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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檔；使徒行傳 小組預查 

于宏潔 弟兄主講 （講稿整理） 

 

《使徒行傳》第十三章 

 

《使徒行傳》第十三章是嶄新的一頁，因為我們講到《使徒行傳》不僅僅是使徒們這個

團體基督的行傳，它更是聖靈的行傳。所以，整個聖靈的記載、聖靈的行動，藉著新的主

角——就是保羅和他的同工們往前推動；他們服事的範圍也從原來的猶大地整個往外傳，

開始往亞細亞，甚至往歐洲，直到地極。所以，這是聖靈工作新的一頁，是一個非常重要

的里程碑。 

所以，我們要開始讀保羅的行蹤。因為，從現在開始主要的記載已經從彼得及耶路撒冷

的使徒、同工們轉到保羅這個外邦使徒和他的同工們。《使徒行傳》第十三章一直到第二

十八章基本上記載了保羅三次出外宣教的過程，還有最後一次是保羅上告到該撒，被囚、

被審問、被解送到羅馬的過程。所以，也有人把它講成是保羅四次行程的記載。 

在我們開始讀第十三章以前，必須要先特別提醒一下，就是我們在『柏訓』講到《保羅

行蹤與書信簡介》的這門課裡面，已經提到過，在研究保羅行蹤的時候，有幾個點是我們

非常需要注意的： 

第一：需要熟悉每一個站所發生的重要的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對照著地圖看，甚至自

己做點筆記。 

第二：要注意保羅幾次的講道，每一次講道的背景、中心的信息和他講道以後的結果。 

第三：要讀到保羅和他的同工們在各種特別的境遇中，他們的態度和他們的反應。因為

我們內在生命真實的情形，還有我們對  神的態度，許多時候都是藉著特別的環境才會顯明

出來的。 

第四：若有任何書信的寫作，就要找出這個書信寫作的背景、寫作的對象、寫信的目的，

還有它中心的信息到底是甚麽。 

所以，基本上，上述的這四個點，在講《保羅行蹤與書信簡介不見得能講得那麼深，但

是，在我們讀這些保羅行蹤的記載的時候，這幾件事情都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 

在第十二章結束的時候， 神也特別為著預備保羅做了一個簡單的打結。就是從他人生

的中間點， 神在大馬色的路上遇見他以後，讓他整個人生起了一個最大的翻轉。不僅僅他



的生命開始被主真實地改變，他原來整個人生的道路、他的前途、他整個人活著的目的、

他的價值觀和他人生的標竿全部被主改變。 

主花了將近十到十一年這麼長的時間，讓他好像默默無聲地在亞拉伯的曠野，再回到大

數安靜在那裡。這麼多年， 神在這裡預備這個器皿，讓他先學會被放到一邊，但是實際上，

他沒有停止在主面前的成長， 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也沒有停止。所以，這就好像水庫裡的水

一樣，雖然水閘把它給擋住了，但是水位一直地上升、上升、上升。他的生命越來越豐富，

他能帶出來祝福的度量也越來越加增。所以當   神把水閘打開來的時候，他能够一發不可

收拾地把  神所有的祝福，他在主面前所認識的、所領受的、藉著他所到之地都把它帶出來。

所以，他的信息、他這個人及各方面都是顯得那麼得剛強、勇敢，而且是充滿著異象和使

命。                                                                                                                                                                                                                                                                                                                                                                                                                                                                                                                                                                                                                                                                                                                                                                                                                     

接下來，第十三章基本上幾個分段很簡單，都是保羅行程的記載。 

第一段，是第一節到第三節：講到在聖靈的主權和帶領下，巴拿巴和保羅被打發出去做

宣教的工作。 

第二段，從第四節一直到這章的結束：他們開始真正上路了。第四節到十二節講到他們

在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這個島上所發生的事情；從第十三節一直到最後五十二節，記載

他們到了加拉太省彼西底的安提阿，及在這裡的服事。 

第十三及十四章是保羅第一次出外宣教的記載，到了第十四章就會講到他在以哥念、路

司得、特庇，還有他回程的記載。今天我們就集中在他怎麼樣被打發出去，及來到居比路，

還有以彼西底的安提阿為主的記載。 

 

一.   保羅和巴拿巴被打發出去做宣教的工作 

聖靈藉著這樣短短的三節經文，就為我們打開了一個小小的窗戶，讓我們看見安提阿這

個教會是一個怎樣的教會。他們實在是經得起看、經得起聖靈在這裡顯明。我們上次已經

講過了安提阿教會有很多的長處，他們非常注重禱告、充滿著見證，他們有愛心，也是一

個注重宣教，願意傳福音的教會。而且他們是一個以基督為主的教會，以至於別人能夠稱

他們是基督徒。第一節到第三節，聖靈藉著在他們中間發生的一件事，讓我們再來看這個

教會身上更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我們提七個小點： 

1.  在這裡提到五位同工們，有先知，有教師，他們在主的面前非常同心。可見這個教會

是很特別的，他們不分種族、不分背景、不分地位、不分恩賜，就是能夠很同心。可能在

一起禱告的人不止這五位，但是聖靈在這裡特別記載了這五位。 

就像這位「稱呼尼結的西面」（徒 13:1），聖經學者告訴我們，他是一個非洲的黑人。

他很可能就是當初被強迫來，幫忙耶穌背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門，這是在《路加福音》第

二十三章第二十六節、《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一節所記載的。聽說他因背著十架，



很受感動，後來他也信主了。所以，在《羅馬書》第十六章第十三節記載，他成為  神家裡

的人，很多的聖徒也都認識他。 

還有「古利奈人路求」（徒 13:1），古利奈，是在非洲的北面。 

這裡還講到「分封之王希律同養的馬念」（徒 13:1），換句話說是跟希律王希律安提帕

等於是結拜兄弟一樣，是一同養大的兄弟，所以他有貴族的背景。當這些人在一起的時候，

不管他們的背景、文化、種族、地位、恩賜是甚麽，或是先知，或是教師，他們就是可以

這麼同心地在一起。 

2.  《聖經》上告訴我們：「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徒 13:2），說到他們是非常認

真，攻克己身。他們在主的面前可以放下自己合法的權利，為著 神家，為著明白 神的旨意，

在這裡認真地禱告。 

3.   這裡說：「聖靈說」（徒 13:2）。我們不知道路加是怎麼知道是聖靈說的，但是

《聖經》很清楚地讓我們知道，他們能夠很明確地接收到聖靈的信息，而且眾人都同心地、

一致地降服在聖靈的帶領底下。所以聖靈在他們中間的工作是明顯的，聖靈的帶領是被他

們察覺而且順服的。 

4. 「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徒 13:2）所以，

說到聖靈在這裡掌權不僅僅是要「為祂」（For Him）去分派，去做  神召他們去做的工，

也講到是「出於祂」（Of Him）。不僅是為著主，也是出於主。到了第三節的後半，他們

又「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徒 13:23），就說到也是要「靠祂」（By Him），就是

要靠著聖靈，再藉著禱告才能分派出去的。 

5.  講到打發巴拿巴和掃羅兩位同工出去。他們可以說是安提阿教會最重要的兩位帶領者

（leaders），也是最屬靈、最認識主的兩位同工。但是，教會卻願意順服，讓他們被打發出

去。 

6.「於是禁食禱告」（徒 13:3）。他們不只是藉著禱告知道 神的旨意，更是藉著禱

告來進行、來順服、來實現  神的旨意。於是，就禁食禱告。所以，這裡講到他們是藉著祂

（through Him）或是倚靠祂（by Him）。 

7.   教會就「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徒 13:3）講到這是一個身體的遮

蓋（cover）、身體的保護和身體的祝福（protection and blessings），於是就打發他們出去了。

所以，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教會降服在聖靈的帶領底下，藉著聖靈明白   神的心意， 

神要做的事；然後也藉著聖靈，藉著教會的禱告、教會的祝福、教會的保護和遮蓋讓這件

美事得以成就。所以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彼此同心、禱告與順服，這些都是他們的特點。在這裡我們也看見

聖靈興起了一個非常健康、平衡，而且在屬靈上強而有力的安提阿教會，成為初期教會對

外宣教的一個基地（base）。這個對使徒們、對在外的宣教士是非常重要的祝福。所以將來

我們不管打發誰，像最近我們也打發同工們到國内去，他們都需要教會的遮蓋，為他們禱



告，為他們保護，為他們祝福。在前方的同工們才能夠更強而有力地來為主作見證，完成 

神打發我們的使命。 

 

二. 保羅和巴拿巴的行程 

基本上他們一開始是在居比路，這是第四節到十二節。居比路就是在地中海最靠近敍利

亞和土耳其交界的一個島：塞浦路斯。 

在這裡記載了二個人，一個叫作巴耶穌，一個叫士求保羅。巴耶穌這個名字的意思是：

耶穌的兒子。巴就是甚麼兒子的意思。他是被稱為「救贖之子」或是「耶穌的兒子」。這

個人後來被保羅責備，說他是「魔鬼的兒子」，就是徒有其表，是虛假的、矇騙人的，完

全名不符實的一個人。他是行法術的，以呂馬就是行法術的意思。他在這裡阻止方伯士求

保羅。方伯就是省長的意思，他是一個通達人，原來是常跟這個巴耶穌在一起的。 

方伯請了巴拿巴和保羅來，要聽   神的道，但是以呂馬就在這裡敵擋使徒。所以，《聖

經》在這裡特別提到保羅「被聖靈充滿」（徒 13:9）。一方面讓我們看見這些被打發出去

的人，他們的行事和事奉都是在聖靈的管理底下；另一方面也說到底下保羅能夠有那樣的

信心，叫以呂馬瞎眼，是出於聖靈，而不是只是他天然人的血氣，或是憑著人的意思自己

發起的。所以，他是完全被聖靈充滿、被聖靈帶領和被聖靈掌管的一個人。 

他「9 定睛看他，10 說：“你這充滿各樣詭詐奸惡，魔鬼的兒子、，眾善的仇敵，你混

亂主的正道還不止住嗎？11 現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暫且不見日光。”他的眼

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裡求人拉著手領他。12 方伯看見所作的事，很希奇主的道，就信

了。」（徒 13：9-12） 

我們可以知道保羅被主得著是一個地、徹底地被主得著。因為如果不是那麽清楚地知道

聖靈的意思，如果不是被聖靈所膏，充滿了上頭來的能力，誰敢這樣隨便地講？叫他瞎，

結果他沒瞎，那不就是完全拆了自己的臺，自取其辱嗎？是甚麼讓保羅有這樣的信心？關

鍵就在於他是一個被聖靈充滿、被聖靈管理、被聖靈所膏的。這是我們每一個人在服事上

都需要很謙卑地在主的面前來領受的。因為保羅有一個信心的舉動，這個舉動是聖靈發起

的，所以當他這麽說，這麽做的時候，聖靈馬上就印證，來成就這件事。 

方伯信主了以後，「保羅和他的同人，從帕弗開船，來到旁非利亞的別加，約翰就離開

他們，回耶路撒冷去。」（徒 13:13）這個時候稱呼馬可的約翰就離開他們，回到耶路撒冷

去。那麼，馬可為甚麼離開？《聖經》上沒有說，但是很遺憾的是，這個離開並不是一件

很美的事情。後來因為這件事情就引發保羅跟巴拿巴起了爭論。到了後面《使徒行傳》十

五章三十八節那裡，他們為了馬可的事情，有了爭論，甚至兩個人就彼此分開來。所以，

約翰的離開至少不是正面上聖靈的帶領，或是有一個能夠被人接受的原因。很多人說他可

能是受不了要吃苦，因為接下來從別加要到彼西底的安提阿，大概有一百五十英哩（miles）

路，是需要經過翻山越嶺，而且是非常陡峻的山；另外，天氣也是非常寒冷，終年積雪。



所以他們要走這段路。保羅經過很多的危險，盜賊的危險、猛獸的危險、江河的危險，都

是在他宣教的路上發生的。 

所以，馬可退回去了，但是他們又繼續往前去，就來到了彼西底的安提阿。這是在加拉

太省的安提阿，和打發保羅他們出來的敍利亞的安提阿是不同的，大家不要搞混了

（confuse）。在這裡有三、四件事情，我們需要注意一下。 

除了稱為馬可的約翰在旁非利亞離開他們以外，接下來，保羅在安提阿的信息，是第一

次記載下來的信息。相信這絕對不是保羅的第一篇信息，因為當初在大馬士革、在耶路撒

冷，他都傳過福音。而且相信他在大數，也一定常常為主作見證。 

在這一篇的信息裡面，我們要知道它的背景，它中心的信息及講這篇道的結果。現在，

保羅和巴拿巴來到安提阿，安息日的時候進入會堂，管會堂的人請他們說一些勸勉的話。

巴拿巴沒有講話，而保羅就站起來講道了。在這裡可以看得出來，保羅在屬靈上，已經是

變成帶領的人了。 

保羅在這裡講道，我們簡單地分三個點來看: 

1. 首先，他用幾句話就把整個以色列歷史的重點給刻畫出來，第十七節到二十二節講到

以色列是蒙   神特別恩典的選民。而且這個恩典常常都是  神主動發起的。例如說：「17 這

以色列民的 神揀選了我們的祖宗，當民寄居埃及的時候，擡舉他們，用大能的手領他們

出來，18 又在曠野容忍他們約有四十年。19 既滅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給他們為

業。」（徒 13：17-19）到了士師時代就為他們設立士師，到了撒母耳時代為他們立王，到

最後就幫他們選立了大衛，作為他們的王。這都是  神一再 地主動向他們施恩。 

所以，這是一段蒙恩的歷史，這是一班特別蒙   神揀選的百姓。然後保羅就把注意力轉

到合  神心意的大衛王，也是以色列人心中最偉大的王，而且也是衆所周知的彌賽亞的預表。

大家都知道將來彌賽亞是由大衛家出來的，所以連瞎子聽見耶穌經過都說：「大衛的子孫

耶穌啊，可憐我吧！」（路 18：36） 

接下來，他就直接把鏡頭從大衛轉到了耶穌基督的身上，轉到了救主耶穌基督的降臨。

第二十三節到第二十六節告訴我們，祂就是所應許的那一位（He is the one）。 

2.  保羅在這裡傳，説：耶穌雖然被釘死了，但是卻復活，而且向多人顯現。他把整個福

音的内容簡單地陳述出來。這是從第二十七節到三十七節，講到耶穌釘十架、耶穌復活、

復活以後向人顯現，有這麽多人看見了，為祂作見證。 神也在這裡應驗了《聖經》說：

「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你。」（詩 2：7）他是藉著大衛把基督介紹出來，把福音的信

息帶出來。 

3.   保羅在第三十八節到四十一節中勸勉眾人要悔改，信服耶穌。他在這裡好像是提出

了因信稱義或是滅亡的一個抉擇，就是你們到底要稱義呢，還是你們要因著輕慢而滅亡？

所以，這是一個生與死之間的抉擇，是他整個信息的一個中心。 



當他講完的時候，有很多人都願意起來跟從，而且「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幾乎都來聚

集，要聽 神的道。」（徒 13:44）這說明了他這個信息是這麽地強而有力，而且是那麽精華

地把整個歷史引到基督身上，把基督的救恩陳明在他們的面前。 

接下來，我們就看到   神祝福他們，然後仇敵在這裡攪擾和破壞。前面我們提到，有很

多人跟從他，全城的人在下個安息日幾乎都來聽。然後在四十八節說到：「外邦人聽見這

話，就歡喜了，讚美 神的道；凡預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徒 13:48）外邦人聽見就非常

喜樂，願意信耶穌。第四十九節講到：「主的道傳遍了那一帶地方。」（徒 13：49）所以， 

神非常地祝福他們，他們的工作也非常地有果效。 

但是，我們注意到《聖經》兩次用到「但」，一個是在第四十五節，一個是在第五十節。

從這個「但」字就可以看見仇敵的攻擊和不甘心。所有真正出於   神的事工，真正能夠帶

給人救恩，帶給人祝福的事工，經常會成為仇敵攻擊的目標，因為這些對牠造成了威脅。

「但猶太人看見人這樣多，就滿心嫉妒，硬駁保羅所說的話，並且譭謗。」（徒 13：45）

第一個「但」字讓我們看見仇敵在這裡嫉妒、硬駁、然後譭謗。接著第四十九節講到很多

人都信了，而且主的道傳遍了那一帶的地方，第五十節就說：「但猶太人挑唆虔敬尊貴的

婦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羅、巴拿巴，將他們趕出境外。」（徒 13：50）在這裏第

二個「但」字講到仇敵就是挑唆，然後逼迫，甚至用暴力將他們趕出境外。 

所以，要為主做工就要預備好，一定會碰到仇敵的攔阻；甚至仇敵的攔阻是成為這個事

工是否是合  神心意的一個印證。然不能說是絕對如此，但是很多的時候，也的確是這樣。

如果我們對牠沒有造成威脅，如果不是高舉基督，仇敵有時候其實是不在乎的。反而是我

們真正地高舉基督的時候，就真正地威脅了牠，牠才會起來這樣地攪擾我們。 

雖然如此，我們看見第五十二節結束時是何等的榮耀、何等的得勝！「門徒滿心喜樂，

又被聖靈充滿。」（徒 13：52）不管仇敵怎樣地猖狂、反對、逼迫，但是聖靈在這裡帶領

他們。門徒們外面有苦難，但是内心卻是滿心喜樂，而且被聖靈充滿。 

我們一再講這些的攻擊、逼迫是從猶太人來的，但是如果我們深入一點去思想的話，就

會曉得這些逼迫、攻擊、譭謗保羅的人，竟然都是讓保羅心裏常常憂痛的人，這是《羅馬

書》第九章第一節到第三節所記的。保羅為了他們「我是大有憂愁、心裏時常傷痛。」

（羅 9：2）甚至說，我就算「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羅 9：3）就是這

些保羅這麽愛的骨肉之親，用這樣的態度來逼迫他！然而保羅愛他們愛到一個地步，被咒

詛，與基督分離，他都甘心。 

我們一方面看見保羅的愛——如基督的心腸，和保羅的偉大;     一方面，我們也要小心！

這些保羅的骨肉之親，都是信  神的人，只是因為在信仰上、在真理上被蒙蔽了而有成見，

加上利害關係和肉體的嫉妒，《聖經》上特別明説到他們嫉妒，而被仇敵利用。所以我們

一定要小心，千萬千萬不要成為仇敵手中的工具，用來破壞   神的工作，用來傷害     神

的兒女。 

保羅這一生面對了三個大的世界。一個是羅馬世界，是關乎政權，政治和軍事。一個是

希臘世界，是關乎文化和風俗，他們的生活方式（lifestyle）。另外一個就是宗教的世界，



就是猶太人。保羅這一生受到最大的逼迫，其實還不是來自於那些外邦，如，羅馬政府或

是希臘文化，他真正的逼迫是從他的骨肉之親來的。 

所以，我們在主的面前真的是要小心，另外一方面，也要預備好自己，因為當我們為 

 神作見證的時候，逼迫、困難是難免的！進到第十三章，開始一個新的紀元，是宣教

的一個新的一頁，所以，我們多講了一點。 

  

禱告： 

主耶穌，我們讚美祢！我們看見聖靈的工作是一直往前去的，從中心到圓周，照著主耶

穌所應許的，要從耶路撒冷、猶大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今天  神的救恩、   神的祝

福、   神的恩典也是一樣的原則，就是要從我們這些領受的人，不管是個人、家庭、教會，

我們都要從我們的中心一直向外流露，向外擴展。主啊，但願我們自己這個人不成為祢祝

福流露或是工作往前的攔阻，讓我們真真正是成為祢手中合用的器皿。祢要打發，我們就

願意被打發；祢差遣誰，誰就順服而去。祢要我們做什麼，祢就讓我們能夠靠著信心、靠

著聖靈，在這裡勇敢地去做。主啊，這些日子當我們讀《使徒行傳》的時候，求祢繼續對

我們說更深的話，來翻動、翻轉祢的教會。讓我們真正地在聖靈裏成為一個被聖靈帶領、

被聖靈掌管、被聖靈使用的教會。謝謝祢！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問題討論 

從第 13 章開始，整個聖靈的工作、聖靈的行動，藉著新的主角——就是保羅和他的同工們往

前推動；他們服事的範圍也從原來的猶大地整個往外傳，開始往亞細亞，甚至往歐洲，直到

地極。所以，這是聖靈工作新的一頁，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1. 回顧徒 11：19-30 節，安提阿教會的特點有哪些？然後從第 13 章的第 1-3 節找出更多

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哪些的點是我們小組最需要加强的？哪些的點是我們教會需要

加強的？請小組長把你們的討論結果電郵給區長，以便幫助大家來落實。 

2. 請從地圖找出保羅巴拿巴宣教的第一站，並簡單描述在這一站有哪些人物，發生了什

麽事？這段一再的提到“聖靈”，這對教會的宣教事工，或我們個人佈道學習到哪些

功課？ 

3. 在宣教的第二站——彼西底的安提阿。保羅的講道的主題是什麽？可以分爲哪幾個段

落？當我們看見福音進入一個地方的時候，會分別帶出什麽樣的結果？對我們要成爲

一個傳福音的人有什麽提醒和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