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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行程

使徒行傳15:36-18:22
一代神仆/聖靈的軌跡

馬有藻

2017年九月十日

一.  序言

保羅和巴拿巴第一次佈道旅程後，福音在外邦人中傳

開。為外邦人得救的事，教會起了一個重要的神學爭

論。教會的領袖曾聚在耶路撒冷討論一個嚴重的問題, 
就是外邦人信耶穌後是否必須受割禮才能得救？耶路

撒冷保守派的領袖擔心以後教會會以外邦人為主, 對
猶太同胞會有阻礙。故有历史上第一次耶路撒冷大會

的產生（徒15 章）。保罗和巴拿巴及一群安提阿的

教会领袖前往参加， 沿途随处传福音（15：1-3）。

真不愧被称为“第一位将福音传到地極的福音勇士”。

二.耶路撒冷大會與第二次旅行佈道的起因（1）:  徒15:1-35

安提阿教會在短時期發展得很快，福音則以外邦人為主。

這種情形引起耶路撒冷教會注意。母會的猶太人認為外

邦人得救必須經過三種手續：割禮 (參出12:48)，守律
法(包括食物律),  和洗禮。只憑信心就能得救便是破壞
猶太傳統。他們說不按摩西的規條受割禮就不能得救

(15:1下)。大会中為此大大爭論 (15:2上)。彼得相信外
邦人得救與得聖靈全在乎相信，不在乎守律法。他指出

救恩乃是因著恩典和信心 (弗2:8-9；徒15:11)。哥尼流
就是外邦人得救的一個例子。他們辯論的重心是為了教

會的合一，信仰的純正，和福音能夠廣傳。

• 第一次會議：安提阿教會使團到耶路撒冷陳述外邦

二.耶路撒冷大會與第二次旅行佈道的起因（2）

人不必奉守割禮便可得救, 引起法利賽教派的信徒反對
(15:4-5) 。他们认为保罗和巴拿巴在要求外邦人守律法
的事上太过鬆懈。
• 第二次會議（15:6-21）:法利賽教派信徒仍然抗拒因
信称义的信仰。經過多方辯論後，（15：7下-11）：
“彼得就起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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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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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又藉著信潔淨了他們
的心，並不分他們，我們。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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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們得救乃是因主耶穌的恩，和他們一樣，
這是我們所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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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耶路撒冷大會與第二次旅行佈道的起因 (3)

保羅和巴拿巴也陳述神藉著他們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

蹟奇事 (15:12)。
雅各引證外邦人信主正符合阿摩司的預言 (9:11-12):   
“11到那日，我必建立大衛倒塌的帳幕，堵住

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壞的建立起來，重新修

造，像古時一樣 , 12使以色列人得以東所餘剩

的和所有稱為我名下的國。此乃行這事的耶

和華說的。”
雅各是耶路撒冷的柱石，他靠聖靈的帶領，聽這三人

的引證並阿摩司的預言和使徒行傳第十五章的教導，

便作最後決定 (徒15:19)：“19所以據我的意見，不可

二.耶路撒冷大會與第二次旅行佈道的起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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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勒死的畜牲和血。”    最后大家遵從

議會的決定：

1. 救恩乃是因信称义，犹太人，外邦人都是一样

（15:11）。

2.  这救恩和旧约神学相同（15：16-17）。

3.  要外邦人守律法的道德律和食物l律 (15:20)。
4.  认同保羅和巴拿巴的工作(15:26)。故耶路撒冷

大会正是促成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机。

二.耶路撒冷大會與第二次旅行佈道的起因（５）

接著雅各寫一封信給外邦基督徒，告知大會结果，並要

求他們不要做徒15:20中所忌的那三件事。顯然是為了猶
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間的合一。這信乃由猶大巴撒

巴 (猶太人) 和西拉 (希利尼人)，帶回安提阿，並向會眾
誦讀。大家都因此受鼓勵而歡喜。

雅各派猶大巴撒巴和西拉傳遞公函到安提阿，其目的有

三：

1. 解答外邦信徒須不須要守律法才能得救的疑问 (15:24)。
2. 認同保羅和巴拿巴的工作(15:25)。
3. 南北教会（母子教会）的合一。

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行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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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行程地圖
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行程地圖

三.保羅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行程（1）：徒 15：36-18：22

A.  保罗和巴拿巴联手启程（15：36-16：17）
1. 為馬可起爭論 (徒15:36-40)
马可在第一次布道时在别加离开团队回耶路撒冷去
(13:13)。这次巴拿又想带马可同去，但保罗不愿历史重

演耽误行程。二人起了冲突。巴拿巴便带外甥馬可回故
鄉居比路去（15：39）。保罗则组队带西拉往家鄉基
利家去，边走边建立和坚固教会 (15:39-41)。
• 別加(Perga, 徒13:13)距海約13公里，离港埠亞大利

(Atalia，今日的Antalya 安塔利亚城) 約17公里，它曾
是羅馬帝國旁非利亞省的省城，以奉拜女神Artemis 
(Diana) 而聞名。

B. 保羅和新同工西拉在叙利亚和基利家坚立教会。
（15:41)

C.在南加拉太一帶 (徒16:1-5)。
保羅來到特庇，又到路司得。提摩太就是他第一次佈道
時在路司得所結的果子。以后提摩太被当地教会长老按
手参加布道团队。

D. 在弗呂家，北加拉太，每西亞一帶 (徒16:6-12)：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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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想要往庇
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8他們就越過每西亞，下到
特羅亞去。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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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保羅既看
見這異象，我們隨即想要往馬其頓去，因為神召我們傳

福音給那裡的人聽。11 於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到撒

三.保羅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行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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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羅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行程（３）

摩特喇，第二天到了尼亚坡利， 12从那里来来到腓立

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门的住防

城。我们在这城裏住了幾天。”

• 特羅亚为亞歷山大大帝的嗣王安提古奴於300BC前後
所擴建，其全名是亞歷山大特羅亞，簡稱特羅亞。

保罗多次重返此处（徒20：6；林後2：12），殉道

前也路过此地（提4：13）。

• 庇推尼在本都西面，早期尼西亚(Nicea)大会和迦克

墩(Chalcedon)大会就在此地舉行。

三.保羅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行程（４）

• 加拉太這個名字在保羅的時代有兩個意思，其一
是指小亞細亞北部高盧人所居住的加拉太地區，

位於北部。另一個則是廣意的指羅馬帝國的加拉

太省，其範圍不但較大，而且經常變化,大約是包
括了呂高尼，彼西底，部份的加帕多家和一部份

的本都等，它的省會就是今日土耳其的首都

Angora安哥拉（聖光聖經地理）

三.保羅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行程（5）
E.  在腓立比: 在此保罗做了三件歴史性的大事：

1.  呂底亞全家歸主(徒16:11-15)。 2.  小使女脫離巫鬼

(徒16:16-18)。 3.  獄卒全家歸主(16:19-40)。
• 腓立比是羅馬的殖民地。离海港尼亚坡里14 公里。居
民享有公民權，免税權，和自治權。有羅馬軍驻防，

由羅馬地方官镸主管内政。腓立二世继位後改名为腓
立比（356 BC）。腓立二世乃亞歴山大之父。

• 尼亚坡里（Neapolis ，即【新城】之意）是马其顿的
一个军港。现今称为卡瓦拉（Kavala)。尼亚坡里後易
名为Christoupolis, 因是欧洲第一个接受基督教的欧洲

城市。保罗在特罗亚听到马其顿的呼声后便与同工在
尼亚坡里登陆，步行到腓立比。此城离特罗亚125 哩，
离腓立比10 哩。保罗，提摩太，西拉曾来到此地。。

F. 在帖撒羅尼迦一連三個安息日在犹太會堂辯論，講

到耶穌是复活的弥赛亚，不少人信了主。但又被反对

党驅逐出境 (徒17:1-9)，便到西部50哩外的庇利亞傳
道。哪知帖城的猶太人又趕來骚扰。当地信徒连夜送

保罗等离开帖城 (17:10 上），到庇哩亚去。

• 帖撒羅尼迦原名Therme, 主前315 年由马其顿王卡

珊德（Cassaner） 擴建，改名为帖撒罗尼迦，以纪

念其妻（亚历山大同父异母之妹）。此城离庇利

亚约75 公里。主前146 年，马其顿成为罗马的一

个省分，帖城定为省城，是海陆交通的要道。

三.保羅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行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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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羅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行程（7）

G.  在庇哩亚 (17:10-15）
此地的信徒天天查考圣经，追求真理。哪知帖城的猶

太人又趕來騷扰。保罗被迫，下到雅典去。 留下西

拉和提摩太牧养当地信徒（17：14-15）。

• 庇哩亚（Berea 是今日的维莱亚Veria .  离帖城西南

方50哩。

H.  在亞該亞一帶(徒17:14-18:17)
1. 在雅典(徒17:14-34) ：雅典是‘智慧的聖地’。

舉世著名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以彼古

羅，齐诺（Zeno）等皆为雅典人。雅典也以音樂，藝

術，文學，哲理，醫學等著名。主前四世紀雅典被馬

其頓王腓力征服(338BC)，屬希臘國一省份；後被羅馬
推翻 (146BC)。主前27年，羅馬將其希臘國改為亞該亞
省。

三.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的行程（8）

希臘哲學派有兩派：

1）彼古羅派：創始人以彼古羅 (341-270BC)，主張世
上無鬼神之說，人生只為享樂，门徒众多。

2）斯多亞派（Stoics, 义为‘走廊’）：創始人齐诺
(Zeno, 340-265BC）。他常走廊下講學。主張生活
嚴謹，逃避享受。

這些哲人約請保羅在亞略巴古山上講道 (Areopagus 意
為戰神之山) 。此山離市區不遠，是在城邊1500呎高的
山上。 21節中所說的‘客人’是移居雅典之人，多為
有錢人和有時間的閒人。亞略巴古山為市政議會，議
員約有30人(其中有一人後來信主，參看17:34)。此處
有時也借給學者們討論各類學術思想而用，有時也作
為審判犯人的法庭。

三.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的行程（9）

保羅在亞略巴古山上的第三篇講題是‘未識之神’
即指不認識而向他敬拜的神（17：22-31）。保羅藉
此介紹創造天地的神 (17:32)。保羅甚至還用他們詩
人(斯多亞學派Aratus)來證明他講的道。保羅的講章
有三個要點: 
1.神是創造主(17:22-29)。

2.神是審判的主(17:30-31)。

3.神是施恩的主，要人悔改（17：30）。

三.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的行程（10）

• 演講結果: 被哲學界的人譏笑和推辭（17:32-34) 。
但其中有亞略巴古的官丟尼修 ( 传说他後來成為雅

典第一任主教)，並一婦人名叫大馬哩 (意為紅母牛)，
屈梭多模（传说她是丟尼修的妻子），還有其他的

人信了主(17:34) 。

2.在哥林多
（徒18:1-17）：

“1這事以後，保羅離了雅典，來到哥林多。2遇見一
個猶太人，名叫亞居拉，他生在本都；因為革老丟命

猶太人都離開羅馬，新近帶著妻百基拉，從義大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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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的行程（11）
保羅就投奔了他們。3他们本是製造帳棚為業。保羅因

與他們同業，就和他們同住做工。4每逢安息日，保羅
在會堂裡辯論，勸化猶太人和希利尼人。5西拉和提摩
太從馬其頓來的時候，保羅為道迫切，向猶太人證明

耶穌是基督。6他們既抗拒、毀謗，保羅就抖著衣裳，
說：你們的罪歸到你們自己頭上（註：‘罪’原文作
‘血’），與我無干(註：原文作‘我卻乾淨’）！從今以後，
我要往外邦人那裡去。 7於是離開那裡，到了一個人的
家中；這人名叫提多猶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

近會堂。 8管會堂的基利司布和全家都信了主，還有許
多哥林多人聽來·，就相信受洗。 9夜間，主在異像中
對保羅說：不要怕，只管講，不要閉口。

三.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的行程（12）

10有我與你同在，必沒有人下手害你，因為在這城裡
我有許多的百姓。 11保羅在那裡住了一年零六個月，
將神的道教訓他們。 12到迦流作亞該亞方伯的時候，
猶太人同心起來攻擊保羅，拉他到公堂，13說：這個
人勸人不按著律法敬拜神。 14保羅剛要開口，迦流就
對猶太迦流就對猶太人说：：你們這些猶太人！如果

是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我理當耐性聽你們。 15但
所爭論的，若是關乎言語、名目，和你們的律法，你

們自己去辦罷！這樣的事我不願意审問。 16就把他們
攆出會堂。17眾人便揪住管會堂的所提尼，在堂前打
他。這事迦流都不管。”

四.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的回程（1）：徒18：18-
23

；（1）

1.  在堅革哩（18:18）：

“18保羅又住了多日，就辭別了弟兄，坐船往敘利去，

百基拉、亞居拉和他同去。他因為許過願，就在堅革

哩剪了頭髮。”

• 堅革哩：在哥林多的东海岸，离哥林多约14 公里。

2. 在以弗所（18:18-21）19 到了弗所，保羅就把他們

留在那裡，自己進了會堂，和猶太人辯論。 20眾人請
他多住些日子，他卻不允，21就辭別他們，說：神若
許我，我還要回到你們這裡；於是開船離了以弗所。”

四.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的回程（2）

• 以弗所（Ephesus) ：意为‘欽佩’，‘满意’。

地中海 5 公里。当年是陆海交通要道，一度是

亚西亚省的省会。崇拜亚底米神（戴安娜）。保罗

在此住了三年。

3. 在該撒利亞（18：22上）：從該撒利亞到耶路撒

冷，保罗报告宣教经过，并外邦教会对公函的态

度。再返抵安提阿 (徒18: 22下) ：“22在該撒利亞

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問教會安，隨後下安提

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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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的回程（3）

• 該撒利亞Caesarea位於撒瑪利亞西部的一個港口，

在地中海沿岸。東距耶路撒冷75裡。在羅馬統治時

期是巴勒斯坦的省會。羅馬的巡撫駐軍於此。中世

紀為十字軍所毀。在羅馬統治時期是巴勒斯坦的省

會。原城有聖殿，劇場，溝洰等。據說許多古蹟為

大希律所修建。天使在此施助一位名叫哥尼流的百

夫長後，

四.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的回程（4）

4. 抵达安提阿：保罗向自己教会报导宣教经过后又

往加拉太和弗呂家地方，堅固眾門徒。

( 徒18:22-23 ) : “在該撒利亞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
去問教會安，隨後下安提阿去。
23住了些日子，又離開那裡，挨次經過加拉太和弗呂

家地方，堅固眾門徒。”
五. 结语 :  神仆忠心耿耿，走遍亚欧两洲，全程8000 
里, 随处建立教会。每到一城就可预料到会被驱逐。

但神仆忠心耿耿，顺從圣灵的带领，随处建立教会。

这位“福音勇士”的信心和百折不饶的精神令人敬

仰，实值后人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