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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宣教旅程第一次宣教旅程 使徒行传十三至十四章

耶路撒冷教会也有传福音 ─
是因为逼迫、四散、他们去传福音；是因为逼迫、 散、他们去传福音；

安提阿教会是主动的、计画的，要向外布道…

路加写作的时候 不是明显把使徒行传切成两半路加写作的时候，不是明显把使徒行传切成两半 ─
耶路撒冷、彼得，后来的安提阿、保罗，

桥有一个桥就是第十二章 ─耶路撒冷教会有缺乏的时候…
 十一30 巴拿巴跟扫罗要把捐项送回去

插入十二章 ─希律逼迫教会

 十二25a 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

十二章说明耶路撒冷教会跟安提阿教会之间的关联性，

之后就转向十三章开始，安提阿教会要做差传、做宣教了。

十二25b 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宣教事工开展 ‧第一次宣教旅程‧保罗的信息

十三1-3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
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当扫罗在在大马色，亚拿尼亚服事他的时候…
九15 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保罗还没有出去传福音，他已经知道要去了。

看到一件很美的事情 ─看到 件很美的事情
扫罗跟巴拿巴一起把安提阿教会建立好了

这个教会预备好成为一个差传的教会 ─这个教会预备好成为 个差传的教会 ─
差遣上帝已经选召的仆人出去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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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不是我们想做什么、然后就去做了，圣经让我们看见榜样 ─
宣教的服事、传福音的服事，

是教会差派、支持、祷告，出去进行属灵的争战
上帝预备好他的器皿，可是这个器皿先来装备了教会
扫罗蒙召作外邦人宣教士，没有今天蒙召明天就出去

上帝还使用他建立了安提阿教会，帝 使 建 了 提阿教会，

差派他往外邦去宣教

之后就讲述他们就从安提阿出发了。之后就讲述他们就从安提阿出发了。

十三4 他们既被圣灵差遣…

福音的进展是圣灵的工作，
这是使徒行传一直强调的，不是人的计画…这是使徒行传 直强调的，不是人的计画…

他们被圣灵差遣、随从圣灵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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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阿 西流基 撒拉米西流基 撒拉米 帕弗安提阿 西流基 撒拉米

安提阿
十三4-6 他们…下到西流基，

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

西流基 撒拉米 帕弗

西流基

帕弗

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
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居比路(塞浦路斯)

撒拉米

帕弗
经过全岛，直到帕弗，

士求保罗 ─ 当时的长官，中文翻译成方伯
有 个敌对的势力巴耶稣 又叫以吕马有一个敌对的势力巴耶稣，又叫以吕马 ─

就是行法术的，在旁边捣蛋，叫方伯不信主。

十三9 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

在外邦世界 他不再用犹太人的名字在外邦世界，他不再用犹太人的名字，
他的旧名字、新名字，在这边做了一个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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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阿 西流基 撒拉米 帕弗帕弗 别加别加 彼西底的安提阿安提阿 西流基 撒拉米 帕弗

保罗斥责以吕马，以吕马就瞎眼不见光；

帕弗 别加别加 彼西底的安提阿

面对敌对势力，是上帝能力彰显的时刻，
这是上帝的争战，上帝要赐下他的能力！

十三12 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希奇主的道，就信了。
彼西底的

十三13 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
来到旁非利亚的别加，

彼西底的
安提阿

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

别加 别加地形非常低洼 潮湿 多疟疾别加地形非常低洼、潮湿、多疟疾，

之后爬山到海拔很高的彼西底的安提阿…
使徒们实在是付代价 ─ 环境恶劣

帕弗

使徒们实在是付代价 ─ 环境恶劣…
这段路程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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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14 他们来到彼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

保罗受过拉比的训练 他可以起来讲道保罗受过拉比的训练，他可以起来讲道…
他们读了一段先知的书，

保罗就解释这 段神的话语保罗就解释这一段神的话语。

会堂的崇拜是以神的话为中心，

受过拉比训练的人讲解神的话语给会众听受过拉比训练的人讲解神的话语给会众听

今天教会中的讲道，沿袭着会堂的形式 ─
读 段主的话 然后讲解 就是证道读一段主的话，然后讲解 ─ 就是证道，

主的话语实在是非常的重要

保罗讲道的中讲述以色列人的历史 ─
上帝已经应许他们的祖先，帝已经应许他们的祖先，

要在他们当中给一位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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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历史保罗提醒 ─ 在我们共同的历史，

上帝从我们寄居埃及就拣选了我们的祖宗祖宗
在旷野当中容忍他们四十年，

进迦南，把那地赐给祖宗为产业

后来由撒母耳立扫罗王
上帝又废了扫罗王、选立了大卫，

这是上帝所兴起、合神心意的大卫王

大卫的后裔当中，神又照所应许的，

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会堂 保罗用他们共同所拥有 ─
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 ─ 就是耶稣

这是 个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用他们共同所拥有 ─
旧约的历史、上帝的应许，来见证耶稣是谁；

在不同的族群当中在不同的族群当中，

我们要用人家听得懂的话、方式，来介绍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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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我们都在用某些方法来引导人认识上帝 ─ 就是神学。

面对外邦人、完全不认识上帝的人，

彼得就没有引用旧约圣经
在哥尼流的家里讲道

面对犹太人的社群的时候，

就会大量的引用旧约圣经，

来证明耶稣基督是谁

我们每次讲道的时候 不是只背圣经给人家听我们每次讲道的时候，不是只背圣经给人家听，
需要用传福音对象所听得懂的言语，

来解释圣经 介绍耶稣来解释圣经、介绍耶稣…
用各样的智慧来学习主的话

学习传福音的方法学习传福音的方法，

能够准确的把救恩的真理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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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保罗讲道的重点，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救主，

有施洗约翰讲述悔改的洗礼 ─ 当时犹太世界都知道的

这个救世的道，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传给我们

可是在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
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所读的书卷，

所以把基督定了死罪！

在外邦世界当中，耶稣的名声是战乱犯、被钉在十字架十字架上上……
保罗讲道要说明 ─耶稣不是战乱犯保罗讲道要说明 耶稣不是战乱犯，

耶稣是就着上帝的应许而来的。

被钉十字架应许当中，先知的书也有说他会被钉十字架，

一方面是耶路撒冷的人有眼无珠、不认识…
却是上帝所应许的，成就了圣经当中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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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30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

他不是钉十字架的囚犯 战乱犯他不是钉十字架的囚犯、战乱犯…
神所有的应许应验在他的身上，

他就是那个大卫的后裔 所应许要给我们我们带来救赎带来救赎的的他就是那个大卫的后裔，所应许要给我们我们带来救赎带来救赎的的

我们今天出来，就是为他来作见证…

十三32-33 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
神已经向我们这作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
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十三38-39 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
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
就都得称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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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教的会堂、大家很熟悉的摩西的律法，保罗对比了 ─
律法所在我们身上所不能带来的拯救，在耶稣身上却能
介绍耶稣就是上帝一直以来应许的，

怎么证明 ─ 耶稣的复活证明了
复活的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律法其实定我的罪我的罪 ──

知道我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法、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上帝的标准，，

他们出会堂的时候

却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使我们可以罪罪得赦免得赦免

十三42-43 他们出会堂的时候，
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
散会以后 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

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

恒久在神的恩中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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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44-45 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
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

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

犹太人会堂的聚集 可能聚集就固定那些人犹太人会堂的聚集，可能聚集就固定那些人，
可是没想到，外来的两个人带来轰动…

本来会堂的首领满心嫉妒本来会堂的首领满心嫉妒，
就跟圣灵充满是同样的字…

人的生命当中可以被圣灵充满 同样会被嫉妒充满人的生命当中可以被圣灵充满、同样会被嫉妒充满，
从前的亚拿尼亚、撒非拉，竟然是被撒但充满。

这个时候外在的现象，不见得对使徒们有利，
因为嫉妒的缘故，合城的人聚集当中，， ，

他们开始毁谤保罗、硬驳保罗所讲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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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46 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
「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

以色列人

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
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

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

十三48-49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预定得永生的都信

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

预定得永生的都信了，

这是在路加写作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中的现象

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有提到关于神的预定
这是从表面的现象中，使徒们在写作书卷的时候，， ，

真正体会出 ─ 这是有上帝的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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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我们在民主社会，对预定会有错解 ─
认为有人被选上了、就有人落选…

在圣经当中说 ─预定的人都被选上，
是上帝来预定，

这是路加写作的时候观察到 ─
上帝的全知全能当中选你，他就不会放弃你…

这是路加写作的时候观察到

上帝预定能够得救的人，对神的话都有正面的反应
熟悉旧约律法的人竟然跟保罗大辩论、弃绝主的道熟悉旧约律法的人竟然跟保罗大辩论、弃绝主的道

保罗其实蛮喜欢跟犹太人传福音的…
可是上帝用他不是在犹太教界、而是要向外邦。可是上帝用他不是在犹太教界、而是要向外邦。

这是保罗面对上帝的计画的时刻，发出的赞叹 ─
这是上帝的计画 上帝的预定这是上帝的计画、上帝的预定，

上帝根据他的全知全能，所写下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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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阿 西流基 撒拉米 帕弗 别加 彼西底的安提阿 以哥念彼西底的安提阿 以哥念 路司得安提阿 西流基 撒拉米 帕弗 别加 彼西底的安提阿 以哥念彼西底的安提阿 以哥念 路司得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放心大胆的开口去传，
要是上帝所 定的 他就对福音会有 面的反应只要是上帝所预定的，他就对福音会有正面的反应，

如果他今天没有正面的反应，不表示永远没有…

我们就是只管把神的道、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福音，

能够向我们所处的群体、向上帝带到我们面前的人，

彼西底的 保罗传福音有人接受 有人不接受

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他们来宣讲福音。

彼西底的
安提阿

以哥念

保罗传福音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
犹太人就开始教唆人、逼迫保罗，

保罗只好逃跑 进入了以哥念

别加

路司得

保罗只好逃跑，进入了以哥念，

在那边讲道、行神迹奇事…
有人来凌辱使徒 要用石头打他们别加 有人来凌辱使徒，要用石头打他们，

他们又逃到路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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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阿 西流基 撒拉米 帕弗 别加 彼西底的安提阿 以哥念 路司得安提阿 西流基 撒拉米 帕弗 别加 彼西底的安提阿 以哥念 路司得

路司得是一个完全的外邦社会，保罗医好了一个瘸腿的，

这些外邦人跑来要向保罗献祭 把他当作神明了这些外邦人跑来要向保罗献祭 ─ 把他当作神明了…

十四14-17 巴拿巴、保罗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
「诸君，为甚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
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

归向那创造天 地 海 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神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神。。
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

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

对外邦人 他讲述这位创造的主如何恩待我们

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
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

对外邦人，他讲述这位创造的主如何恩待我们，
我们都经历过这位创造主的供应；

他用上帝的自然启示在大自然当中上帝的作为 来说明他用上帝的自然启示在大自然当中上帝的作为，来说明 ─
使瘸腿的人好了，不是我们，而是这位创造主。

‧宣教事工开展 ‧第一次宣教旅程‧保罗的信息
安提阿 西流基 撒拉米 帕弗 别加 彼西底的安提阿 以哥念 路司得路司得 特庇特庇安提阿 西流基 撒拉米 帕弗 别加 彼西底的安提阿 以哥念 路司得路司得 特庇特庇

在特庇，一样非常的有果效…，一样有问题发生，

可是他真的知道 ─信主的门徒一样在逼迫里。

保罗这个布道队就回头，去经过所传福音的每一个城市，

十四22 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
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在主后第一世纪，跟随主耶稣实在要付极高的代价。

保罗第一次的布道行程，

从安提阿出发，被神所用，

彼西底的
安提阿 以哥念

路司得

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为主得人。

谢谢主，我们今天一样 ─ 安提阿
别加

路司得

特庇谢谢 ，我 今天 样

被主所差遣、与主同工。

祷告祷告亲爱的耶稣 爱我们的主 祷告祷告亲爱的耶稣、爱我们的主，

真的知道你是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

当使徒们乐意领受福音的使命当使徒们乐意领受福音的使命、

付了代价、跟随你的脚踪，

你用神迹奇事印证他们所传的道你用神迹奇事印证他们所传的道，
但同时也有患难逼迫；

在其中我们真的知道 福音却不受拦阻 不受捆绑在其中我们真的知道 ─福音却不受拦阻、不受捆绑，

以致于我们今天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你纯正的福音，

是因为这些先圣先贤他们付了代价是因为这些先圣先贤他们付了代价，

以致于福音今天可以传到我们的手中，

感谢你 让我们来高举救恩的杯

阿们

感谢你，让我们来高举救恩的杯，

继续在这个世代当中成为你福音的出口。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