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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别辞别 使徒行传二十至廿一16

第三次
旅行布道

加拉太、弗吕家 以弗所
年

马其顿 希腊
旅行布道 坚固众门徒 三年

正面带来果效，许多人交出曾经拜过的偶像、所用的邪书，

马其顿
三个月

引致底米丢这些银匠的暴动。

二十1 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二十1 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
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

‧哥林多 ‧回程‧米利都的训勉‧往耶路撒冷去

从哥林多前后书了解，保罗这一趟往哥林多不是那么愉快…
最有名的罗马书就是在哥林多三个月期间所写的，

在以弗所工作极有果效的时候，上帝已经引导他 ─
保罗真的知道福音要传遍天下、要西进到罗马，

所以他就先写了罗马书送到罗马。

二十3 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叙利 ，
犹太人设计要害他，

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其顿

每一次保罗如果搭船，
定有路加医生随行一定有路加医生随行，
经文就会出现「我们」。

有人搭船 有人走陆路有人搭船、有人走陆路，

一起在特罗亚汇集。

‧哥林多‧回程 ‧米利都的训勉‧往耶路撒冷去

二十4 同他到亚细亚去的，
有庇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所巴特，

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公都，

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太，

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非摩。

保罗在哥林多那三个月的期间保罗在哥林多那三个月的期间，

保罗汇集了一些外邦信徒的捐项，

准备带回去赒济 帮补耶路撒冷的教会准备带回去赒济、帮补耶路撒冷的教会…
这些同行的名单就是来自各地方教会的领袖，

跟保罗一起把损项要送回到耶路撒冷去跟保罗一起把损项要送回到耶路撒冷去。

我们真的了解，保罗如何留心的行光明的事，
特别在钱财的事物上 不至于给撒但留地步特别在钱财的事物上，不至于给撒但留地步

非常有智慧来处理当代教会的事物



‧哥林多‧回程 ‧米利都的训勉‧往耶路撒冷去

我曾经服事欧洲的华人教会，许多是从温州移民去的；
华人有非常多海外移民，移民到哪里、就在哪里开餐厅，

可是温州的弟兄姐妹，他们不但开餐厅、也开教会。

最初只是租欧洲人的礼拜堂，用他们的会所下午聚会，

2003 年因为 SARS 的缘故，

欧洲人就不敢跟华人用同一个礼拜堂，礼拜堂，

却激动海外的华人开始建立自己的教会的教会、、礼拜堂礼拜堂，，

家乡的教会圣经、诗本、桌椅、板凳用货柜运去。、板凳用货柜运去。教
欧洲的华人教会真的看见 ─
家乡的教会帮助他们建立在当地自己所使用的会堂家乡 教会帮助 建 在 自 所使 会堂
这些海外的移民也对国内的教会有非常多的帮补

让我们在上帝跟前常常经历到是上帝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在上帝跟前常常经历到是上帝的爱激励我们，

使我们跨越时空的阻隔，活出上帝属神儿女的荣美。

‧哥林多‧回程 ‧米利都的训勉‧往耶路撒冷去

二十7 七日的第一日 我们聚会擘饼

使徒行传当中第一次出现

二十7 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

这个时候是在特罗亚。

约二十1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
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坟墓那里，抹大拉的马利亚来到坟墓那里，

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启一10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

已经 同 在犹太人的会堂 安息日聚集已经不同于在犹太人的会堂 ─ 安息日聚集，

而是七日的第一日 ─

我们现在的主日，他们聚集。

‧哥林多‧回程 ‧米利都的训勉‧往耶路撒冷去

二十7a.9 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讲到半夜。
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死了…

这个当下，反而是上帝彰显他的能力与荣耀的时刻。

犹推古的事件解决之后，他们就开始往回走。
他们从亚朔出海，在米利都靠岸，

在那里跟以弗所的众同工们相聚。

保罗一二三次的旅行布道，
期间一次比一次长，

第三次旅行布道是从主后 52 到 57 年的时间，

他建立了另外一个日后宣教的据点 ─

以弗所。

‧哥林多 ‧回程‧米利都的训勉 ‧往耶路撒冷去

保罗讲道 在米利都 对象是以弗所的长老 众同工保罗讲道 ─ 在米利都，对象是以弗所的长老、众同工。

回顾以往，我过去在你们当中为人如何呢？

是凡事谦卑 始终如 的是凡事谦卑、始终如一的

保罗的教导，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论在 前 各 家里 都教导你不论在众人面前、各人家里，都教导你们；

所有该说的，都做了完整的教导

二十25 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

非常表里一致、坦然、廉洁的，成为众人的榜样榜样。。

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

在他抓住机会服事的时刻，就是全力以赴；在他抓住机会服事的时刻，就是全力以赴；
必须说再见、告别的时刻，也问心无愧、没有遗憾。

二十28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二十28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



‧哥林多 ‧回程‧米利都的训勉 ‧往耶路撒冷去

二十29-31 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
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

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儆醒，
记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戒你们各人。

让我们省察自己的服事 ─ 为人、教导、服事的态度如何？

主耶稣 末后的日子不法的事情增多 要警醒 要谨慎

二十32 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

主耶稣 ─末后的日子不法的事情增多，要警醒、要谨慎。

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保罗真的知道 ─ 虽然被主所用、有恩赐，保罗真的知道  虽然被主所用、有恩赐，
可是在肉身之内仍然是有限的…
他必须把所带领的门徒 所建立的教会他必须把所带领的门徒、所建立的教会，

交托给神恩惠的道。

‧哥林多 ‧回程‧米利都的训勉 ‧往耶路撒冷去

我们的心态当中，
需要像耶稣、像好牧人一样愿意为群羊舍命
也需要常常提醒自己 ─生命是有限的，

只能抓住上帝给我们服事的一次机会，
在每一个时间点只能做一件事情，
只能在一个地方、服事某一个群体

在我服事中，有从缅甸华人教会的传道人，

他们为所带领少数民族的教会非常的忧心…
我们在查考教会历史的时候，突然警觉到 ─

以弗所、歌罗西，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目前都是回教世界！
我是谁？想把上帝托付的群羊，永远握在自己的手上吗？

我必须像保罗一样，把他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

‧哥林多 ‧回程‧米利都的训勉 ‧往耶路撒冷去

他最初出来受装备的时候，计画是三年，急着回去…
当思想到保罗的生平，我的学生说，我必须做一样的事情 ─

神恩惠的道，我当年尽力的教导、传扬了，
我必须透过祷告，把他们信托给神和神恩惠的道。

他必须把该受的装备装备妥当，回去尽心的、

若是主给机会，再去服事那个群体，

不是用自己的方式、而是抓住上帝给他的机会机会。。

在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服事当中，抓住每一个机会，机会，
尽心竭力、没有避讳的、完全的教导出去；

以致于被上帝调开，进入下一个服事工场，以致于被上帝调开，进入下 个服事工场，

没有任何的遗憾、恋栈

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

上帝手中好用的器皿、差得动的器皿

‧哥林多 ‧回程‧米利都的训勉‧往耶路撒冷去

二十36-38 保罗说完了这话，众人痛哭…于是送他上船去了。

我们今天所服事的每一个群体，在永恒的国度当中，我们今天所服事的每 个群体，在永恒的国度当中，
那一场不散的筵席我们要再见面；

让我们相见有时、分手也有时，

我们就在推罗上岸

让我们相见有时、分手也有时，
在在主爱里彼此记念、以主的话彼此建立。

二一3b-4 我们就在推罗上岸。
找着了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

他们被圣灵感动 对保罗说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二一8-9 我们来到凯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利家里，
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 个。

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



‧哥林多 ‧回程‧米利都的训勉‧往耶路撒冷去

廿一10-15 有一个先知，名叫亚迦布，
十一28 内中有一位，名叫亚迦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

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

「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我们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保罗说：「你们为甚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

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

「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

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

辞别辞别
当有先知的预言，来讲述有患难的时候，

不是因为有患难所以不去不是因为有患难所以不去…
保罗既定的方向 ─ 早就蒙神的引导，

知道要到耶路撒冷 之后要往罗马去知道要到耶路撒冷，之后要往罗马去。

既定的方向，既定的方向，
不会因为这先知的预言而改变；

相对的，上帝透过先知警告保罗预备心 ─相对的，上帝透过先知警告保罗预备心
有患难捆锁等着他，上帝装备他。

不因有患难捆锁而不去，
而是上帝叫他去在先，

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

祷告祷告
亲爱的耶稣

祷告祷告
亲爱的耶稣，我们仰望你，

在我们的人性的软弱当中，在我们的人性的软弱当中，
我们很容易就是要逃避患难、逃避困难。

你让我们知道 ─ 保罗的前面有患难等着他，你让我们知道 保罗的前面有患难等着他，

你预备了保罗、装备了他，使他所迎接的，不是患难，

而是在患难当中加他力量的主，在耶路撒冷等他。是在患难当中加他力量的主，在耶路撒冷等他。

我们需要透过你的话语来建立我们 ─
不是一味的去逃避患难，乃是更经历你让我们认知到 ─不是 味的去逃避患难，乃是更经历你让我们认知到

在患难里你早就知道，在患难里你成为加力量的主。

你是信实的主 使我们在患难当中仍然能够站立得住；

阿们

你是信实的主，使我们在患难当中仍然能够站立得住；

也帮助每一位在患难中的肢体 ─ 靠主刚强、站立得稳！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