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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9) 第四季 成人主日學: 使徒行傳   

第九課  徒 13:1-14:28 ：「勇敢開荒: 第一旅程」 

1、 關鍵事件: 巴拿巴和保羅帶著約翰馬可,披荊斬棘,不怕逼迫,

反對, 隨走隨傳,甚至險些為主殉道,開荒傳道。  

2、 大綱 

一、 安提阿教會差遣工人的始末(13:1~2 節) 

(1)  當工人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13:1~2 節上) 

(2)  聖靈指定分派巴拿巴和掃羅(13:2 節下) 

(3)  禁食禱告，按手打發(13:3 節) 

二、 保羅第一次出外傳道的首站──在居比路島上的工作

(13:4~12 節) 

(1)  到撒拉米傳講神的道(13:4~5 節) 

(2)  在帕弗勝過術士巴耶穌;掃羅改名保羅(13:6~12 節) 

三、 馬可在旁非利亞的別加離開了保羅和巴拿巴(13:13 節) 

四、 在彼西底的安提阿傳道： 

  1.在安息日進會堂，被邀請說話(13:14~16 節) 

  2.保羅的第一篇信息： 

  (1)以色列人的歷史背景──從出埃及到大衛王   

        (13;17~22 節) 

  (2)救主耶穌乃是大衛的後裔(13:23 節) 
  (3)祂是施洗約翰所介紹的基督(13:24~25 節) 

  (4)祂被釘死在木頭上，正應驗了先知的預言  

        (13:26~29 節) 

  (5)大衛死而朽壞了，但神卻叫基督從死裏復活 

        (13:30~37 節) 

  (6)惟信靠基督才得蒙赦罪並稱義(13:38~39 節) 

     (7)警戒聽眾避免因不信而滅亡(13:40~41 節) 

  3.保羅講道所引起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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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約定下安息日再講，當場有多人跟從(13:42~43) 

  (2)屆時因幾乎合城的人都來聽道，引起猶太人嫉妒   

        (13:44~45 節) 

  (3)保羅宣告轉向外邦人傳道(46~47 節) 

  (4)神的道被外邦人所接受(48~49 節) 

  (5)猶太人挑唆尊貴的婦女和名望的人將他們趕出境 

        外(13:50 節) 

  4.二人往以哥念去了(13:51 節) 

  5.門徒被喜樂和聖靈充滿(13:52 節) 

 五、在以哥念傳道： 

(1) 信的很多，但也有不順從的(14:1~2 節) 

(2) 倚靠主放膽講道，行神蹟證明恩道(14:3 節) 

(3) 被人凌辱，用石頭打他們(14:4~5 節) 

    六、逃到呂高尼的路司得和特庇傳福音： 

(1) 一面逃避逼迫，一面在所到之處傳福音(14:6~7 節) 

(2) 在路司得城裏醫好一個生來瘸腿的人(14:8~10 節) 

(3) 眾人以為使徒是神，要向他們獻祭(14:11~13 節) 

(4) 使徒自稱是人，極力勸阻眾人獻祭(14:14~18 節) 

(5) 再次被人用石頭打到昏死，拖到城外(14:19 節) 

(6) 起來進城，翌日往特庇去傳福音(14:20~21 節上) 

   七、回路司得、以哥念和彼西底的安提阿(14:8~22-23 節) 

   八、回到旁非利亞，在別加講道後轉往亞大利(14:24~25 節) 

       九、坐船回到敘利亞的安提阿： 

(1) 回到受託付作工的教會那裏(14:26 節) 

(2) 向會眾報告所行的一切事(14:27 節) 

(3) 在那裏同門徒住了多日(14:28 節) 

 

3、 《徒 13:1》「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

巴拿巴，和稱呼尼結的西面、古利奈人路求，與分封之王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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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同養的馬念，並掃羅。」「安提阿」追反抗者；「巴拿巴」

勸慰子；「尼結」黑色，黑臉皮；「西面」聽者，聽從；

『古利奈』乃現今北非利比亞，「路求」亮光；『希律』指

希律安提帕，死於主後三十九年，他曾殺害施洗約翰(路九

7~9)；『同養』意指與王子作伴，一起長大的孩子，「馬念」

安慰者；「掃羅」求問的。  

4、 《徒 13:2-3》「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靈說：『要為

我分派巴拿巴和掃羅，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他們

事奉主、禁食的時候」『事奉』是從希伯來文中祭司在聖殿

中的『供職』或『事奉』(結四十四 11，15~16) 希臘原文的

意思則指從事義務性公共服務。 

5、 「是非題:請選擇以下巴拿巴、保羅,一行人在居比路傳道經

歷,是否合符經文? 『方伯』羅馬帝國的官名，位同巡撫，只

是巡撫是皇帝所委派，而方伯則是元老院所委派；可見居比

路是羅馬元老院的直轄省分。(查讀經文徒 13:4-13) 

a) （是／非）使徒們要揭穿以呂馬的陰謀。 

b) （是／非）要求保羅起來說方言。 

c) （是／非）為要嚇倒士求▪保羅。 

d) （是／非）為要辯明福音真理。 

e) （是／非）這記載是叫讀者知道事情發展並非由於保羅的

智慧. 

6、 朗讀《徒 13:14-21》:《13:16》「保羅就站起來，舉手說：

『以色列人，和一切敬畏神的人，請聽。』」『大能的手』

特指降十災，迫使法老容許以色列人出埃及地(出六 1，6) 

『大能的手』特指降十災，迫使法老容許以色列人出埃及地

(出六 1，6)。《13:18》「又在曠野容忍他們約有四十年(容



參考: 聖經書卷系列：使徒行傳—增訂版 2000 三月（張天祥牧師） 

 http://www.ccbiblestudy.org/New%20Testament/44Acts/44CT11.htm (黃迦勒牧師) 
 
 

忍或作撫養)。」『容忍』與『撫養』在希臘原文彼此只差一

個字母，雖然按希臘文的拼法應譯作『容忍』較為正確，但

是按希伯來文原來的意思卻以『撫養』較佳(申一 31)

《13:19》「既滅了迦南地七族的人」『迦南地七族』就是指

赫人、革迦撒人、亞摩利人、迦南人、比利洗人、希未人、

耶布斯人(申七 1)」。 

7、 朗讀《徒 13:22-41》:《13:22》「『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行我的旨意。』」『他是合我

心意的人』乃是說他一生以神的心意為念。《13:23》「從這

人的後裔中，神已經照著所應許的，為以色列人立了一位救

主，就是耶穌。」保羅回溯猶太人的歷史。歷史乃是為主耶

穌作見證，預表祂是我們的救主，在各方面率領並拯救我們：

(1)用大能的手領我們出埃及(17 節)──救我們脫離世界；

(2)在曠野撫養我們(18 節)──供應靈糧；(3)分迦南地為業

(19 節)──基督就是那美地，供我們經營並享受；(4)設立

士師(20 節)──率領我們勝過仇敵魔鬼；(5)立王治理

(21~22 節)──在我們心中作王掌權。《13:27 下》「因為不

認識基督，也不明白每安息日所讀眾先知的書，就把基督定

了死罪。」《13:35》「又有一篇上說：“你必不叫你的聖者

見朽壞。＂(詩 16:10)。」。《13:41》「主說：“你們這輕

慢的人要觀看，要驚奇，要滅亡。因為在你們的時候，我行

一件事，雖有人告訴你們，你們總是不信。＂ (哈 1:5)」 

8、 朗讀《徒 13:42-43》《13:43 下》「二人對他們講道，勸他們

務要恆久在神的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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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朗讀《徒 13:44-48》《13:45 上》「猶太人看見人這樣多，就

滿心嫉妒。」《13:48》「外邦人聽見這話，就歡喜了，讚美

神的道。凡豫定得永生的人都信了。」 

10、 《徒 13:49-52》《13:51》「二人對著眾人跺下腳上的塵土，

就往以哥念去了。」表示與外邦人的『不潔』無分無關。

《13:52》「門徒滿心喜樂，又被聖靈充滿」，工作的行動是

『被聖靈充滿』(指外面的澆灌)，工作的結果也必然是「被

聖靈充滿」(指裏面的充滿)。 

11、 朗讀《徒 14:1-5》。《14:3》「二人在那裏住了多日，倚靠

主放膽講道。主藉他們的手，施行神蹟奇事，證明祂的恩

道。」『倚靠主』原文是『在主裏』出於神的主動。保羅後

來未對提摩太、以巴弗提、特羅非摩等位同工施行神醫(提前

五 23；腓二 25~30；提後四 20)，得到證實。『神蹟奇事』

本身並不是恩典的一部分，神蹟奇事只不過是藉以證實使徒

所傳講恩典的話，乃絕對是出於神。 

12、 朗讀《徒 14:6-21 上》。《14:3》「使徒知道了，就逃往呂

高尼的路司得、特庇兩個城。」『呂高尼』是指加拉太省的

一個行政區；加拉太是一個大省，其境內南部又分成彼西底

(徒十三 14)和呂高尼兩個行政區。『路司得』在以哥念之西

南三十公里外，是提摩太的家鄉(徒十六 1)；『特庇』在路

司得之東九十二公里，位於加拉太省的東南角落。」《14:9》

「保羅定睛看他，見他有信心，可得痊愈」神不但藉著有信

心的人施行神蹟，也藉著領受之人的信心，顯出神蹟。

《14:15》「『諸君，為甚麼作這事呢？我們也是人，性情和

你們一樣。』」主耶穌親自引用舊約的話：『我曾說你們是

神』(約十 34~36；詩八十二 6)。主在那裏是遷就猶太人的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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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力，單純就著『祂自稱是神的兒子』是否褻瀆神、說僭妄

的話而辯護，絕對沒有意思承認那些猶太人的審判官就是

『神』。《14:17》「『常施恩惠，從天降雨，賞賜豐年，叫

你們飲食飽足，滿心喜樂。』」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

備的賞賜，都是從上頭來的──從眾光之父那裏降下來的(雅

一 17) 。《14:19》「用石頭打保羅，以為他是死了，便拖

到城外。」人心的變化何等巨大與難測：前一刻才將人捧上

天，後一刻便要將人置之死地。 

13、 朗讀《徒 14:21 下:28》。《14:22》「又說：『我們進入神

的國，必須經歷許多艱難。』。進入神國的道路是窄小難走

的(太七 14)，所以必須努力(原文字意是『奮鬥』)才能進去

(路十三 24)。」《14:23》「二人在各教會中選立了長老，

又禁食禱告，就把他們交託所信的主。」；『交託』原意

『放置』、『存放』，有如存款於銀行一般，完全信託給對

方不再遙控。《14:27》「二人在各教會中選立了長老，又禁

食禱告，就把他們交託所信的主述說神藉他們所行的一切事，

並神怎樣為外邦人開了信道的門。」我們不過是神手中的器

皿而已。 

14、 結語: 

這段經文記載了保羅和巴拿巴被聖靈呼召，踏進他們第一次宣

教旅行: 自安提阿差派的。從安提阿到西流基，坐船到居比路，

在撒拉米會堂教講道。後來在帕弗遇上術士巴耶穌，他企圖阻止

使徒向方伯傳福音。保羅責備他。 巴耶穌當場瞎眼，方伯見此

信主。 

保羅等人從帕弗開船到別加，來到彼西底的安提阿，進會堂讀

經講道，從以色列人的歷史直到耶穌受死，三天復活，並證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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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為救贖主。外邦人多有信主，於是猶太人嫉妒，聯同有名望

的人，把保羅，巴拿巴趕出境。 

隨後保羅，巴拿巴來到以哥念會堂教訓人。有很多人信主，但

猶太人聳動外邦人用石頭打他們，於是他們逃往呂高尼的路司得，

和特庇。保羅在路司得醫好了一個生來瘸腿的人，眾人看見就拿

祭物來拜他們，二人不許，並表明他們是人而已。猶太人反挑唆

眾人用石頭打保羅。已為他死了,便將保羅拖出城外。保羅竟然

自己醒過來，和巴拿巴往特庇去。在那裏傳福音。有很多人信主。

倆人繼回路司得，以哥念，安提阿去。堅固信徒的心，勉勵他們

進入神的國，必須經歷很多的苦難。 

二人經彼西底到旁非利亞。在別加下亞大利，繼而坐船回安提

阿述職。他們在旅行佈道，隨走隨傳，忠心事主。靠主放胆講道，

將福音傳到羅馬帝國的幾個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