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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跟巴拿巴，在十五章的结尾分道扬镳，各组福音队。
保罗并不是排斥年轻同工，
保罗并不是排斥年轻同工
 第十六章 ─ 保罗旅行布道到特庇的时候，
就拣选了提摩太这个年轻的弟兄，加入了传福音的行列
这个年轻的弟兄 加入了传福音的行列
 马可没有能够进入保罗的福音队，圣经继续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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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不是讨厌马可，而是在
保罗不是讨厌马可
而是在 ─
权衡整个福音出击的任务、属灵争战中，
带
带领同工的当下，必须有所取舍；
须有所 舍
巴拿巴比较宽大，坚持带着马可，
组成了另一个福音队、有另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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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宣教 安提阿

特庇 路司得

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司得。
庇
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
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父亲是希腊人。

十六1

有非常好的信仰基础、熟悉圣经、也有好的名声，
后来提摩太是保罗终生的好同工，甚至保罗说 ─

在主里面，提摩太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
 保罗十三封书信当中，提摩太前、后书是写给提摩太的
 有六卷书跟提摩太
有六卷书跟提摩太一起写信给其他的教会
起写信给其他的教会 ─
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腓利门书

 其他的书信里，保罗提到提摩太有十七次之多
他的 信里，
提
有十

让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保罗来带领我们；
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保罗，
许多的提摩太因着你我的服事，能够被上帝栽培出来。

第二次宣教 安提阿

特庇 路司得

当保罗带提摩太起来服事的时候，当下的福音策略 ─
仍然是走遍一些城市，先进入会堂来传福音…
十六3b

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

就给他行了割礼。
为提摩太行割礼 ─
不是为了得救的缘故，是为了事奉的缘故。
奉
后来这个团队有效的不再去为着 ─
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纷争、能够合一的往前去
往前去，
，
这是保罗的智慧，
 在纯正的、得救的福音真理当中，保罗丝毫不让步
 在为着服事外邦人、为着服事团队的合
在为着服事外邦人 为着服事团队的合一、
有效的能够将福音广传，保罗很愿意让步

第二次宣教 安提阿
十六5

特庇 路司得

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

第二次宣教 安提阿
十六6-7

整个使徒行传 有六次的所谓福音大跃进…
整个使徒行传，有六次的所谓
1.

神的道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 七个执事被选出来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七个执事被选出来的时候…
2. 九31 当扫罗归主之后，
犹太 加利利 撒马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 被建立
犹太、加利利、撒马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
3. 十二24 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
希律在逼迫基督徒当中却暴毙了，
希律在逼迫基督徒当中却暴毙了
敌对的势力被上帝铲平、慑服
4 十六5
4.
十六 耶路撒冷大会之后，
耶路撒冷大会之后
外邦人跟犹太人当中的疑虑能够澄清，
福音队再次出发进外邦世界传福音，
福音队再次出发进外邦世界传福音
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

他们就经过弗吕家、加拉太 带地方。到了每西亚的边界，
他们就经过弗吕家、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每西亚的边界，
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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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庇 路司得 特罗亚

在夜间有异象现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
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十六9

路加医师参与了布道的行列
这个时候，福音开始进入欧洲，
这个时候
福音开始进入欧洲
福音没有在亚洲、没有在亚西亚传，而是进入欧洲…
然后绕着地球跑着 圈
然后绕着地球跑着一圈，
亚洲世界领受福音就整整晚了一千年。
这是上帝的福音策略 ─马其顿的异象中看见，

帝来决定
 福音传递的路线跟方式 ─ 上帝
 福音的进展 ─ 圣灵来定夺

特庇 路司得 特罗亚

欧洲

省份 ─

庇推尼

特罗亚

加拉太
城市 ─
以哥念
安提阿
路司得

加拉太

每西亚

亚西亚

弗吕家
彼西底的
安提阿

以哥念

路司得
安提阿

十六8

他们就越过每西亚，下到特罗亚去。

第二次宣教 安提阿

福音要进入欧洲了！

特庇 路司得 特罗亚 腓立比

当保罗领受了马其顿的异象，
保
顿的 象
腓立比
马其顿
立刻他的同工团队就踏上了马其顿，
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
那个地方没有会堂，
特罗亚
犹太人被掳之后散居在外邦各处，
有十个犹太男人聚集的地方，就可以成为一个会堂
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
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
有一个卖紫色布疋的妇人，名叫吕底亚，
是推雅推喇城的人，素来敬拜神。
她听见了，主就开导她的心…她和她一家领了洗
洗。

十六13b-15a

吕底亚得救之后就接待保罗，
吕底亚得救之后就接待保罗
腓立比的教会可能最初就是在吕底亚的家里，成为福音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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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庇 路司得 特罗亚 腓立比

保罗继续传福音大有果效；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
「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
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她身上出来！」

十六17-18
十六17
18

这个使女的主人从前靠着使女来赚钱得利，
没机
没机会了就很气，把保罗抓起来关在监牢里…
就很气 把保罗抓起来关在监牢里

四福音
福 当中鬼也都认识耶稣，
耶稣是否接受撒但给他的见证呢？是否定的！
 我们不能只看表面很有果效，
我
能只看
很 果 ，
就容许他继续作广告、作见证
 保罗没有容许，就如同耶稣不容许鬼替他作见证，
相对的，保罗释放这个被鬼附的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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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庇 路司得 特罗亚 腓立比

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神，
众囚犯也侧耳而听。
忽然，地大震动，监门立刻全开…

十六25

禁卒吓坏了，以为囚犯都会逃跑，
禁卒吓坏了
以为囚犯都会逃跑
透过保罗跟西拉的事奉，没有一个囚犯逃跑。
十六31

当信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稣 你 你 家都 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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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庇 路司得 特罗亚 腓立比

在所服事的华人教会当中，就曾有类似的问题发生 ─
有人似乎借着某一个灵，可以很准确的讲述
在教会中需要面对我们里面的问题、使得教会被洁净…
呼吁大家要悔改、要圣洁。
是不是圣灵呢？需要被察验…
他虽然讲得很准确 很灵验 可是却带来非常多的不安；
他虽然讲得很准确、很灵验，可是却带来非常多的不安；

凡灵是认耶稣为基督的，他才是真正从神而来的，
不能只是他讲得很准、很灵，
不能只是他讲得很准
很灵
我们就都相信、全盘的接受。
保罗赶出了这个使女生命当中的鬼，
反而被关下监，
这个时候真是不顺利！

第二次宣教 安提阿

特庇 路司得 特罗亚 腓立比 帖撒罗尼迦

保罗传福音的时候，跟监狱、锁炼脱不了关系，
真正见证旧约圣经诗篇所说 ─
上帝要在我们的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
保罗在被关 被捉拿 被逼迫的当下 能够为主得人
保罗在被关、被捉拿、被逼迫的当下，能够为主得人。
十六37

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

当我们接受耶稣作我们救主的时刻
当我们接受耶稣作我们救主的时刻，
家人最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上帝的作为，

我们愿意为上帝的缘故受逼迫，也不用去追着逼迫，
受逼迫是要有代价的
受逼迫是要有代价的，
马其顿
腓立比
暗妃波里
是能够为主作见证的…

当我们尊耶稣为圣，

保罗是罗马人，

生命当中经历
经历上帝更新改变
帝 新改变的时刻，
家人比其他人更有机会看见 ─ 在你里面的耶稣…

帖撒罗尼迦

可以自由的来往去传福音…
到了帖撒罗尼迦，也就是吕底亚的家乡。

特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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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庇 路司得 特罗亚 腓立比 帖撒罗尼迦

我们服事主当中，常常为着教会的复兴来祷告，
教会的复兴不是只有对基督徒有好处的，
教会的复兴不是只有对基督徒有好处的
在上帝作为显明的时候，
其实是动摇了撒但国度的根基，
其实是动摇了撒但国度的根基
撒但会有一些反扑的行动！

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
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
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
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
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
基督。」

林前十六9

当时效果非常的好，有许多人信主；
当时效果非常的好
有许多人信主
可是有正面的效果，一定有负面的效果，

 福音进展的路径，平行线就是教会所受的逼迫

十七1b-3

十七5a

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

又是老问题
又是老问题…，然后又是聚众，把他们拿去交官，
然后又是聚众 把他们拿去交官
十七6b

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

保罗传福音的时候，真是带来了极大的轰动。

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

祷告

让我们生命当中领受了福音、
也经历到福音是你的大能，
也经历到福音是你的大能
我们可以被你改变、被你翻转、
可以逐渐尊你为大 也以你为乐
可以逐渐尊你为大、也以你为乐，
以致于我们站起来可以为你作见证的时刻，
不论借着口说 不论借着身体力行来行出你的真理
不论借着口说，不论借着身体力行来行出你的真理，
我们真的知道 ─ 你的福音大有能力。
让我们常对自己抱着这样子的期望 ─
 我们要成为你手中好用、合用的器皿
 向这个世代继续见证 ─
你福音的能力要带来属天的医治跟释放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
并且反对的人也多。
福音的果效也包含逼迫

 传福音的人一面受逼迫，福音一面不断的被扩展
传福音的人 面受逼迫 福音 面不断的被扩展

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怕艰难、逼迫，不去在乎果效如何，
圣灵亲自要来印证我们所传的道，不论是神迹奇事、言语…
福音的果效是隐藏不住、关锁不住的。
求主恩待，让我们生命当中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