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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第 14－15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保羅和巴拿巴帶著福音來到了小亞細亞，還沒有人在這裡

傳過福音。 

在此之前，他們從一個叫基比路的地區，來到了小亞細亞

就是現在的土耳其。他們沒有在旁非利亞沿海的平原停

留。傳說保羅有可能得了瘧疾高燒。當時這疾病在旁非利

亞沿海的平原很流行。 

保羅後來在給加拉太人寫信時告訴他們﹐他先前與他們同

在的時候生了嚴重的病。所以保羅沒有在旁非利亞停留，

而直接轉到了彼西底上面的安提阿城，除了別的原因，還

有健康的因素。他們來到了加拉太一帶。 

在安提阿城，他們到會堂去傳講耶穌基督，接下來的一個

禮拜中在那裡有極大的響應。 

幾乎整個城市的人都來聽他們講道，這引起會堂裡猶太人

內心的嫉妒，他們便煽動人群反對保羅和巴拿巴。 

保羅和巴拿巴離開安提阿，我們就進入第十四章，他們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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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阿去到 50英裡以外的以哥念。 

二人在以哥念同進猶太人的會堂、在那裡講的叫猶太人、

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順從的猶太人、聳動外邦

人、叫他們心裡惱恨弟兄。二人在那裡住了多日、倚靠主

放膽講道．主藉他們的手、施行神蹟奇事、證明他的恩

道。(使徒行傳 14:1-3) 

他們在以哥念遭到反對。 

他們沒有逃離那反對他們的，反倒在那裡停留了很長時

間，為的是使那些相信了的人在信心上扎根，得到堅固。

我認為當今傳褔音的一大弱點就是缺乏扶持。帶領人們在

耶穌基督裡重生，卻不加以扶持，使他們成熟起來，那是

很悲慘的。這是當今教會的最大的弱點之一。 

很多時候，教會注重於傳教，而不重視發展起一個健康的

肢體。因此，他們看到人們的反對情緒時，就在那裡停留

了多日，為的是要建立信徒們的信心，因為知道他們在往

後的基督徒生涯中會遇到難處。 

他們倚靠主放膽講主的恩道。在另一處，馬可福音的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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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經文說，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音、主和他們同工、

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道。 

這裡再次提到主藉他們的手，施行神蹟奇事，證實他們在

以哥念所傳的道。有神跡隨著他們。 

今天，許多人顛倒了順序，使神跡在先了。他們希望用神

跡來吸引人們。但是在這裡，以及在整個新約聖經，神跡

是用於證實所傳的道。因此，他們放膽地傳道，主施行神

蹟奇事，證實他們向人們所傳的道。 

城裡的眾人就分了黨．有附從猶太人的、有附從使徒的。

那時、外邦人和猶太人、並他們的官長、一齊擁上來、要

凌辱使徒、用石頭打他們。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呂高尼的

路司得、特庇、兩個城、和周圍地方去．在那裡傳福音。

路司得城裡坐著一個兩腳無力的人、生來是瘸腿的、從來

沒有走過。他聽保羅講道。保羅定睛看他、見他有信心、

可得痊愈、就大聲說、你起來、兩腳站直。那人就跳起來

而且行走。眾人看見保羅所作的事、就用呂高尼的話、大

聲說、有 神藉著人形、降臨在我們中間了。於是稱巴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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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為丟斯、稱保羅為希耳米、因為他說話領首。(使徒行

傳 14:4) 

這些人是希利尼人，丟斯和希耳米是希利尼的宙斯神和黑

馬神的羅馬名字。宙斯是神話中提坦族 Croses和 Rhea的

兒子。宙斯長大以後，他和他弟兄們反叛了提坦神並將他

們打敗了。宙斯成為首要的神，空中之神。黑馬就是宙斯

和女神及世上的婦女之間諸多不法關係中所生的一個。黑

馬被稱為言辭之神。 

由於於保羅是主要的發言人，他們猜想他必定是黑馬神，

而巴拿巴可能看起來很嚴肅的樣子，個子又高，他們就說

他是宙斯神。 

那時在路司得有座宏偉的宙斯廟。根據傳說，很多年以

前，丟斯和黑馬隱名來到路司得城。但人們沒有認出他們

來，待他們非常苛刻。但有一對夫妻把他們帶回家裡，很

好地招待了他們。為了回報，宙斯讓他們成為路司得宙斯

廟的永久管理人。他把他們變作兩棵樹，站在廟前。這

樣，他們就成了宙斯廟的永久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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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看到了保羅行神跡奇事，對那個瘸腿的人講信實的

話。而且再一次蒙聖靈的恩賜，保羅知道這個人有信心，

可得痊癒。在保羅這邊，他必須知道聖靈賜給他的辨別能

力。所以保羅大聲以信心說話，你起來，兩腿站直！ 

在這點上，這個人有兩種選擇，他可以相信這信實之話，

起來，兩腿站直，或者笑保羅的指令，繼續因著殘廢而乞

討。我們注意到耶穌很多次給的都是看起來不可能實現的

命令。他對枯乾了一只手的人說， 

伸出手來﹐（馬太福音 12:13)  

那個人說主啊，不行啊，我的手枯乾了，你沒看到嗎 

對遇到信實之話挑戰的人來說，他可以選擇順服和接受神

的作為，或者同他爭論。不幸的是，恐怕很多次我們都選

擇了和主爭論。主在我們的心裡對我們講信實的話，你們

當剛強壯膽，進去征服他們！我們回答說 哦，主啊，我很

想征服他們，但主啊，我太弱了，我其實是很想的…噢，

主啊，你不知道我真的很想這樣做的。我們會向他陳述所

有的理由，告訴他我們為什麼不能順服他，按著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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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 

如果你願意順服基督在你心裡的命令，你就會發現，就像

那個人一樣，神會給你順服他命令的信心。所以當神對你

說，好，你現在要剛強壯膽，要得勝。你回答說，好的，

主！接受命令，然後剛強壯膽，並得勝。就這麼簡單。只

要你僅僅願意順服，他就會給你能力去完成他的命令。保

羅講了信實的話，那人就能兩腿站起來，開始行走跳躍。

人們就說，神降臨了！他回來了！在傳說中，他以前到過

那裡，現在他們認為他又回來了！所以他們都跑到丟斯廟

去。 

有城外丟斯廟的祭司、牽著牛、拿著花圈、來到門前、要

同眾人向使徒獻祭。巴拿巴、保羅、二使徒聽見、就撕開

衣裳、跳進眾人中間、喊著說、諸君、為甚麼作這事呢．

我們也是人、性情和你們一樣．我們傳福音給你們、是叫

你們離棄這些虛妄、歸向那創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

的永生 神。他在從前的世代、任憑萬國各行其道．然而

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來、就如常施恩惠、從天降雨、賞

賜豐年、叫你們飲食飽足、滿心喜樂。二人說了這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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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的攔住眾人不獻祭與他們。(使徒行傳 14:13-19) 

這裡要留意到在路司得沒有會堂。保羅到每一個城市傳道

的方法通常是先到會堂，因為那裡的人至少有一定的基

礎，他們讀過舊約，對神有所了解。他們認識又真又活的

神。你可能會說，保羅越來越狂熱了，他甚至來到了沒有

會堂的路司得城。在那時，無論那個城，只要有十個以上

的成年猶太男子，他們就會成立會所。所以這就知道在路

司得的成年猶太男子還不到十個，因為沒有會所。 

保羅就跑到街上向人們傳道。但在向他們講述神的時候，

他必須先從大自然說起。神為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來，就

如常施恩惠，讓你們有雨季，有多產的土地。 

路司得是古時玉米的多產地。當地的玉米產量好像我們這

裡的愛荷華州一樣豐富。玉米出產非常豐富。神賞賜你們

豐年。也讓你們有雨季。 

神透過大自然顯明他自己。神留下了證據，所以保羅就從

他們所知的開始。他們對永活的真神知道的非常少。 

他們所知道的神都是從宙斯的傳說中來的。宙斯有過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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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流韻事，生下了阿波羅，雅典娜，繆司，Phades，

Artimus，還有其它一些他們崇拜的神。但他們不認識永活

的真神。 

所以保羅在他們能夠理解的範圍內開始。神在大自然中的

啟示。當他們準備為保羅，巴拿巴獻祭的時候，保羅說，

不要這樣，我們是來傳福音給你們的。 

我們也是人、和你們一樣．我們傳福音給你們、是叫你們

離棄這些虛妄。這虛妄都是不真實的，你們應該歸向那創

造天、地、海、和其中萬物的永生神。祂為自己未嘗不顯

出證據來、就如常施恩惠、從天降雨、賞賜豐年。 

保羅就從他們所知的開始。神在大自然中顯明了他自己。 

大衛王在詩篇 19中寫道，諸天述說神的榮燿，穹蒼傳揚

他的手段。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

無言無語，也無聲音可聽。 

神籍著大自然向每一個人顯明他自己。每天晚上，天空都

在向你述說。當你抬頭仰望滿天星辰時，神就在向你說

話。諸天在向你述說神的榮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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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當你看到四周的花草，田地，各種形態的生物時，神

就在向你說話。 

問題是很多時候我們容易停留在表面上，錯誤的詮釋，這

樣人就開始敬拜侍奉被造之物，而不是造物的主。保羅在

羅馬書中說到這個危害。人會因此變為多神論者。他意識

到神的存在，但凡事都成了他的神。那綠油油的豆田也成

了他的神，盡管不久就會變黃死去，埋到地裡。他開始相

信自然，相信万物有靈。 

我記得在我還是一個小男孩時，我們全家到優勝美地國家

公園遊覽。你們知道孩子的性情。我們露營在 Merced河邊

14號營地，在我們觀看雪山景點時，有一個小孩問我，

“你知道這是誰造的嗎？”我回答說，“我知道是誰造

的！是神造的！”他說“噢，不是！是大自然的母親造

的！”用大自然母親來四處愚弄人是不對的。 

世人停留在表面上。因此保羅在給他們指出神籍著大自然

向人類顯明他自己。 

我認為這裡保羅面臨著他整個侍奉生涯中最大的危險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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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侍奉生涯有可能就此結束。 

一旦他此刻接受眾人給予他的奉承和崇拜，他向神的事工

便有可能就此結束。 

我認為侍奉生涯中最大的危險不是來自於嚴厲的逼迫，而

是當神使用你的生命，有很大果效，人人都開始說你的好

話，稱讚你，聲稱你是個了不起的人的時候，你就面臨著

你侍奉生涯中最嚴重的危機，因為當你一旦接受這些奉承

的話，你很快就會發現自己被束之高擱。 

再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人是如此地想敬拜和侍奉被造之

物，而非造物的主。保羅是神使用的器皿，但他們卻想敬

拜他。保羅也許心裡會想，有道理﹐唔，這挺好的。我可

以把他們掌握在我手裡，讓他們繼續敬拜我，然後我帶領

他們信主。不幸的是，很多人都採用了這種政策。他們企

圖把人吸引到他們那裡，以為那些人一旦真的跟隨了他

們，他們就可以帶領那些人歸主。 

他們是如此地仰慕我，如此地敬愛我，我將帶領他們信

主。這是非常危險的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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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羅沒有接受奉承，反而說道， 

不要這樣，這是虛妄的。我不過是個人！不要敬拜受造之

物、要敬奉那造物的主．我們傳福音給你們，是叫你們離

棄這些虛妄，歸向永生神。不要停留在表面上，敬拜受造

之物，要敬拜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稱頌的，直到永遠。 

盡管如此，他們還是堅持，幾乎就要獻祭與保羅和巴拿

巴。保羅和巴拿巴幾乎不能阻止眾人對他們的敬拜。 

如果你覺得接受他人的敬拜，崇拜和稱讚是件非常合意和

美妙的事，我給你一個警告。人的崇拜和稱讚是非常變化

無常的。這在任何一個運動球員處於他們低潮期時都得到

了驗證。你可以是一個大英雄，但就在你處於低潮期時，

每次你拿起球棒，你就會聽到眾人的“噓，噓”聲。 

有多少運動員，每次當他們出場時，他們都會聽到觀眾跺

著腳喊著他們的名字，唱著他們的名字。你可以看到他們

站著，歡呼著，“我們的英雄出場了！”但我們只要讓他

暴跌一段時間，看看觀眾會變得怎麼樣。每次你出場，你

聽到的將是“噓，噓”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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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敬拜是多麼變化無常。顯然在路司得也是這樣。他們

已準備把保羅和巴拿巴當神來敬拜了。 

但有些猶太人、從安提阿和以哥念來、挑唆眾人、就用石

頭打保羅、以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使徒行傳

14:19) 

還是那些人，本來準備敬拜他的，現在卻想對他處以私

刑。因為在那時，用石頭打是處私刑的一種方式。這是不

公義的，是出自那群人的群眾心理。就是那些本來準備敬

拜他的人，現在卻用石頭打他，以為他是死了，把他拖到

城外。 

在這裡，我個人認為他們的確害死了保羅。這樣說可能會

顯得傲慢，因為保羅自己都說他不知道那些人殺死了他沒

有。但既然他不知道，我就有權力說出我的想法。多年以

後，保羅在寫給哥林多教會的第二封信中說到的，指的無

疑就是在路司得的這次經歷， 

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裡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層天上

去．或在身內、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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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知道。我認得這人、或在身內、或在身外、我都不知

道．只有 神知道。他被提到樂園裡、聽見隱秘的言語、

是人不可說的。(哥林多後書 12:2) 

保羅說的是這次在路司得的經歷，他聲稱道， 

或在身內、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或是我還

活著，看到這個異象；或著我實際上已死了，是在身外的

經歷。我無法明確地告訴你。但我可以明確告訴你的是我

被提到了第三層天上去，天上極有榮光。我聽到的言語是

如此隱秘，是任何語言都無法描述的。若是我企圖把它描

述出來，就犯罪了，因為沒有任何言辭足以描述我所聽到

的。我因所得的啟示甚大，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

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擊我。(哥林多後書 12:2) 

這可能是保羅在被石頭打的時候留下的傷疤，一直沒有癒

合。保羅說我為此而誇口。來自人的崇拜是多麼的靠不

住。一會想敬拜他，一會想害死他。他們以為他死了，便

把他拖到城外。 

門徒正圍著他、他就起來、走進城去．(使徒行傳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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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會，你們認為他該跑了吧。但這不是保羅的作風。他馬

上又回到了城裡。 

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對那城裡的人傳了福音、使

好些人作門徒．就回路司得、以哥念、安提阿去、堅固門

徒的心、勸他們恆守所信的道．又說、我們進入 神的

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使徒行傳 14:20) 

他們沒有這樣說，“嗨，小伙子們，這是條玫瑰大道。現

在你們已經信主了，所有的問題都沒有了！這不是很好

嗎！耶穌真好！你不再會有別的問題了。“他們不是這樣

說的，他們說，嗨，你們要恆守所信的道，以後會很艱

難。你們進入神的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但他們鼓勵新

門徒要恆守基督之道。 

後來保羅寫信給提摩太。提摩太是從那個地方來的。他在

那裡長大，無疑的他就是在那裡，在保羅的第一次傳道旅

行中遇見保羅的，後來又作為同伴和僕人加入保羅的傳道

旅行。但保羅稱他為“信主作我真兒子的提摩太“。無疑

保羅就是在這次旅行中遇見提摩太，領他歸主的。後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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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在寫給提摩太的信中提醒提摩太他在那裡曾遭受的逼

迫。他寫道，你知道在以歌念，路司得和特庇，神是如何

把我救出來的。神都把我救出來了。 

在這裡，引起我注意的是神使用不同的方法把保羅從那些

仇敵中解救出來。在安提阿，神讓他被人趕出城外。他

說，唔，神把我從那害我的手裡救出來了。在以歌念，有

人圖謀用石頭把他打死，但保羅得知這個陰謀後，在他們

找到機會下手前逃離了。所以神讓他獲知謀害他的陰謀，

救了他。在路司得，神讓人以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

他得以獲救。 

神並不按照特定的模式來行事的。他是萬能的。他不會被

設限在相同的路線上。可笑的是，人們總是想把神圈在一

個框框裡。不知為何我老想把神限定在慣例中，也許是因

為我自己總按慣例行事。我不停地向神嘮叨，然後我開始

吹噓神作事的方式是如何如何，神會如何如何搭救你。 

有些人過份簡單地回答複雜的問題，但我告訴你，沒有那

麼簡單的答案，神作事的方式是不固定的。神搭救你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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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可能是讓你知道麻煩來自於你的腳。神可能會用別人的

腳來搭救你：把你踢出城外。或者神搭救你是籍著一群憤

怒的暴徒向你投石頭。神會使用不同的方式在你生命中動

工。他作事不會限於一種方式或模式他作事的方法是不固

定的。 

保羅和巴拿巴鼓勵他們要恆守所信的道，道路並不平坦，

我們要經過很多苦難，才能進入神的國度。因此他們在這

些教會選立了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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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14:23) 

“弟兄們，我們將你們交托到主手裡。”禁食禱告後，他

們膏油了長老，並為他們禱告，選立他們作各教會的長

老。 

二人經過彼西底、來到旁非利亞。在別加講了道、就下亞

大利去。從那裡坐船、往安提阿去。當初他們被眾人所託

蒙 神之恩、要辦現在所作之工、就是在這地方。(使徒

行傳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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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他們完成了第一次傳道旅行，從腓尼基回到了地中海

北岸的安提阿的弟兄們中。 

到了那裡、聚集了會眾、就述說 神藉他們所行的一切

事、並 神怎樣為外邦人開了信道的門。二人就在那裡同

門徒住了多日。(使徒行傳 14:27) 

他們回到了他們的地方教會，同弟兄們分享神在外邦人中

所行榮燿的事，蒙神恩典所行的神跡奇事，在外邦人中使

相信的人大增。 

第 15章 

有幾個人、從猶太下來、教訓弟兄們說、你們若不按摩西

的規條受割禮、不能得救。(使徒行傳 15:1) 

遺憾的是總有一些愛管閒事的人在基督的肢體內作破壞神

的工作。大概是在基督運動的早期，我們當時在和這裡一

街之隔的另一個教會，有成百上千的年輕人信主，我們給

他們洗禮，就像現在一樣。在每個星期一晚上，我給他們

洗禮。在星期一晚上的學習後，我們到 19街區的新港海灘

去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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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每個星期一晚上都有五十﹐六十﹐七十個孩子受洗。 

有一個晚上，在學習結束後，我看到一個小傢伙身邊圍著

一群年輕人，而他正津津樂道地講些什麼。所以我也湊了

上去，聽聽他講的是什麼。 

他正在告訴那些人，“如果你沒有奉耶穌的名受洗，是不

算信主的。”但我跟你講：我要發火了！我很久沒有發那

麼大的火，甚至想揍人。我沖上去，抓住那個小傢伙的領

口，一把把他拎了起來，然後我說，“小伙子，你最好趕

快離開這裡，因為我不能向你保証我會作出什麼。”我把

他拎了出去，把他塞到他的車裡，告訴他，“快給我離開

這裡！” 

不幸的是我們周圍總有一些人想破壞神的工作。他們無法

忍受你們在主裡有那麼多喜樂。只想要捆綁你。 

你作基督徒不應該這麼開心。你永遠不應該擁有喜樂。他

們就是這樣，總在捆綁人。這種現象從一開始就存在。那

些在猶太地區原是法利賽人，後來信靠了耶穌的人，他們

看到外邦人敬拜神，他們說，“你們受了割禮才算真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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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了。” 

他們認為唯有猶太人才能接受救恩，要得救就得先成為猶

太人，否則你就不能得救。 

在安提阿教會就出現了這種令人不安的教導。 

保羅巴拿巴與他們大大的分爭辯論、(使徒行傳 15:2a) 

他們真的面對著這些人，在這件事上大有爭論。 

眾門徒就定規、叫保羅巴拿巴和本會中幾個人、為所辯論

的、上耶路撒冷去、見使徒和長老。(使徒行傳 15:2b) 

注意到這几個人是從猶太下來的，他們要上耶路撒冷去。

順便說一話，你從來不會說，“讓我們下到耶路撒冷

去。”即便你是在 Hermon山一万英尺的山頂上。你也不會

說，“讓我們下到耶路撒冷去。”你總是說，“讓我們上

耶路撒冷去。”從耶路撒冷，你總是下來。“讓我們從耶

路撒冷下來。”但你從來不會下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

城當然座落在耶路撒冷山上，無論你從哪個方向來，你都

是上到耶路撒冷去。所以總是說上耶路撒冷去。 

即使到現在，還是說上耶路撒冷去，從來不會說下去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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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冷。眾門徒就定規、叫他們為所辯論的、上耶路撒冷

去、見使徒和長老，把這個事給解決了。 

於是教會送他們起行、他們經過腓尼基、撒瑪利亞、隨處

傳說外邦人歸主的事、叫眾弟兄都甚歡喜 (使徒行傳

15:3) 

當時在腓尼基、黎巴嫩，撒瑪利亞地區已建有教會，因此

他們每到一處，就傳揚神在外邦人所行的事，眾弟兄都為

著神所動的工而大大歡喜。但是， 

到了耶路撒冷、教會和使徒並長老、都接待他們、他們就

述說 神同他們所行的一切事。(使徒行傳 15:4) 

他們向耶路撒冷的教會講述了他們的傳教經歷。 

惟有幾個信徒是法利賽教門的人、起來說、必須給外邦人

行割禮、吩咐他們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長老、聚會商

議這事。辯論已經多了、彼得就起來、說、諸位弟兄、你

們知道 神早已在你們中間揀選了我、叫外邦人從我口中

得聽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 神、也為他們作

了見證．賜聖靈給他們、正如給我們一樣。又藉著信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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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們的心、並不分他們我們。(使徒行傳 15:5-9) 

彼得是第一個為這次會議作見證的，告訴眾人神是怎樣呼

召他到歌尼流家去，向他傳講福音。顯然神也在外邦人中

行事，因著神的恩典，又籍著信，他們也領受了聖靈的恩

賜。神并沒有差別的﹐對待他們，他們也是因信得救， 

保羅在羅馬書 3：22中告訴我們外邦人和猶太人並沒有分

別。神已拿走了所有不同。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

燿，但現在我們因信耶穌基督而蒙救贖。無論猶太人，還

是希臘人，都沒有分別。得救的路只有一條，就是信靠耶

穌基督。彼得說， 

現在為甚麼試探 神、要把我們祖宗和我們所不能負的

軛、放在門徒的頸項上呢。我們得救、乃是因主耶穌的

恩、和他們一樣、這是我們所信的。(使徒行傳 15:10-1) 

換句話說，我們得救和他們一樣。乃是蒙主恩典，因信得

救。為什麼要把軛，就是律法，放在他們的頸項上呢，即

便我們的祖宗也不能負擔。為什麼把我們不能負的軛放在

他們的頸項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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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都默默無聲、聽巴拿巴和保羅、述說 神藉他們在外

邦人中所行的神蹟奇事。 

他們住了聲、雅各就說、諸位弟兄、請聽我的話。(使徒

行傳 15:12-13a) 

誰是早期教會的台柱？誰是早期教會的帶頭人？當時在耶

路撒冷領頭的並不是彼得，而是雅各。這個雅各不是約翰

的兄弟，而是耶穌的半個兄弟。耶穌復活之後特別向這位

雅各顯現。 

他們住了聲、雅各就說、諸位弟兄、請聽我的話。方纔西

門述說 神當初怎樣眷顧外邦人、從他們中間選取百姓歸

於自己的名下。眾先知的話、也與這意思相合．正如經上

所寫的、『此後我要回來、重新修造大衛倒塌的帳幕、把

那破壞的、重新修造建立起來．叫餘剩的人、就是凡稱為

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尋求主．這話是從創世以來、顯明這

事的主說的。』(使徒行傳 15:13b-18) 

他提出舊約裡面的預言，神說‘這事之後’。什麼事之

後？是他在外邦人中間行事之後，此後他要回來、重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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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大衛倒塌的帳幕、把那破壞的、重新修造建立起來． 

當今有一些人把教會當作以色列國，將所有有關以色列國

的預言都用來放在了教會身上。無須多言，他們的末世論

是如此的混亂，以致他們聲稱教會將經歷大災難。他們聲

稱神在以色列國的工作已經結束了，以色列人的機遇已經

過去了。現在教會就是以色列國。這看法把整個預言的圖

像都搞得一團糟。事實上，在眾多的預言中，神都聲明他

將再次使他的聖靈降臨在以色列國，並將在這個民族動

工。 

早期教會的雅各就意識到在外邦人中間的工作就是要揀選

百姓歸於神的名下。我們仍然活在這個時期，聖靈在外邦

人中間的主要任務還是要揀選百姓歸於主的名下。 

他揀選了你和我。我們就是神在外邦人中所做工的一部

分，神正在外邦民族中興起基督的肢體。 

猶太人和外邦人一樣，都是蒙神的恩典而得救，並沒有分

別。對神來說，沒有種族差異。每個人都可以得救，猶太

人和外邦人一樣。但有一天，當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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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再次復興以色列民族。但這裡雅各說的是神眷顧外邦

人，從他們中間揀選百姓歸於自己的名下。 

神非常清楚這些人是誰。神有一個數目。保羅告訴我們當

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神會再次復興以色列國。 

神非常清楚地知道要得救的外邦人的數目，神從創世以來

就知曉萬事。他非常確切地知道誰將得救。神一直知道誰

會得救。他從一開始就知道他所要施行的救贖工作 

我完全反對那持守神道德管轄的學說，這種學說宣稱神的

知識是有限的。說亞當犯罪時，神很是失望，很是震驚，

說人類的墮落出乎神的意料，說神不得不草率地想出派遣

他獨生子的救贖計劃。如果是這樣的，那舊約經文為什麼

預言，神在創世以前就知曉基督要被釘了呢？ 

我完全反對那聲稱神的知識是有限的說法，他們認為直到

你做過後﹐要不然不知道你要做什麼。你做了錯誤的抉擇

時，神是如何的失望。神從創世以來就知曉萬事。他從一

開始就曉得。他確切地知道誰是他將來要救贖的，這人得

救的時間，得救的場合。他從一開始就知曉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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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沒有感到意外之事。他是無所不知的神。在他沒有什麼

新鮮事。你到天堂去的時候，神不會跟你說，“在這裡見

到你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我從沒想過你能上天堂來！”

你或許會吃驚，但他不會的。神從創世以來就知曉萬事。 

因此神在外邦人中間的工作就是要揀選百姓歸於神的名

下。神知道將來他要把蒙厚恩的以色列國先擺在一邊，而

將在外邦人中間動工，然而就像先知何西亞回到不忠實於

自己的妻子那裡一樣，神也將復興在不忠實的以色列國的

工作，再次使他的聖靈降臨在他們中間，使他們歸回自

己。雅各接著說， 

所以據我的意見、不可難為那歸服 神的外邦人．只要寫

信、吩咐他們禁戒偶像的污穢和姦淫、並勒死的牲畜、和

血。因為從古以來、摩西的書在各城有人傳講、每逢安息

日、在會堂裡誦讀。那時、使徒和長老並全教會、定意從

他們中間揀選人、差他們和保羅、巴拿巴、同往安提阿

去．所揀選的、就是稱呼巴撒巴的猶大、和西拉、這兩個

人在弟兄中是作首領的。於是寫信交付他們、內中說、使



26 of 38 

使徒行傳第 14－15章 

徒和作長老的弟兄們、問安提阿、敘利亞、基利家外邦眾

弟兄的安。我們聽說有幾個人、從我們這裡出去、用言語

攪擾你們、惑亂你們的心．〔有古卷在此有你們必須受割

禮守摩西的律法〕其實我們並沒有吩咐他們．所以我們同

心定意、揀選幾個人、差他們同我們所親愛的巴拿巴、和

保羅、往你們那裡去。這二人是為我主耶穌基督的名、不

顧性命的。我們就差了猶大和西拉、他們也要親口訴說這

些事．(使徒行傳 15:19-27) 

保羅和巴拿巴帶著信件回到安提阿，那裡的人可能會說，

你們並沒有說實話，你們自己偽造了信件，諸如此類的

話。所以耶路撒冷教會很明智地派遣了猶大和西拉和他們

一起去，確認信中之事：的確是耶路撒冷會議所商定的。

外邦人不受摩西律法的約束。外邦人要得救不必先成為猶

太人。我們意識到神在你們中間照他的恩典所行的事，和

我們一樣，你們是憑著信心和神的恩典而得救，你們不必

為得著救恩的緣故而遵守摩西律法。因為我們知道救恩是

靠信心，而不是靠行為的。 

因此教會就定下這樣的原則。但不幸的是，還有那麼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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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仍緊守靠行為稱義，為著能在神面前得稱為義，制定了

他們自己的成聖標準，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 

在保羅離開加拉太教會後，那裡也出現了同樣的問題。有

几個人來到教會鼓動說，瞧瞧﹐保羅並沒有作使徒的資

格，是他自己任命自己的，沒有任何人為此給他按手禱

告。保羅所教導你們的因信稱義是不對的。你們當守摩西

律法，你們當以好行為來証明你們的公義。 

所以保羅在寫給加拉太教會的信中說道， 

是誰迷惑了你們，使得你們這麼快離開真理。你們既靠聖

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嗎？這是我從你們那兒聽說

的，你們接受基督作救主是因你們行律法呢？還是因你們

聽信福音呢？你們接受聖靈是因你們行律法呢？還是因你

們聽信福音呢？ 

保羅寫信給加拉太，教會已定下了原則。他們正為當時流

行的猶太化的基督教義所困惑，這種教義在早期非常普

遍。 

在今天還有這種論調，Seventh Day Adventist宣稱，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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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那些從猶太下來的人所宣稱的一樣，你們要得救就得守

律法加上信靠基督。Herbert Armstrong在他的明日世界

的佳音書中也鼓吹說要守律法，還有耶和崋見證人教會,他

們強調的是靠行為稱義，而不是新約強調的因信稱義。在

這裡，使徒行傳 15章，在耶路撒冷會議上，教會定下了因

信稱義的原則。 

保羅和巴拿巴帶著信件回到安提阿，同來的還有猶大和西

拉。他們帶來的信中說道， 

因為聖靈和我們、定意不將別的重擔放在你們身上．惟有

幾件事是不可少的、(使徒行傳 15:28) 

所以他們意識到大會的決議是出自聖靈。我認為這是一個

有關智慧言語的例子，雅各操練了智慧言語的恩賜。我們

中間有爭議，在教會中有激烈的辯論，教會就有分裂的危

險。有一些人說外邦人必須要行割禮，遵守摩西的律法。

有人說他們既已得救，怎么還要守律法呢？也有人說他們

不守律法怎么能得救呢？ 

保羅說，瞧，神顯然在他們中間行事，有那麼多神跡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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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他們並沒有受割禮。辯論多了，雅各就說，諸位弟

兄，這是我認為我們該做的，寫封信給他們，認可神因著

他們的信﹐拯救他們的事實，只是告訴他們要禁戒祭偶像

的物、和血、並勒死的牲畜、和姦淫．這幾件他們若能禁

戒不犯、就好了． 

每個人都很滿意。聖靈賜下智慧的言語。 

所以他們寫道，聖靈和我們都定意。意識到決議是出自

主。 

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並勒死的牲畜、(使徒行傳

15:29) 

首先，早期教會也存有吃肉的問題，。猶太人不吃任何勒

死的牲畜的肉。他們有特別的方法宰殺動物，確保動物身

上的血都已流盡，因為他們對血有份敬意，認為生命是在

血中。當然這也是摩西律法的一部分。他們向外邦人重申

了這部分律法。然而，保羅在後來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信中

修改了這一條。 

那是很常見的是，你拿祭品給祭司，以獻祭假神，他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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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部分肉作為祭品獻祭假神，然後把剩下的肉還給你，

回去你可以和你的朋友大吃一頓。而祭司經常會拿走屬於

他的那部分肉，然後在市場上賣掉。 

所以你到屠宰攤位上買牛排時，那塊看起來很特別的牛排

極有可能是祭過偶像的。因此保羅說，你去肉攤買肉時，

不要問賣主 ，這塊牛排有沒有祭過偶像？保羅說，買了，

拿回家好好享用吧。不要為良心的緣故問什麼話。因為肉

本身不會傷害到你。吃肉不會使你變得污穢，也不會使你

成為罪人。 

就好比耶穌說過的，入口的不能污穢人、出口的乃能污穢

人。豈不知凡入口的、是運到肚子裡、又落在茅廁裡麼。

這並不至於污穢人。因為從心裡發出來的才污穢人。因為

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人從心裡發出姦淫這類東

西。 

保羅也說過，倘有一個不信的人請你們赴席、凡擺在你們

面前的、只管喫、不要為良心的緣故問甚麼話。所以，要

是你有朋友邀請你吃飯，他把這可口的烤肉擺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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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問，“這是獻過祭的肉嗎？” 

保羅說， 

只管喫、不要為良心的緣故問甚麼話。 

保羅在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信中對這些原則作了修改。在羅

馬書中，他寫道，信心軟弱的，只吃蔬菜，Seventh Day 

Adventists就是這樣。信心堅固的，認為可吃肉。吃肉的

人不可輕看不吃的人。 

如果他們不想吃肉，沒什麼不好。他們若想吃蔬菜熱狗或

蔬菜漢堡，也挺好的。我不輕看他們。但正如硬幣有正反

兩面，不吃肉的也不可論斷吃的人。只是個人心裡要意見

堅定。 

這裡講的第一個原則是關於他們的飲食習慣。就是禁戒祭

偶像的物、保羅後來解釋道這只是為著良心的緣故。 

和姦淫．這幾件你們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願你們

平安。(使徒行傳 15:29b)。 

他們不是把整個摩西律法都照搬過來。這裡並沒有提及要

守安息日和律法典章。說的僅僅是一些基本的，易行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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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你們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願你們平安。神保

佑你們！ 

他們既奉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眾人、交付書信。

眾人念了、因為信上安慰的話、就歡喜了。猶大和西拉也

是先知、就用許多話勸勉弟兄、堅固他們。(使徒行傳

15:30-32) 

作先知講道的、是對人說、要造就、安慰、勸勉人。所以

他們兩人在操練他們的屬靈恩賜，在教會裡作先知講道，

勸勉弟兄，堅固他們。 

住了些日子、弟兄們打發他們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們的

人那裡去。〔有古卷在此有〕〔惟有西拉定意仍住在那

裡〕但保羅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許多別人一同教

訓人、傳主的道。(使徒行傳 15:33-35) 

安提阿教會一定是非常了不得。有保羅，巴拿巴在那裡教

訓人，傳主的道，還有西拉，和神藉著他們在安提阿教會

所做的事。 

過了些日子、保羅對巴拿巴說、(使徒行傳 15:3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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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想保羅有一股用不完的勁。他無法在一個地方呆太長

時間。他總是在四處奔波，總 

渴望著出去。讓我們出發吧！我們出去傳福音吧！他只能

在在一個地方稍微呆上一陣，不能持久﹐要不然就會覺得

毫無鬥志，離去到另一個無知的地方。他時刻準備著迎接

挑戰。所以過了些日子，保羅對巴拿巴說， 

我們可以回到從前宣傳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們景況如

何。(使徒行傳 15:36b) 

讓我們回去看望他們，看看他們景況如何。 

巴拿巴有意、要帶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使徒行傳

15:37) 

馬可是他的外甥，在第一次傳道旅程中，他在旁非利亞離

船告別了保羅和巴拿巴，沒有隨他們一起去小亞細亞。現

在巴拿巴有意又帶他去。 

但保羅、因為馬可從前在旁非利亞離開他們、不和他們同

去作工、就以為不可帶他去。於是二人起了爭論、甚至彼

此分開．巴拿巴帶著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使徒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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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8-39) 

這是聖經中關於這對好兄弟，保羅和巴拿巴的一個有趣的

內幕小故事。爭論變得如此之大，甚至彼此分開。基督徒

之間能有不同意見嗎？顯然可以。 

在這裡我看到的是它肯定的一面。我相信這次爭論實際上

是出自神。我相信神想要擴大傳教士的作用。我認為神更

願差遣兩個傳教團出去，而不是一個。這樣在同樣的時間

內，你可以走雙倍的地方。 

保羅和巴拿巴都是非常老練的傳教士。所以讓他們倆在一

起出去並沒有最好地利用人的能力。讓我們把福音傳得更

深遠。於是神製造了這起爭執，保羅和巴拿巴之間的爭

執，淨利就是果效加倍。 

我認為有不同意見存在的空間。但當意見有分歧時，我們

要當心，我們要欣然地看待分歧，意識到我們同是基督肢

體的一部分，也許神是在利用分歧擴展他的工作。所以不

管是出於什麼動機，有人開始另外的侍奉，神都可以利用

它來擴張他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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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只要神在某一地區大大動工時，總會有人順勢進

來，在別人已有的基礎上搭順風車。我真的無法理解有些

人，他們聲稱是蒙神的召喚來到橘市建新教會的。 

但在全美還有那麼多的市縣急需有人去傳講真理。每周我

都會收到大量的信件，迫切地請求我們差遣同工去到他們

那裡講道，因為那兒沒有教會，他們真的非常想聽到神話

語的教導。 

因此我很難理解有人這樣說，“唔，是神召喚我來橘市

的。”他們是因為神在這個地區所作的滿有果效，強而有

力的工。但盡管神在這裡動了那麼多強有力的工，我們還

是沒能把福音傳到那些應該傳到的地方。所以能興起別的

教會也挺好的，因為是神在擴展他的工作，我們為此而誇

口。 

保羅監禁在羅馬時，說到這些，他寫道，有的傳基督是出

於紛爭，有的是出於假意，苦毒，無論怎樣，我歡喜基督

究竟被傳開了。建立神的國度的工作在擴張。我不會自負

地認為我能把信息傳到每個人手中。我知道我可以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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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到有些人手中，但我也知道有一些人我無法傳到。我感

謝神，還有其它別的傳道人，他們有不同的事工重點，能

把信息傳到我所不能傳到的人手中。 

有些人去教堂做禮拜的時候尋求的是情感的激動。他們要

釋放自己的感情。所以我感謝神，因為他成立了充滿情感

的教會。我可不願看到激動的人們在這裡遭到挫敗。因

此，神既了解人的不同需要，就建立了各種各樣的事工，

我為著神的事工得到擴張而高興。所以我認為在保羅跟巴

拿巴之間的爭端，是有神的作為。很明顯，這爭論沒有持

續多久。保羅後來在書信中提到馬可，說馬可對他來說是

很大的祝福，他說，你來的時候要把馬可帶來．因為他在

傳道的事上於我有益處。 

在這個時期，神要使教會擴張，於是二人起了爭論、甚至

彼此分開．巴拿巴帶著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羅和巴

拿巴先前一同到過居比路。 

保羅揀選了西拉、(使徒行傳 15:40) 

西拉與保羅同行。他在耶路撒冷的教會中是很個了不起的



37 of 38 

使徒行傳第 14－15章 

弟兄。保羅揀選了西拉。 

也出去、蒙弟兄們把他交於主的恩中。他就走遍敘利亞、

基利家、堅固眾教會。(使徒行傳 15:40b-41) 

保羅來到了特庇，在那裡遇見提摩太。我們下個禮拜進入

16，17章的時候再加以談論。 

我們將談到保羅和提摩太的第二次傳道旅程，他們所經過

的地區，他們最終從這些地區進入歐洲一帶。 

保羅在特羅亞的時候感到困惑，因為他似乎不明方向，後

來聖靈呼召他到歐洲去，將福音帶到更遠的地方。 

使徒行傳中記錄教會在神的動工之中得到大大擴張。他甚

至使用人的爭論來擴張他的工作。 

父神，我們為著聖靈深藏我們內心你的話語而獻上感恩。

父神，我們靠著你的恩典站立，靠著你的恩典行事為人，

我們感謝你。感謝你在外邦人當中動工，揀選百姓歸於你

的名下。你按著自己起初就明白的計劃將我們聚集了起

來，我們為此無比感激。主啊，求你祝福我們﹐願我們成

為世人的光﹐照在黑暗中。在以下的一個禮拜，願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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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向我們面對的這個貧乏的世界見證神的愛。神啊，幫

助我們扮演你要我們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些屬於你的見證

人向貧乏的人們傳揚你恩惠的福音，奉耶穌的名，阿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