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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撒羅尼迦 庇哩亞 雅典

有正面的效果，負面的效果也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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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13

馬其頓
庇哩亞
帖撒羅尼迦

不要怕，不要以為遇見非常的事情；
這代表福音大有功效，
不是讓人聽了之後不知不覺的。

偶像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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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發西拉、提摩太趕快來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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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16-17

亞該亞
雅典

弟兄們隨即在夜間打發保羅和西拉往庇哩亞去。
二人到了，就進入猶太人的會堂。
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
道，
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

十七10-11

第十五課 偶像之城

前後換片、暫停

使徒行傳十七10至十八22

z 在認知的當中要查考聖經，清楚的知道主
主道的內容
的內容
z 在情感當中甘心領受，才會有意志上的決定信從

讓我們都有這樣的決心跟行動，認真的相信，
就是查考主的話，繼續瞭解所信的是或是不是，
繼續以主的話，挑戰生命當中既有的價值觀、根基，
好讓生命的根基是愈來愈多，
百分之百能夠建構在主話語的根基上。

第二次宣教
十七18a

… 帖撒羅尼迦 庇哩亞 雅典

還有以彼古羅和斯多亞兩門的學士，與他爭論。

伊比鴆魯有時翻譯以彼古羅，相信自然神論 ─
z 萬物發生都是偶然的，不論有沒有神，萬物都會發生
都會發生
z 人生的目的就是在享樂

斯多亞派屬於泛神論 ─ 萬物皆有神，
z 每一件事認為都有天意、都有命定
z 很注重思想，追求嚴謹的道德生活

保羅講道 ─ 主耶穌基督是上帝的兒子，舉證耶穌基督的復活。
希臘哲學認為善惡絕對的二元論 ─
z 人的肉身是敗壞的、只有靈才是至善的
z 耶穌復活，對他們的世界觀是說不通的…

正是肉身的復活，來破解希臘人的哲學。

第二次宣教
十七19a

… 帖撒羅尼迦 庇哩亞 雅典

他們就把他帶到亞略巴古…

他們有新書、新的事情要發表，都是在亞略巴古，
在那公開的場合當中，他們都要來聽，
保羅跟當時的人，展開公開的談話跟辯論。
保羅是跟不信主的外邦人，完全沒有猶太教背景，
是跟多神崇拜的希臘人…
十七23

我遊行的時候，觀看你們所敬拜的，

遇見一座壇，上面寫著未識之神。
萬物有神論，跟華人同胞有點類似…
都有這樣的世界觀，所有漏掉的都在這個未識之神
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告訴你們。

第二次宣教

… 帖撒羅尼迦 庇哩亞 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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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34

路加會把當代大家所認識的領袖名字列出來，
讓我們知道他們是從哪裡信主、從哪裡聽道的。
一個人信主的時候一定有一個信主的經歷，
等到他能夠起來服事眾教會的時候，都需要察驗 ─
他在哪裡信主、學道的，所聽的福音是否是純正；
使徒行傳給現代教會很好的榜樣…
就像保羅到庇哩亞也經過察驗。
當保羅講到這邊的時候，有人信從了，
路加就交代信從的人有哪些，
這些人已經是當代教會的領袖，
他們的聽道、領受福音，是這麼來的。

第二次宣教

… 帖撒羅尼迦 庇哩亞 雅典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甚麼；
缺少甚麼；
對比外邦多神崇拜，人塑造偶像、要供奉偶像
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

十七24-25

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
就如你們作詩的，有人說：「我們也是他所生的。」
就不當以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藝、心思所雕刻的金、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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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28-31

你們所敬畏未識之神，其實是真正這一位神，是創造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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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32

第二次宣教

… 帖撒羅尼迦 庇哩亞 雅典 哥林多

哥林多

雅典
這事以後，保羅離了雅典，來到哥林多。
遇見一個猶太人，名叫亞居拉，他生在本都；
因為革老丟命猶太人都離開羅馬，(主後四十九年)
新近帶著妻百基拉，從意大利來。保羅就投奔了他們。
他們本是製造帳棚為業，保羅與他們同業。
每逢安息日，保羅在會堂裡辯論，勸化猶太人和希利尼人。

十八1

猶太人的拉比，受教法師的訓練作猶太人的夫子，
同時會有一個謀生的技能，保羅就是織帳棚。
¾ 專心服事神的弟兄姐妹，以祈禱、傳道為事
¾ 另外有一些是帶職服事的，
專業的宣教士、牧師不能進入某些敏感地區，
需要有你自己本來的專業…
卻很有效果的傳福音，往往叫作織帳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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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撒羅尼迦 庇哩亞 雅典 哥林多

在哥林多的事奉，也是充滿了挑戰 ─
¾ 亞該亞的首都
¾ 海港，希臘半島南北水陸交通的要道
¾ 非常繁華的商業中心
¾ 充滿了罪惡的城市
z 各國的水手下船、在這邊享樂
z 有很有名的外邦的神廟，
供奉的祭司都是女性、都是廟妓
當代的文獻出土，提到哥林多城是 ─
水手的天堂，良家婦女的地獄。

第二次宣教

同工群當中，西拉跟提摩太，帶著教會的奉獻、為道奔波；
教會當中彼此幫補、彼此供應，
同工們不只是在服事傳道的部分，
在教會之間的連結，也非常的重要。
到了一個人的家中，這人名叫提多猶士都，
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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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信受洗。

十八7-8

在這個城市，保羅待了一年零六個月，
¾ 建立了教會，服事當地的人
¾ 同時寫成了帖撒羅尼迦前書跟後書，
帖撒羅尼迦教會面對一些教會的難題
保羅很多書信，都是在旅行佈道當中寫成的

同時它也是福音傳遞的大好機會，
除了保羅、西拉、提摩太，本來的同工團隊，
還有他投奔的亞居拉夫婦，他們一起在哥林多城市服事。

第二次宣教

… 帖撒羅尼迦 庇哩亞 雅典 哥林多

在困難當中，上帝有異象顯於保羅…
夜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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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9-10

在這艱難的城市，保羅的工作沒有被艱難卡住，
在艱難當中上帝用異象來堅固他、安慰他。
使徒行傳保羅有三次異象 ─
第一次是馬其頓的異象，第二次就是這個地方。
常常聽見有些人到處講 ─ 在異象中主對我說…
好像有一點提高自己的身價，是嗎？
因為這種態度的問題，使得旁邊的弟兄姐妹也要追求異象，
還說 ─ 為什麼我都沒有見異象，你不是不偏待人的嗎？

… 帖撒羅尼迦 庇哩亞 雅典 哥林多

第二次宣教

… 帖撒羅尼迦 庇哩亞 雅典 哥林多

你為什麼要追求見異象？異象不是自己用來自我炫耀。
保羅在哥林多城的服事，艱難、挑戰，
在一個不是很友善的城市，上帝用異象來堅固他；
如果你渴望你的生命當中有異象，
你是否渴望回應上帝的呼召，迎接生命中服事的挑戰呢？
如果你在服事的挑戰中，上帝一定會給你異象…
我們逃避了挑戰、逃避某些有壓力的環境，還想追求異象，
我們需要求上帝來鑿察我們內在的動機。
在這一回合的異象保羅被堅固了，
所以他在這個城裡住了一年零六個月。
在哥林多前後書提到，
保羅跟教會的弟兄姐妹相處有某些張力存在，
存在，
可是他仍然願意在那裡事奉。

第二次宣教

… 帖撒羅尼迦 庇哩亞 雅典 哥林多

到迦流作亞該亞方伯的時候，
猶太人同心起來攻擊保羅，拉他到公堂，
說：「這個人勸人不按著律法敬拜神。」

十八12-13

保羅正要答辯的時候，這個官就說話了 ─
為著你們律法的辯論，不要在這邊來告。
保羅的生命當中，上帝興起許多的幫助者…
哥林多
堅革哩
保羅坐船往敘利亞去；
百基拉、亞居拉和他同去。
他因為許過願，就在堅革哩剪了頭髮。
到了以弗所，保羅就把他們留在那裡。

十八18-19

保羅的事奉一路艱難，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

親愛的耶穌，感謝你，

禱告

讓我們看見福音是你的大能。
在保羅的行蹤當中雖然有艱難，
卻看見你自己的扶持、
你自己印證了他所傳的道。
主耶穌也幫助我們，讓我們活在當代，

以弗所

讓我們渴望活在你給我們生命的異象當中，
不畏艱難的，帶下你自己話語的成就。
垂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