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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第 16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我們在上星期的讀經裡看到保羅和巴拿巴之間的爭端，他們

在第一次宣道上同行曾經很親近，可是巴拿巴堅持帶他的姪

子馬可同行，而馬可在上次曾離開過他們，所以保羅不願帶

馬可同行，他們的介蒂太大，所以巴拿巴帶著馬可去居比

路，而保羅帶著西拉去土耳其。 

所以在第十六章， 

保羅來到特庇、又到路司得 (使徒行傳 16:1a) 

保羅在特庇的事工挺平順，比起別處的經歷，這種平順非常

罕見。保羅在那兒沒有被入牢或被丟石頭或引起暴亂，他平

安的離城，然而，當他們第一次來到路司得，卻被去石頭，

然後被拖出城，人們以為石頭已經把他砸死了。 

在那裡有一個門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猶太婦人的兒

子、他父親卻是希利尼人。(使徒行傳 16:1b) 

保羅第一次到路司得大概是五年前，當時他在那裡建立教

會，被石頭打得半死，現在第二次來訪看到教會繼續在主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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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對保羅無疑是非常鼓舞的。 

耶穌對他的門徒說：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

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約翰福音 15：16） 

果子常存，是事工的重要一環，不是你能讓多少人因一時感

動而信主，而是五年後還有多少人仍然信主。他們來到路司

得找到提摩太，他在保羅的第一次宣道事工時信的主，現在

他已經長大而成熟，成為一位信實的門徒。他的母親是猶太

人，而父親是希利尼人。 

路司得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稱讚他。(使徒行傳 16:2) 

許多人大力推薦提摩太，而保羅也希望提摩太同行，保羅先

前有馬可同行，帶得熱情又有力的年輕人同行有好處，我相

信他也想教導提摩太，傳承對事工很重要，一個被  神祝福

使用的人，如果夠聰明，應當培養接棒的下一代。 

我對年輕人非常重視，特別是那有聖靈澆灌能力的。我喜歡

花時間在他們身上，因為當我們不在時，他們可以接棒，所

以保羅毫無疑問的為要提摩太同行，是要訓練他能夠繼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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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工。 

所以提摩太成了保羅的同工，在保羅六篇信的開始的問安都

提到提摩太的名字，保羅寫了兩封書信給提摩太，他論到提

摩太的幫忙；要教會差遣提摩太帶著文書和需用品快速到他

那裡，所以，保羅和提摩太非常的親近，所以保稱他“在信

心裡的兒子”，所以提摩太是保羅帶領信主的，也是使徒保

羅所栽培茁壯的。 

保羅要帶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猶太人、都知道他父親是

希利尼人、就給他行了割禮。他們經過各城、把耶路撒冷使

徒和長老所定的條規、交給門徒遵守。(使徒行傳 16:3-4) 

是什麼規條呢？就是外邦人不需要行割禮也可得救，那麼為

什麼保羅讓提摩太行割裡卻又叫外邦人不需要如此行呢？這

規條是耶路撒冷教會的決定。 

為什麼這裡有著矛盾呢？為什麼要提摩太行割禮呢？我認為

這是保羅漂亮的彈性運用，不想火上加油，因為那些猶太人

已經知道提摩太的父親是希利尼人，他不想挑起爭端，覺得

行割禮也無傷，如果可以免了與弟兄們爭吵，所以他後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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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向甚麼樣的人、我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

人。(哥林多前書 9:22) 

對猶太人，我是猶太人，對不在律法下之人，我是自由人，

見機行事。 

我想這是保羅的做人原則，一個好原則，他在羅馬書所寫

著， 

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施捨的、就當誠實．治理的、

就當殷勤．憐憫人的、就當甘心。(羅馬書 12:8) 

若是可能，活得與世無爭，若有事諯，大事化小，小事化

無，這就是保羅的哲學：不要無事生非。 

若是有關良心或信心，你卻要守住立場，當耶路撒冷教會想

要把律法加諸於外邦人時，保羅就守住立場，當彼得在安提

阿教會，為了與外邦一起，而可能造成與耶路撒冷教會的弟

兄間引起教會分裂時，保羅站出來指責彼得的不對，彼得原

本和外邦人一起吃飯，但當耶路撒冷教會到來後，彼得就開

始劃分界線，保羅義正言辭提醒彼得，不論外邦人或猶太



5 of 18 

使徒行傳第 16章 

人，都是主內的一家人。 

若牽涉原則或可定罪之事，當謹守立場；若沒那麼重要，可

隨和些，和平共處，我認為這就是保羅給提摩太行割禮，所

帶來的訊息：外邦人不需行割禮也可得救，猶太人行割禮而

無所謂。 

於是眾教會信心越發堅固、人數天天加增。(使徒行傳 

16:5) 

初代教會是有能力而且火熱的教會，它是在聖靈的大能帶領

之下，所以教會會興旺。當人以自己的工作來取代聖靈的帶

領時，那就是悲哀的。 

保羅在加拉太書說： 

無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已經活畫在你們眼

前、誰又迷惑了你們呢？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你們受了聖

靈、是因行律法呢、是因聽信福音呢。你們既靠聖靈入門、

如今還靠肉身成全麼．你們是這樣的無知麼。(加拉太書

3:1，3) 

我相信保羅若是寫信給今天的教會，抬頭會寫：“給二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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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在耶穌基督裡合一的教會”。 

無知的加拉太人哪、耶穌基督釘十字架、已經活畫在你們眼

前、誰又迷惑了你們呢。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你們受了聖

靈、是因行律法呢、是因聽信福音呢。你們既靠聖靈入門、

如今還靠肉身成全麼．你們是這樣的無知麼。(加拉太書

3:1-3) 

我們看到今天的教會，充滿人為的教導，屬世的虛偽，尤其

在電視或收音機裡﹐看到﹐聽到的總是要人們給他們捐錢。 

初代教會，不要人為的活動或現代化的科技就天天成長，就

是憑著教導神的話，和肢體的相愛與扶持，他們人數每日俱

增。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在亞西亞講道、他們就經過弗呂家加拉太

一帶地方．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

的靈卻不許．他們就越過每西亞、下到特羅亞去。(使徒行

傳 16:6-8) 

保羅本來想往北到亞洲，卻被聖靈所攔阻，這件事讓人難以

理解，聖靈不讓他們去庇推尼，但此處經節沒有說明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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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是個堅決果斷的人，他一定是有確定的異象才不去亞

洲，但我們卻無法知道細節。 

許多人相信聖靈的不允許是因為保羅得了重病，不能長途旅

行。記得在加拉太書上記載： 

你們知道我頭一次傳福音給你們、是因為身體有疾病。（加

拉太書 4:13） 

我認為這是一個強力的證明  神是如何不讓保羅到亞洲，他

是一個很頑固且意志堅決的人。 

當他要做某事時，沒有什麼能阻擋他的，當他決定回耶路撒

冷時，就沒有人能攔阻他；他的朋友對他說：你一旦回到此

城就馬上會被關起來！他們哭著勸他，而他只是說：你們想

用眼淚勸阻我嗎？我不怕入獄，我願為主而殉道在耶路撒

冷。 

對於個性掘強的人，有時婉轉的暗示是無法起作用的，毅力

一方面是好的，要不然保羅就無法在百般艱難中完成他的使

命，但若我們不讓神來帶領，另一方面固執是個缺點，神要

很費力的帶領固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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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因為保羅執意要去亞細亞，  神就讓他生場大病以至

完全下不了床，所以他說“聖靈不讓我去”，於是我們到特

羅亞，在那裡保羅看到了一個異象。 

在夜間有異象現與保羅．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說、請

你過到馬其頓來幫助我們。(使徒行傳 16:9) 

保羅在夜裡見到異象，有馬其頓人來求幫忙。 

保羅既看見這異象、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使徒行傳 

16:10 a) 

請注意，這個複數的主詞“我們”，記得路加是使徒行傳的

作者，這是第一次用第一人稱，所以路加無疑是在特羅亞遇

到保羅；也很可能是保羅病得太重而是位醫生，而來替保羅

看病，有這個可能性。 

有些人相信路加是保羅在異象裡見到哭泣之人，說“請到馬

其頓來幫助我們“，不論如何，此處路加開始用“我們”，

因為路加從此成為保羅的同伴。 

以為 神召我們傳福音給那裡的人聽。(使徒行傳 16:10b) 

神指引保羅用異象是  神所用各樣方法其中之一，我知道有



9 of 18 

使徒行傳第 16章 

一個人，愛德華先生，他本是聖荷西的銀行總裁，他應著 

神的呼召而奉獻於傳道，他放棄了總裁工作，去唸神學院而

全時間奉獻傳道。 

當他在準備自己，等候  神呼召時；有晚見到一位灰髮老人

站在一片田野上的一個犁後面，這田只被犁過部份，這老人

對他說“來巴拿馬幫我收成這裡的靈魂“所以他學西班牙

文，去巴拿馬傳福音。 

他的拓荒非常成功，有天晚上，他接到一個醫院醫生的電

話，說“我們有一位老人無親無故，他快死了，若有牧師來

探望他是好的。” 

愛得華先生去到醫院時很驚奇的發現，那老人就是當年在異

象中的那位，詳細詢問後發現那人是長老會的傳道人，他們

不曉得在巴拿馬的事奉有多大成果，可是愛德華先生感覺到

他來到巴拿馬是來收割那人所撒之種。那人在巴拿馬鄉下建

立了幾個宣道站。 

所以神呼召每一個人常用不同的方法。我從來沒有見過異

象，也沒有天使來指引我出來傳道，  神只讓我有很強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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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望，奉獻我的生命去事奉祂。我常想如果神派遣天使來，

或成就驚天動地之舉，我今晚就可以口沫橫飛的與你們分

享，比如有奇異的閃光使整個房間大發異采之類的，或有聲

音對我說：“啊！…我要你”之類，可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這

種事。 

我在神學院時遇到幾位年輕人，他們卻有這種奇妙經歷，而

我對這些經歷非常好奇，但這些人現在卻沒有一個是傳道

人，我知道熱情是需要的，在與神的關係上火熱是好的，我

也有過強烈的感覺，可是，更重要的是建立我的生命與信心

在 神的話語上。 

我們的信心是要實在。而 神的話語就是根基， 神的話語永

不改變，而我們的信心也不動搖。若是我將信心建立在個人

經驗上，那是危險的，因為經驗會淡化或全然改觀，情緒會

變淡，但 神的話語不變，我所傳的道必須建立在 神的話

語，而不是有天當我在觀賞日落時，天上忽然出現冒火的字

跡，所以保羅一旦見到異象，立即就回應了。 

於是從特羅亞開船、一直行到撒摩特喇、第二天到了尼亞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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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使徒行傳 16:11) 

他們順利的從特羅亞到尼亞波利，只花了兩天的時間，尼亞

波利是腓利比的海港。他們一路順風的到了該地。後來保羅

又同樣花了五天船行的時間，但是這次聖靈帶保羅去馬其

頃，他順服神的意願也就一路順風的到了馬其頓。 

有時，事奉 神就像順風而行，非常順利，有時卻要用盡力

氣，逆風而行。遇到困難並不表示不合神心意，我們不能因

風向去猜測 神的意願而在那而隨波逐流。 

從那裡來到腓利比 (使徒行傳 16:12a) 

腓力比當時屬羅馬政府統治，在歷史上是個重要城市。布塔

士在這裡被安東尼打敗。 

就是馬其頓這一方的頭一個城．也是羅馬的駐防城．我們在

這城裡住了幾天．(使徒行傳 16:12b) 

他們現在進入一個新的環境，他們已進入在歐洲的希臘，不

同於亞洲的文化，他們住了幾天，沒有成就什麼。 

當安息日、我們出城門、到了河邊、知道那裡有一個禱告的

地方、我們就坐下對那聚會的婦女講道。(使徒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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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 

腓利比沒有一個猶太聖所，表示這裡找不到十位猶太男人，

任何一個城市，若有十位猶太男人必有一間聖所，若沒有的

話，他們就在河邊聚會，禱告和安息日的禱告。保羅得知他

們聚會之地而去拜訪，發現那裡沒有男人信徒，只有女信

徒，於是保羅坐下來與女信徒講話。 

有一個賣紫色布疋的婦人、名叫呂底亞、是推雅推喇城的

人、素來敬拜 神．他聽見了、主就開導他的心、叫他留心

聽保羅所講的話。他和他一家既領了洗、便求我們說、你們

若以為我是真信主的、〔或作你們若以為我是忠心事主的〕

請到我家裡來住．於是強留我們。(使徒行傳 16:14) 

這婦人應當是很成功的生意人，請注意她是如何強留保羅等

人，“你若看重我，就來我家住”言下之意，若不去住，表

示輕看婦人，尤其她是成功的生意人。 

後來、我們往那禱告的地方去．有一個使女迎著面來、他被

巫鬼所附、用法術、叫他主人們大得財利。他跟隨保羅和我

們、喊著說、這些人是至高 神的僕人、對你們傳說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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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他一連多日這樣喊叫、保羅就心中厭煩、轉身對那鬼

說、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從他身上出來．那鬼當時就

出來了。使女的主人們、見得利的指望沒有了、便揪住保羅

和西拉、拉他們到市上去見首領．又帶到官長面前說、這些

人原是猶太人、竟騷擾我們的城、傳我們羅馬人所不可受、

不可行的規矩。眾人就一同起來攻擊他們．官長吩咐剝了他

們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許多棍、便將他們下在監裡、囑咐

禁卒嚴緊看守。禁卒領了這樣的命、就把他們下在內監裡、

兩腳上了木狗。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 

神．眾囚犯也側耳而聽。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的地基都

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眾囚犯的鎖鍊也都鬆開了。(使徒

行傳 16:16-24) 

在腓利比，保羅碰到一個女孩，原是被鬼所附，所以她會算

命，她後面有人控制她，靠她算命賺了很多錢，那時的人很

奇怪的尊敬精神異常的人，他們相信瘋子的腦子被諸神替換

了，所以就敬畏這些精神有異的人。 

這個年輕婦人為鬼所附，所以能算命也能通靈，她認識耶穌

也認識保羅，她說“這些人是至高神的僕人，指引救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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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簡直在為他們做廣告。雖然她所說屬實，但保羅不要

撒旦的廣告文宣。教會不應該效法這世界，用屬世的方法做

廣告，今天有些教會雇用專業人員從事教會成長計劃，這些

人進來，用屬世方法增加教會會員，然後從中抽取盈利。 

有些是募款專家，來到教會，他們能增加教會預算，然後用

高壓手段去募款。把名單放在電腦內， 一旦一個月你沒有

寄錢去，他們就會寄信給你，告訴你捐款是有多重要，教會

需要你的錢，而你沒寄來等等，這就是屬世的方法。 

保羅厭惡這種榨財方法，所以他叫污鬼從女人身上出來，他

同情這可憐的女子。當那些人看到那女人病好，而他們不能

利用女人賺錢，他們就生氣，將保羅告到官府。這些人實在

是太可惡了，於是保羅被關在牢房，雙腳上了腳鍊。 

約在半夜、保羅和西拉、禱告唱詩讚美 神．眾囚犯也側耳

而聽。(使徒行傳 16:25) 

我想獄卒們大概對他們在半夜唱聖詩不大高興，猜想他們八

成瘋了，這是多好的見証啊！獄卒用鞭子打他們，丟他們入

監牢又上了腳鍊，在骯髒的地牢裡，他們遠離家鄉，在異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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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地不熟，生死未卜的情況下、三更半夜裡，居然他們能

一起唱詩讚美 神，而且一起禱告。 

忽然地大震動、甚至監牢的地基都搖動了．監門立刻全開、

眾囚犯的鎖鍊也都鬆開了。 禁卒一醒、看見監門全開、以

為囚犯已經逃走、就拔刀要自殺。(使徒行傳 16:26-27) 

因為獄卒必須為犯人逃獄負責，甚至會被處死。 

禁卒一醒、看見監門全開、以為囚犯已經逃走、就拔刀要自

殺。保羅大聲呼叫說、不要傷害自己、我們都在這裡。禁卒

叫人拿燈來、就跳進去、戰戰兢兢的、俯伏在保羅西拉面

前．又領他們出來、說、二位先生、我當怎樣行纔可以得

救。(使徒行傳 16:27-30) 

我相信 神容許讓保羅和西拉被關在牢裡救這獄卒，當你到

了天國，你可問保羅“神叫你為這獄卒得救而下獄被打，是

否太沒天理？”我想保羅會說：“不只是他，還有他的家人

都得救，當然值得，我很高興因我受苦而得一位主內弟兄，

我相信保羅是為了救這位獄卒， 

他問“我當如何得救”，保羅有沒有說“參加教會，十一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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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他們說、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真的，就這樣子！信靠耶穌，救恩之道是如此簡單，任何人

都可得救。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傳 16:31) 

有些人把這一節當做聖經應許“全家得救”的經文，我不覺

得有足夠的基礎做為教義，我想保羅可能是在做預言。即使

保羅家人並沒有得救，我相信我們當為家人禱告，你們應當

為你們所愛，未得救的骨肉至親禱告，然後將結果交在 神

手裡，但我不覺得這一句話應許“全家得救”。 

他們就把主的道、講給他和他全家的人聽。(使徒行傳 

16:32) 

他們不但對獄卒也對他的家人見証。 

當夜， 就在那時候，禁卒把他們帶去，洗他們的傷；他和

屬乎他的人立時都受了洗。(使徒行傳 16:33) 

於是他的全家都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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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禁卒領他們上自己家裡去、給他們擺上飯、他和全家、

因為信了 神、都很喜樂。(使徒行傳 16:34) 

所以他的全家得救，是因為全家都相信而且都領受洗禮。 

到了天亮、官長打發差役來說、釋放那兩個人罷。禁卒就把

這話告訴保羅說、官長打發人來叫釋放你們．如今可以出

監、平平安安的去罷。(使徒行傳 16:35) 

保羅的固執個性在此顯出來，我同意保羅所說的，我在他的

情況下也會說一樣的話。 

保羅卻說、我們是羅馬人、並沒有定罪、他們就在眾人面前

打了我們、又把我們下在監裡．現在要私下攆我們出去麼、

這是不行的．叫他們自己來領我們出去罷。差役把這話回稟

官長．官長聽見他們是羅馬人、就害怕了。(使徒行傳 

16:37) 

官長輕意將保羅下到獄中是不合法的，因為這是羅馬統治之

城，應該守羅馬的法律，如果羅馬政府知道一個羅馬公民未

經審判卻被鞭打入獄，官長們都會被革職，所以他們開始非

常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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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來勸他們、領他們出來、請他們離開那城。(使徒行傳 

16:39) 

朋友們，請離開吧！ 

二人出了監、往呂底亞家裡去．見了弟兄們、勸慰他們一

番、就走了。(使徒行傳 16:40) 

一個又好又堅強的教會在腓利比建立了，後來保羅在羅馬牢

裡寫信給腓利比教會。記載在腓利比書。這個禮拜你不妨看

看腓利比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