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徒行传

到罗马
第二十课…

到罗马

这是保罗所最期望的 ─ 把福音的立足点放在罗马，
怎么样从罗马 当时世界的中心 再次影响天下
怎么样从罗马，当时世界的中心，再次影响天下。
很不幸的，保罗是坐着囚船去的…
廿七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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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
路加医师在这个船上，
跟保罗一起被送往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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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文大概是主后六十年到六十一年的期间，
当时在地中海航行应该有季节性的；
从经文的张力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这段的航行有相当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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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罗马的旅程 ‧在米利大岛‧在罗马的事奉
从该撒利亚，百夫长犹流押解着保罗上了船，
同 除 路
同工除了路加医师，还有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
，还有帖撒罗尼迦人
启程还真的不怎么顺，冬季不适合航海的，
他们从每拉起行到佳澳。
保罗就劝众人…
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
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
不信从保罗所说的。
廿七9b-11

在克里特岛有狂风，
叫作友拉革罗，船只就遭遇了船难，
经过有半个月的时间不见天日，
船上的货物都必须要抛掉，也不吃不喝的，
当时有非常多的危险！

‧往罗马的旅程 ‧在米利大岛‧在罗马的事奉
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
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惟独失丧这船。
因我所属所事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
『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
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
廿七21

第四度使徒行传记录上帝在保罗的身边…
第四度使徒行传记录上帝在保罗的身边
甚至当时有水手想要逃走，
保罗还非常警觉的报告百夫长。
保罗还非常警觉的报告百夫长
保罗并没有开口传福音讲道，
可是保罗的生命却大有影响力！
可是保罗的生命却大有影响力
我 根
我们根据圣经会教导一些品格，会找圣经人物来介绍这个品格。
会教导
格，会找
来介
个 格。
像保罗这一段的故事所介绍的品格，叫作热忱。

‧往罗马的旅程 ‧在米利大岛‧在罗马的事奉

热忱的人会能够 ─重视每一件工作，
不只自己热忱，还鼓励旁边的人，让旁边的人也被影响，
工作态度就是常保微笑，嘴角是向上、很有影响力的。
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
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
我看这次行船
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廿七9b 10
廿七9b-10

他虽然是一个囚犯，仍然以上帝的仆人自居提出劝勉…
 非常积极的，在全程中提出看法跟见解
 作一个打气的人，要吃东西准备登岸、我们不会丧命
不会丧命，
，
上帝鼓励保罗，保罗鼓励了全船的人
 热忱不只是在传福音的事上，而是骨子里面，
是
，是负有感染
，
他的品格就是热忱的人，是负有感染力的，
所以感染了周围的人…

‧往罗马的旅程 ‧在米利大岛 ‧在罗马的事奉

西西里岛

在这一路船难当中后来终于得救，
在这
路船难当中后来终于得救
他们撞上了一个岛，叫作米利大岛，
现在的名字叫作马耳他岛
现在的名字叫作马耳他岛，
是个度假胜地、在地中海，
在义大利的西西里岛之下。
在义大利的西西里岛之

我们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
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情分；
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
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
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
有
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
他的手。
土人说：「这人虽然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
还不容他活着。」
」
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并没有受伤。
土人就转念，说：「他是个神。」
廿八1-6
廿八1
6

‧往罗马的旅程 ‧在米利大岛‧在罗马的事奉
廿七27-30

到了第十四天夜间，水手以为渐近旱地…想要逃出船去。

保罗非常有智慧的化解了危机。
生命中有热忱品格的人，会看重细节，他都愿意参与，
生命的热忱不会被人家的拒绝、不被人看重，而被熄灭。
生命的热忱不会被人家的拒绝
不被人看重 而被熄灭
他热忱的品格让他在船难事件中，可以帮得上忙、鼓励别人。
所以我劝你们吃饭…，就拿着饼，
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擘开吃。
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

廿七34-36

保罗工作的态度、生活的态度，
保罗工作的态度
生活的态度
不是只有在传福音的时候才活过来；
在船难当中 跟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一样
在船难当中，跟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一样，
这是他骨子里的品格。

‧往罗马的旅程 ‧在米利大岛 ‧在罗马的事奉

在这小小的细节，让我们看见 ─上帝不是只有管传福音的事，
上帝在保罗生活、细微的事情，信实的保护、眷顾他，
使他在船难当中不但自己蒙保守，成为一个激励同船的人，
也保守毒蛇的事上，见证保罗所事奉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到底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大概是遇见某 些危机的时刻 我们会显露出
大概是遇见某一些危机的时刻，我们会显露出；
而不是在所经手的事上追求成功、有业绩来证明。
我们碰见这些场景 挺会抱怨 会怪环境
我们碰见这些场景，挺会抱怨、会怪环境…
有热忱的保罗，生命当中的热忱是被福音点燃的，
热忱是保罗生命当中的品格、美德，
他是 个被福音所塑造出来的人，
他是一个被福音所塑造出来的人，
不因小小的失败、挫折而灰心。

‧往罗马的旅程 ‧在米利大岛 ‧在罗马的事奉

离那地方不远，有田产是岛长部百流的；他接纳我们，
尽情款待三日。当时，部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痢疾躺着。
保罗进去，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治好了他。
从此，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得了医治。
他们又多方的尊敬我们。

廿八7-10

保罗生命当中的热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力 ─
 全船两百七十几个人，他好像是一个船长，
祝福 鼓励他们 没有一个人的性命失丧
祝福、鼓励他们，没有一个人的性命失丧
 生火、点火、被蛇咬的事件，生命充满了热情
 以至当岛长的父亲害病的时候，保罗可以进去为他祷告
以至当岛长的父亲害病的时候 保罗可以进去为他祷告

‧往罗马的旅程 ‧在米利大岛 ‧在罗马的事奉

我们正在从事一些圣工、传福音的服事？
还是正在忙着家庭的琐务、教养儿女？
让我们都看重上帝给我们的工作的机会，
都尊主基督为圣的时刻，
凡俗的事物都成为圣事、圣工了。
当我们愿意怀抱着为主而做、充满热情的做，
厨房，也成为上帝同在、服事主的所在。

保罗是随时随刻都在为主作见证，方便也好、不方便也好，
生命的热情从来没有减低过 总是全力以赴
生命的热情从来没有减低过，总是全力以赴，
看重当时手边所在做的事情。

当保罗最后有机会去服事部百流的父亲，
全岛上的人都看见神的能力，不但得了医治，
也有机会领受福音，多方尊敬这群服事主的人，
不是普通的工夫所赢来的 ─ 乃是因为保罗从船上开始，
一连串生命当中美好的品格、热情
连串生命当中美好的品格、热情，
满有吸引力、影响力的，服事了在他身边周围的人。

‧往罗马的旅程 ‧在米利大岛‧在罗马的事奉

‧往罗马的旅程 ‧在米利大岛‧在罗马的事奉

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力山大的船往前行；
这船以丢斯双子为记…

廿八11

廿八16

进了罗马城，保罗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在一处。
他仍然是囚犯，要上告该撒、还在等候，
他仍然是囚犯
要上告该撒 还在等候
 大概是主后六十到六十一年，有两年时间
 写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
歌罗西书、还写信给腓利门，
四封监狱书信 就是在这个地方写成的
四封监狱书信，就是在这个地方写成的

继续往罗马进发。
十九21

保罗说：「我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 」
保罗说：「我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

以弗所的福音大有能力展开的时候，
保罗知道不只是在小亚细亚，
更是要走到当时世界的重镇 ─ 罗马
要在那个地方成为福音的据点。
廿三11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
当夜 主站在保罗旁边 说：「放心吧！

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见证，
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见证。」
廿八16

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来了，
，
，
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虽没有做甚么事
干犯本国的百姓和我们祖宗的规条，却被锁绑，
，
，
从耶路撒冷解在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问了我，
就愿意释放我；
就愿
我；因为在我身上，并没有该死的罪。
无奈犹太人不服，我不得已，只好上告于该撒。」

廿八17-19

进了罗马城。

‧往罗马的旅程 ‧在米利大岛‧在罗马的事奉
廿八21-22

他们说：「…这教门，我们晓得是到处被毁谤的。」

基督教在主后第一世纪真的是到处被毁谤
基督教在主后第
世纪真的是到处被毁谤，
 保罗成为带锁炼的福音使者
 他也需要为主后第
他也需要为主后第一世纪的教会，
世纪的教会，
定奠准确稳固合法的基础
主后第一世纪的教会能够存立得住
主后第
世纪的教会能够存立得住，
保罗是非常有关系 ─ 他为着福音
证实信耶稣的基督徒 并不是有该死该绑的罪。
证实信耶稣的基督徒，并不是有
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
保罗从早到晚 对他们讲论这事 证明神国的道
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
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

廿八23

‧往罗马的旅程 ‧在米利大岛‧在罗马的事奉
廿八24-25a

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合，就散了。

保罗引用旧约先知的话 ─以赛亚书第六章，
以赛亚书第六章，
廿八26-27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这是以赛亚蒙召时候的使命 ─ 好难喔！
以赛亚蒙召作先知，上帝差派去传道给别人，

保罗虽然是被软禁着，可是他一样，继续在传福音…

他们听不听啊 不听，不听还要去传；
他们听不听啊？
为什么不听呢？这是百姓的问题跟状况 ─
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
这段经文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引用、约翰在约翰福音也引用…

‧往罗马的旅程 ‧在米利大岛‧在罗马的事奉

‧往罗马的旅程 ‧在米利大岛‧在罗马的事奉

这一群上帝的选民 ─ 犹太人，
明明都知道摩西的书跟先知的书，所有指着耶稣的话，
可是就如同以赛亚先知当代一样 ─
听是常常听见、看是常常看见，却不晓得。
当先知出来传、使徒们出来讲的时候，
什么新的了，
他们的反应 ─ 上一个先知来已经说过了，没有什么新的了，
就好像油蒙了心、耳朵发沉…
一副很硬着心、硬着颈项的样子，
就是深怕自己看见了、明白了，上帝就要医治他了。
上帝真的愿意医治、愿意赐下恩典，
上帝真的愿意医治
愿意赐下恩典
可是无奈人不愿意；

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主权 人的悖逆
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主权、人的悖逆，
在这几句经文当中显露无遗。

保罗在罗马最后传福音的两年的时间，
反而证明福音要转向外邦了。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
凡来见他的人 他全都接待 放胆传讲神国的道
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
道，
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廿八30-31

有一个特会，主题叫作使徒行传第二十九章 ─
使徒行传只有到二十八章，
使徒行传只有到二十八章
你我的生命都正在撰写使徒行传第二十九章。
福音继续在扩展 在主后第一世纪
福音继续在扩展，在主后第
世纪、在你我的世纪，
在你我的世纪
无数的保罗、无数上帝拣选的使徒们，成为福音
福音的使者
的使者。
。

上帝要带下属天的祝福 ─ 透过你我的热忱。

爱我们的耶稣，感谢你，

祷告

你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你完成了救赎，更是将传福音的大使命，
托付给世世代代属你的门徒。
不论我们的恩赐大或小，
我们只要愿意委身在福音当中
我们只要愿意委身在福音当中，
都要经历福音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求主耶稣赐下那个属天的热忱在我们的里面，
求主耶稣赐下那个属天的热忱在我们的里面
使我们的生命被点燃，继续承接福音的棒子，
成为在这个世纪当中 与主同
成为在这个世纪当中，与主同工、传递福音的使者。
传递福音的使者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