特羅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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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庇 路司得 特羅亞 腓立比 帖撒羅尼迦

我們服事主當中，常常為著教會的復興來禱告，
教會的復興不是只有對基督徒有好處的，
在上帝作為顯明的時候，
其實是動搖了撒但國度的根基，
撒但會有一些反撲的行動！

帖撒羅尼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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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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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十六9

當時效果非常的好，有許多人信主；
可是有正面的效果，一定有負面的效果，

z 福音進展的路徑，平行線就是教會所受的逼迫

十七1b-3

十七5a

但那不信的猶太人心裡嫉妒。

又是老問題…，然後又是聚眾，把他們拿去交官，
十七6b

喊叫說：「那攪亂天下的也到這裡來了！」

保羅傳福音的時候，真是帶來了極大的轟動。

愛我們的耶穌，我們感謝你，

禱告

讓我們生命當中領受了福音、
也經歷到福音是你的大能，
我們可以被你改變、被你翻轉、
可以逐漸尊你為大、也以你為樂，
以致於我們站起來可以為你作見證的時刻，
不論藉著口說，不論藉著身體力行來行出你的真理，
我們真的知道 ─ 你的福音大有能力。
讓我們常對自己抱著這樣子的期望 ─
= 我們要成為你手中好用、合用的器皿
= 向這個世代繼續見證 ─
你福音的能力要帶來屬天的醫治跟釋放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
並且反對的人也多。 福音的果效也包含逼迫

z 傳福音的人一面受逼迫，福音一面不斷的被擴展

讓我們傳福音的時候，不怕艱難、逼迫，不去在乎果效如何，
聖靈親自要來印證我們所傳的道，不論是神蹟奇事、言語…
福音的果效是隱藏不住、關鎖不住的。
求主恩待，讓我們生命當中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