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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宣教

… 帖撒罗尼迦 庇哩亚 雅典

有正面的效果，负面的效果也产生了…
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哩亚传神的道，
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

十七13
十七

马其顿
庇哩亚
帖撒罗尼迦

不要怕，不要以为遇见非常的事情；
不要怕
不要以为遇见非常的事情
这代表福音大有功效，
不是让人听了之后不知不觉的
不是让人听了之后不知不觉的。

偶像之城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
打发西拉、提摩太赶快来会合
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敬的人，
并每日在市上所遇见的人，辩论。
十七16-17

亚该亚
雅典

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西拉往庇哩亚去。
二人到了 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
道，
天天考查圣经 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天天考查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

十七10-11

信要信得准确、信得透彻、要深知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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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十七10至十八22

让我们都有这样的决心跟行动，认真的相信，
就是 考 的话，继续了解所信的是或是不是，
就是查考主的话，继续了解所信的是或是不是，
继续以主的话，挑战生命当中既有的价值观、根基，
好让生命的根基是愈来愈多，
百分之百能够建构在主话语的根基上。

第二次宣教
十七18a

… 帖撒罗尼迦 庇哩亚 雅典

还有以彼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

伊比鸩鲁有时翻译以彼古罗，相信自然神论
相信自然神论 ─
 万物发生都是偶然的，不论有没有神，万物都会发生
都会发生
 人生的目的就是在享乐

斯多亚派属于泛神论 ─ 万物皆有神，
 每一件事认为都有天意、都有命定
每 件事 为都有 意 都有命定
 很注重思想，追求严谨的道德生活

保罗讲道 ─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举证耶稣基督的复活。
希腊哲学认为善恶绝对的二元论 ─
 人的肉身是败坏的、只有灵才是至善的
 耶稣复活，对他们的世界观是说不通的…

正是肉身的复活，来破解希腊人的哲学。

第二次宣教
十七19a

… 帖撒罗尼迦 庇哩亚 雅典

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

他们有新书、新的事情要发表，都是在
他们有新书
新的事情要发表 都是在亚略巴古，
在那公开的场合当中，他们都要来听，
保罗跟当时的人 展开公开的谈话跟辩论
保罗跟当时的人，展开公开的谈话跟辩论。
保罗是跟不信主的外邦人，完全没有犹太教背景，
是跟多神崇拜的希腊人…
十七23

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 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
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
万物有神论，跟华人同胞有点类似…
都有这样的 界观，所有漏掉的都在这个未识之神
都有这样的世界观，所有漏掉的都在这个未识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

第二次宣教

… 帖撒罗尼迦 庇哩亚 雅典

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
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哩，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十七34

路加会把当代大家所认识的领袖名字列出来，
让我们知道他们是从哪里信 、从哪里听道的。
让我们知道他们是从哪里信主、从哪里听道的。
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信主的经历，
等到他能够起来服事众教会的时候，都需要
等到他能够起来服事众教会的时候
都需要察验 ─
他在哪里信主、学道的，所听的福音是否是纯正；
使徒行传给现代教会很好的榜样…
使徒行传给现代教会很好的榜样
就像保罗到庇哩亚也经过察验。
当保罗讲到这边的时候，有人信从了，
当保罗讲到这边的时候
有人信从了
路加就交代信从的人有哪些，
这些人已经是当代教会的领袖，
这些人已经是当代教会的领袖
他们的听道、领受福音，是这么来的。

第二次宣教

… 帖撒罗尼迦 庇哩亚 雅典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甚么；
缺少甚么；
对比外邦多神崇拜 人塑造偶像 要供奉偶像
对比外邦多神崇拜，人塑造偶像、要供奉偶像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十七24-25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我们生活
动作 存留，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
十七28-31

你们所敬畏未识之神，其实是真正这一位神，是创造的主。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
就有讥诮他的；
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

十七32

第二次宣教

… 帖撒罗尼迦 庇哩亚 雅典 哥林多

哥林多

雅典
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
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
因为革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主后四十九年)
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他们本是制造帐棚为业，保罗与他们同业。
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

十八1

犹太人的拉比，受教法师的训练作犹太人的夫子，
同时会有一个谋生的技能
同时会有
个谋生的技能，保罗就是织帐棚。
保罗就是织帐棚
 专心服事神的弟兄姐妹，以祈祷、传道为事
 另外有
另外有一些是带职服事的
些是带职服事的，
专业的宣教士、牧师不能进入某些敏感地区，
需要有你自己本来的专业…
需要有你自己本来的专业
却很有效果的传福音，往往叫作织帐棚的

第二次宣教

… 帖撒罗尼迦 庇哩亚 雅典 哥林多

在哥林多的事奉，也是充满了挑战 ─
 亚该亚的首都
 海港，希腊半岛南北水陆交通的要道
 非常繁华的商业中心
 充满了罪恶的城市
 各国的水手下船、在这边享乐
 有很有名的外邦的神庙，
供奉的祭司都是女性、都是庙妓
当代的文献出土，提到哥林多城是 ─
水手
水手的天堂，良家妇女的地狱。
堂，良家 女
。

第二次宣教

同工群当中，西拉跟提摩太，带着教会的奉献、为道奔波；
拉 提摩太
会的奉献 为道奔波
教会当中彼此帮补、彼此供应，
同工们不只是在服事传道的部分，
在教会之间的连结，也非常的重要。
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犹士都，
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
管会堂的基利司布和全家都信了主，
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

十八7-8

在这个城市，保罗待了一年零六个月，
 建立了教会，服事当地的人
建立了教会 服事当地的人
 同时写成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
帖撒罗尼迦教会面对一些教会的难题
面对 些教会的难题
保罗很多书信，都是在旅行布道当中写成的

同时它也是福音传递的大好机会，
除了保罗 西拉 提摩太 本来的同工团队
除了保罗、西拉、提摩太，本来的同工团队，
还有他投奔的亚居拉夫妇，他们一起在哥林多城市服事。

第二次宣教

… 帖撒罗尼迦 庇哩亚 雅典 哥林多

在困难当中，上帝有异象显于保罗…
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
夜间
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
「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
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

十八9-10

在这艰难的城市，保罗的工作没有被艰难卡住，
在艰难当中上帝用异象来坚固他 安慰他
在艰难当中上帝用异象来坚固他、安慰他。
使徒行传保罗有三次异象 ─
第 次是马其顿的异象 第 次就是这 地方
第一次是马其顿的异象，第二次就是这个地方。
常常听见有些人到处讲 ─在异象中主对我说…
在异象中主对我说
好像有一点提高自己的身价，是吗？
因为这种态度的问题，使得旁边的弟兄姐妹也要追求异象，
还说 ─为什么我都没有见异象，你不是不偏待人的吗？

… 帖撒罗尼迦 庇哩亚 雅典 哥林多

第二次宣教

… 帖撒罗尼迦 庇哩亚 雅典 哥林多

你为什么要追求见异象？异象不是自己用来自我炫耀。
保罗在哥林多城的服事，艰难、挑战，
在一个不是很友善的城市，上帝用异象来坚固他；
如果你渴望你的生命当中有异象，
你是否渴望回应上帝的呼召，迎接生命中服事的挑战呢？
如果你在服事的挑战中，上帝一定会给你异象…
我们逃避了挑战、逃避某些有压力的环境，还想追求异象，
帝来
我们需要求上帝来凿察我们内在的动机。
在这一回合的异象保罗被坚固了，
所以他在这个城里住了 年零六个月。
所以他在这个城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
在哥林多前后书提到，
保罗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相处有某些张力存在
存在，
存在，
可是他仍然愿意在那里事奉。

第二次宣教

… 帖撒罗尼迦 庇哩亚 雅典 哥林多

到迦流作亚该亚方伯的时候，
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
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

十八12-13

保罗正要答辩的时候，这个官就说话了 ─
为着你们律法的辩论，不要在这边来告。
保罗的生命当中，上帝兴起许多的帮助者…

坚革哩
保罗坐船往叙利亚去；
百基拉、亚居拉和他同去。
他因为许过愿，就在坚革哩剪了头发。
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

保罗的事奉一路艰难，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

让我们看见福音是你的大能。
在保罗的行踪当中虽然有艰难，
却看见你自己的扶持、
你自 印 了他所传的道。
你自己印证了他所传的道。
主耶稣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当代，

哥林多

十八18-19

亲爱的耶稣，感谢你，

祷告

以弗所

让我们渴望活在你给我们生命的异象当中，
让我们渴望活在你给我们生命的异象当中
不畏艰难的，带下你自己话语的成就。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