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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课 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行 

逐字稿 

 

围绕基督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今天进入到 38 课。在这一课，我们

会来追寻使徒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脚踪。我们会分三部分来叙述。首先，

“请你过来帮助我们”，记载于《使徒行传》15 章 36 节到 16 章 40 节。其

次，未识之神，记载于《使徒行传》17 章。最后，保罗在哥林多，记载于

《使徒行传》18 章 1-22 节。 

关于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请你过来帮助我

们”，记载于《使徒行传》15 章 36 节到 16 章 40 节。保罗和巴拿巴在一起

商量，筹备要发起第二次宣教旅程，去拜访在首次宣教旅程中所建立的多间

教会，看望那里的弟兄们景况如何。但他们的计划一开始就出师不利，令人

遗憾，因为二人彼此意见不合。巴拿巴有意要带着约翰马可同行，这个约翰

马可就是在首次宣教旅程中，中途离开打道回府的那一位。所以保罗不想再

带他出去做工。当基督徒弟兄们彼此有了分歧，或是起了争论，这真是一件

令人伤感的事情。二人的分歧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们决定分道扬镳。当我们

看到弟兄们中间起了争执，我们会感到难过，然而我们应当举目仰望那位统

管万有的上帝，祂甚至可以让人的罪都为祂美善的旨意效力。因为我们注意

到经文接着说，保罗带着西拉上路了，巴拿巴带着约翰马可也上路了。所以，

我们有了两个宣教团队，他们沿着不同的方向出发，去传扬福音。 

这里我们只跟随保罗和西拉的脚踪。我们看到保罗来到了路司得。在那

里他遇见了一个名叫提摩太的年轻人。提摩太的母亲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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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父亲却是一个希腊人。由于他们是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所以提摩太

是一个混血儿。因为提摩太跟随他的母亲一同信了主，也是一个门徒，所以

保罗希望在后面的宣教旅行中带上他。但在启程之前，保罗先为提摩太行了

割礼。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认为基督徒需要受割礼呀。是的，

你说的对，基督徒确实不需要受割礼。当时保罗那么做，是为了避免犹太人

受到冒犯，因为他需要带着提摩太经常出入犹太人中间。于是他就给提摩太

行了割礼，然后一同启程。保罗希望进入到亚细亚地区，拜访那里的教会，

并且传扬福音。但我们读到经上说，圣灵拦阻了保罗。圣灵禁止保罗去亚细

亚讲道。于是保罗就来到了靠海边的特罗亚。那天晚上，他看到了一个异象。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十分确信

是主呼召他进入马其顿，于是打点行装，坐船去往马其顿。你可能猜想，保

罗也许会期待有人在海岸那边接待他，因为在异象中是一个男人在向他呼吁。

但保罗登岸之后，并没有人接待。不过，保罗仍然深信是主呼召他来马其顿

做工。于是他一路跋涉，来到了腓立比这座当地的首府，逗留了几天。腓立

比城内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只有一小群敬畏上帝的虔诚人。当安息日那一天，

保罗打听去哪里可以找到那些人。于是就在河边一个露天聚会的地方找到了

他们。这群人通常在安息日聚集在那里祷告，并且查考圣经。当时只有一小

群妇女在那里聚会。这不是一个基督教会，只是一小群归信犹太教的妇女。

其中有一位名叫吕底亚，是售卖紫色布匹的商人，在腓立比当地做生意。她

素来敬拜上帝，并且和其他人一起在河边聚会。当保罗传讲福音，说到耶稣

基督的时候，吕底亚的心被打开，接受了保罗所传的道。她信了主，并且渴

望受洗。于是就邀请保罗来到她的家里，给全家人施了洗。吕底亚希望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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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多待一些日子，因为她渴望倾听和学习更多有关救恩的真理。 

有一天，当保罗走在腓立比街上的时候，有一个使女跟在他的后面，喊

叫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对我们传说救人的道。” 这个女孩被巫

鬼所附，是一个占卜算命的。她通过行法术叫她的主人们大得财利。当保罗

听到她这样喊叫，就心中厌烦。保罗不希望城里的百姓认为，他和这个被巫

鬼所附的算命女孩有任何关系。当然，保罗也希望百姓知道，他确实是至高

上帝差来的使者。于是保罗转身，对那女孩身上的巫鬼说：“从她身上出来！”

那鬼立刻就出来了。当使女的主人们看到他们得利的财路没有了，就非常恼

怒。他们揪住保罗和西拉，把他们带到当地的官长和首领面前，告状说：“这

些犹太人骚扰我们的城市，传播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官

长一听，就将保罗和西拉棒打了一顿，然后丢进了监狱。然而保罗和西拉却

没有灰心丧胆，他们知道，遵行上帝的旨意，必然会经历许多的艰难。他们

的盼望在乎上帝。所以甚至在半夜时分，我们也可以听到保罗和西拉在祷告，

唱诗赞美上帝。他们高声歌唱，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很可能狱卒也听到了他

们的歌声。夜间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场地震，摇动了监狱的地基，所有的

牢门都打开了。当狱卒看到牢门全开，不禁大惊失色，以为囚犯都逃走了，

就拔刀想要自杀。保罗看见，就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

里。”狱卒来见保罗和西拉，战兢惧怕，惶恐不安，不知道接下来会遭遇何

事。他俯伏在保罗和西拉面前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显

然，他之前听说过保罗和西拉所带来的信息很不同寻常。保罗对狱卒说：“当

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话击中了狱卒的心。他就把保罗和西

拉带到自己的家里，给他们清洗伤口，又给他们摆上饭食。保罗将主耶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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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道讲给狱卒和他的全家听。狱卒和全家都受了洗。然后他就将保罗和西

拉送回了监狱。狱卒没有权利释放他们，他必须带他们回去。到了天亮，官

长差人来传话说，将保罗和西拉释放了。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

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却要私下撵

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 我们可以想象，

当官长听说保罗是罗马人，必定慌了手脚。因为他们在这件事上处理不当，

闯了祸，会让自己陷入麻烦。于是他们亲自来劝保罗和西拉，领他们出了监

狱，并且请他们离开这座城市。他们显然不希望保罗和西拉继续留在此地，

巴不得他们卷铺盖走人。保罗和西拉就去往吕底亚的家里借宿一晚。和众弟

兄告别之后，他们就踏上了前往雅典的旅途。 

现在我们进入第二部分的内容：未识之神，记载于《使徒行传》17 章。

保罗和西拉首先来到了帖撒罗尼迦。他们一连三个安息日，进到会堂教导犹

太人，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所有相

信耶稣基督的人都能领受罪得赦免的恩典。有一些犹太人相信了。但更多不

信的犹太人满怀嫉妒，起来反对保罗和西拉。于是保罗和西拉离开了帖撒罗

尼迦，来到了庇哩亚。他们照样进入会堂对犹太人讲道。这地方的犹太人贤

于帖撒罗尼迦人。他们没有立刻排斥保罗和西拉所说的话，而是天天查考圣

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但保罗和西拉仍然不能在那里长久逗留，因为帖

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尾随而来，并且耸动搅扰庇哩亚人，要把使徒赶走。 

然后保罗去了雅典。当他走在雅典的街道上，发现这座城市充满了成百

上千的偶像，用来敬奉每一个可能存在的神灵。雅典人甚至唯恐遗漏怠慢了

某位神灵，于是立了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保罗在雅典不仅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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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里的犹太人辩论，也和市集上所遇见的人群辩论。保罗向他们传讲耶稣基

督和死人复活的道理。当人们听到保罗的宣讲，就说，我们愿意更多地了解

这个新奇的教义。于是他们在一个公共广场安排了一场集会。这个地方叫战

神山，也叫亚略巴古。他们让保罗站在上面，这样他就可以对台下的众人发

言。保罗就开讲：“我在你们的街道上漫步的时候，遇见一座祭坛，上面写

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这位神，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这位

神就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上帝，是将生命气息赐给万人的上帝。然而这位上帝

要再来审判世界。正如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因此，所有的人有一天都

要从死里复活，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众人听见这话，就有嘲讽讥诮的，

因为他们不相信有死人复活这回事。但也有一些人愿闻其详，并且信了主。

之后保罗离开了雅典，去往哥林多。 

接下来就是第三部分的内容，保罗在哥林多，记载于《使徒行传》18

章 1-22 节。保罗到了那城，就住在亚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妇的家里。亚居

拉是一位门徒。他的职业是一位制造帐篷的手工业者，这也是保罗谋生的手

艺。因此保罗和他们住在一起，也一同做工，供应自己的生活所需。待在哥

林多的这段时期，保罗每逢安息日就到会堂里去辩论，劝化众人。但犹太人

很快就开始抗拒保罗，甚至毁谤他所传的道。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

血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 保罗

继续留在哥林多，因为上帝在夜间的异象中临到他，对他说：“不要怕，只

管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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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保罗在哥林多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福音教导外邦人。许多人相信并且

受了洗。新生的基督教会在哥林多开始不断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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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些日子，保罗离开了哥林多，去往以弗所。虽然以弗所的信徒希

望保罗多住些日子教导他们，保罗却说，我必须赶往耶路撒冷，我要到耶路

撒冷去过节。五旬节就要到了，保罗决定去那里守节。但他向以弗所的信徒

承诺说，他一定会回来。我们会在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中看到他重返以弗

所。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定意要去耶路撒冷守犹太人的节期呢？我

们需要始终记得，虽然保罗是一个基督徒，但他仍然是一个犹太人，这是他

的民族身份。就好比今天说，我们是加拿大的基督徒，或者我们是中国的基

督徒，照样，保罗也是一个犹太的基督徒。因此保罗仍然遵守犹太人的节期。

当然，保罗也完全理解这些节期所包含的意义。这些节期的属灵含义都已经

在耶稣基督里成全了。保罗现在遵守它们，是为了纪念上帝的作为，特别是

上帝为失丧的罪人所赐下的恩典。愿我们也能够有同样的领悟。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