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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第十七章 

 

        保羅、西拉順從聖靈的帶領，按著馬其頓的異象來到了腓立比，讓整個福音從亞洲、

亞細亞進到了歐洲。對他們來説，第一站腓立比教會是個刻骨銘心的經歷。在那裡他們不

僅僅建立了一個最讓他們心裡得安慰的腓立比教會，同時，也在腓立比遇到了特殊的遭遇：

來到歐洲的第一站就全身被打傷，然後被下到監裡，上了木狗。但是 神也在那裡藉著神蹟

奇事、藉著他們信心的表現、夜間禱告唱詩讚美 神，讓整個局面有了一個奇妙性的扭轉。

我相信對保羅、西拉、和腓立比的教會都是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知道他們所信的 神是獨

一無二、全能的 神。 

        接著他們從腓立比就來到了今天我們要讀的十七章。他們經過暗妃波里、亞波羅尼亞，

來到帖撒羅尼迦，進了猶太人的會堂。所以整個十七章提到了三個地方：帖撒羅尼迦、庇

哩亞還有雅典。所以，我們也就把這一章分成這三段，就是：保羅在帖撒羅尼迦的記載，

第一節到第九節；在庇哩亞，第十節到十五節；以及他在雅典，十六節到三十四節所發生

的事情，和其中我們所該學習的教訓。 

一、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徒 17:1-9）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節到第九節，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帖撒羅尼迦和腓立比之間的距

離約有一百多英哩（miles），我上次去的時候坐了大概兩個小時到兩個半小時的車。所以，

走路當然不可能這麽快，是要相當的日子才能走得到的。 

那麽我們注意幾件在帖撒羅尼迦發生的事情： 

        第一個，講到保羅「照他素常的規矩」（徒 17:2），先到猶太人的會堂對猶太人傳道。

我們知道保羅是外邦的使徒，但是他整個的心仍然沒有辦法丟棄 神的選民。所以，他還是

優先地給選民機會，讓他們能夠明白 神在他們身上的心意和他們對 神的虧欠，希望他們

能夠悔改歸向 神。如果他們拒絕的話，將來在 神的救恩面前，他們也啞口無言，因為 神

實在是先恩待了他們。明明是外邦使徒，保羅卻多走了一哩路，為著選民，在這裡先給他

們機會。而他受到的最大的逼迫和傷害卻也都是從猶太選民來的。 

         每一次讀到《羅馬書》第九章，我們心裡面都非常地感動，因為保羅在那裡說：「我

在基督裡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羅 9:1）就是他所

說的是聖靈可以作見證的，就是：「2 我是大有憂愁，心裡時常傷痛；3 為我弟兄、我骨



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羅 9:2-3）所以，你可以了解保羅

的心腸。 

         那麽我們底下要讀到的就是他一路上受到猶太人的逼迫，但是因著他裡面這樣的一個

愛，不但願意為他們捨己、為他們受苦，甚至與基督分離，他都願意！這樣的愛讓他沒有

辦法丟棄他們。這樣的愛讓我們也都很慚愧！多少人在我們周圍，連我們最親的家人，我

們裡面都沒有這樣的福音負擔，而保羅卻對著他們有這樣的負擔！明明不是他的託付、他

的責任，明明這些人是最為難他、最傷害他的，但是他每次到一個地方就先進會堂，為了

要把福音傳給 神的選民聽。 

         接下來，我們注意到的第二件事情是《聖經》上說到:「一連三個安息日」（徒

17:2）。因為安息日猶太人在會堂聚會，保羅抓住這個讓他可以進去傳福音的唯一的機會。

所以他每次進會堂就去傳福音，為主做工。他一次都不浪費。不管他是否疲倦，是否生病，

是否有其他的事，但是只要有機會，他就為主傳福音、作見證，為主做工。 

        從後來的歷史來看，這幾乎是保羅唯一的一次機會，能夠連續地在帖撒羅尼迦向他們

自由地傳道，因為過了之後保羅就發生事情了，他就被趕，離開了帖撒羅尼迦，好像再也

沒有回來，可能頂多只是路過，或是從旁邊路過。所以，我想我們要珍惜在主面前的所有

的機會！ 

        第三件事情，我們注意到的是他在這裡傳福音，《聖經》上告訴我們：他是「本著聖

經」（徒 17:2）與人辯論。這是我們所有神僕人、服事主的人的楷模。《聖經》一定要熟

讀，而且活用。就好像你要去修房子、或去做事情，你的工具箱裡面如果沒有工具，或是

沒有合用的器皿，你就沒有辦法做。所以要用諸般的智慧、聰明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地

存在心裡，當聖靈要用的時候，就能夠很自由地拿出來，而且能夠活用。 

         第四件事情，我們看見保羅不只是本著《聖經》，他傳講的整個内容也全是基督。講

到基督的受死、受害、從死裡復活，最後，他的結論集中在把他們的注意力都轉到基督的

身上。他說：「我所傳與你們的這位耶穌，就是基督。」（徒 17:3）猶太人最難接受的就

是拿撒勒人耶穌是基督。所以，保羅的信息就是要把他們帶到耶穌就是基督！這位充滿人

性的主，就是 神所立的基督，就是 神的兒子；祂是真神，又是真人；祂是救主，祂也是 

神所立的主。所以，這是保羅整個福音的内容，都是繞著基督。 

         接下來，我們就看見帖撒羅尼迦人對保羅傳這樣信息的反應。我們相信《聖經》只是

簡短地記載了信息的内容，有更全備、更多的內容沒有記載在這裡。結果，聽的人有不同

的反應。第四節告訴我們，有正面的反應：「有些人聽了勸，就附從保羅和西拉，並有許

多虔敬的希臘人，尊貴的婦女也不少。」（徒 17:4）。但是，第五節到第九節，卻是講那

些不肯信的人：「那不信的猶太人心裡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類，搭夥成群，聳動合城的

人…」（徒 17:5）要在這裡打岔這件事情，阻止這件事情。 

        所以，在這裡我們看見人要為自己的抉擇負責，尤其是對 神救恩的回應。這句話不只

是針對福音朋友說的，也針對我們這些信主的人。我們這一生的果效都是由我們的抉擇來

決定的。「 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什麽，收的也是什麽。」（加 6:7）而我們的抉擇



就是我們所種的。所以，今天我們受苦、受攪擾，很多時候是因為我們正在收從前所種的。

為著讓未來的人生能夠更豐富、更有價值，不後悔、不受苦，我們今天對我們每一個所種

的都要小心。 

       大衛甚至嚴謹到一個地步，在《詩篇》十九篇，他說：「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裡的意

念，在祢面前蒙悅納。」（詩 19:14）更不要說我們的決定了。所以，人對自己的抉擇要

負責，尤其是對 神所有的應許、 神的救恩、 神的工作，我們到底是怎麽回應的。 

       在這裡我們看見他們的反叛，而且他們就「5 闖進耶孫的家，要將保羅、西拉帶到百

姓那裡。6 找不著他們，就把耶孫和幾個弟兄拉到地方官那裡，喊叫說：“那攪亂天下的

也到這裡來了，」（徒 17:5-6）我說過《聖經》裡面在形容這些跟隨主的僕人常常用一些

很特別的字，但對我們來説卻是很大的激勵。例如說，彼得、約翰、保羅…就是主耶穌的

十二個門徒，官府的人說：這些人是跟過耶穌的，是與耶穌一夥的。對我們服事主的人來

説，聽到別人這樣說好像是攻擊我們，但是其實是大大地激勵我們。我們真的是跟耶穌一

夥的，真的巴不得別人認得出我們是跟隨耶穌的人。 

         在這裡別人講到保羅的時候，說到：「那攪亂天下的也到這裡來了。」（徒 17:6）你

知道嗎？有的《聖經》，像新國際版（NIV）是說，他「給整個世界都帶來了麻煩」

（cause trouble all over the world）；新美國標準聖經（NASB）是說「顛覆了世界」（have 

upset the world）。但是，我想我們最喜歡的是新英王欽定本（NKJV）的譯法，它是說「他

把整個世界都給上下顛倒了、翻天覆地了」（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你就曉得這是

屬靈的影響力，對不對？這個世界的王掌權，人都在牠的轄制底下，《約翰壹書》第五章

那裡說到：「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手下。」（約壹 5:19）但是，基督這位屬天的君王來了， 

神的僕人帶著屬天的能力、權柄、應許、祝福來的時候，祂要把整個天地都翻轉過來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雖然我們的影響力沒有像保羅那麽大，像其他 神的僕人那麽大，但是我們不能夠輕

看自己，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影響力。請弟兄姊妹記得：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影響力！只是大

跟小的問題，只是正面、還是反面的問題。求主救我們脫離反面的影響，救我們脫離微小

的影響，讓我們這個人不管到哪裡去，都能夠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氣。

在得救的人身上，在滅亡的人身上，都有影響力，它可以叫人死，可以叫人活。這是《哥

林多後書》第二章告訴我們的。 

二、保羅在庇哩亞（徒 17:10-15） 

        接下來，第十節到十五節講到他們來到庇哩亞。在這裡我們看見，因為前面受到的逼

迫，所以保羅和西拉在夜間就往庇哩亞去了。庇哩亞離帖撒羅尼迦非常近，聽説開車只要

不到半小時，大概二十分鐘就可以到了。我們在帖撒羅尼迦聚會的時候，因為聚會行程排

得太緊了，所以，沒有機會過去看。但是他們告訴我們，並不是很遠。 

他們到了庇哩亞去的時候，也是先進到猶太人的會堂。我們看到保羅，我前面已經說過了，

他真的就是整個的心從來不放棄 神的選民，他的骨肉之親。他明明知道猶太人是他最大的

逼迫和傷害，但是每次他都先進猶太人的會堂。 



      《聖經》在這裡告訴我們說：「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徒 17:11）為什麽

賢呢？比他們更好呢？你從他們的表現就知道，他們「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

曉得這道是與不是。」（徒 17:11）他們雖然好像是很有理性的人，但是這個理性用得對，

他們很認真地去讀主的話，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當他們發現是的時

候，他們就甘心領受這道。 

        所以，《聖經》講到「賢於」的時候，有好幾個翻譯，英文的翻譯都蠻好的。它說比

較公平的（more fair minded）、比較敞開的（more open minded）或是更好、更尊貴的

（more noble minded）。像英王欽定版（KJV）、達比譯本（DBY）和新美國標準聖經

（NASB）都是說更好、更尊貴。他們考查《聖經》。這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保羅在庇哩亞並沒有停太久，因為他們中間有很多人都信了。「但帖撒羅尼迦

的猶太人知道保羅又在庇哩亞傳 神的道，也就往那裡去，聳動攪擾衆人。」（徒 17:13）

所以我們發現仇敵窮追猛打，永遠不放棄。保羅不會放棄，仇敵對 神的僕人，對 神藉著

這些僕人所做的工作也是從來都不放棄，要一直破壞。所以，他們就打發保羅往海邊去，

西拉和提摩太繼續留在庇哩亞，就近照顧、幫助庇哩亞與帖撒羅尼迦剛信主的人。 

         這就是保羅。為人父母的心腸，像主耶穌所說的，他們不是雇工，他們是牧人。雇工

就是碰到仇敵來了、盜賊來了，他們就丟下羊群，自己跑了；但是好牧人是為羊捨命的。

保羅在這裡雖然受到逼迫， 然而 神的託付在他身上要繼續往前，所以他把西拉、提摩太

留在這裡，自己一個人先往人生地不熟的雅典去了。 

         這是第二段，非常感動，讓我們看見保羅、西拉，他們在 神面前的工作。也講到我

們這個人對 神話語的反應，也是很重要的。「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 4:23）

所以，我們看見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有的人甘心領受，有的人就起來反叛。 

三、保羅在雅典（徒 17:16-34） 

到了雅典以後，這段的聖經記在第十六節到三十四節，我們也提幾個點。 

        第一個：我們看見保羅心中福音的火焰與負擔。不管到哪裡去，他都跟別人傳福音。

他看著滿城的偶像，就心裡焦急。但是，為什麽我們沒有反應呢？這說到我們裡面缺少真

正的愛，缺少對救恩那個真實的相信和看重。我們雖然相信了，但是我們沒有想到它不是

只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更是一個絕對不能少的事。如果不信主的話，將來的永遠的沉淪、

永遠的審判是何等得可怕；信主以後，又是一個何等不同的境界！這個東西會在人裡面產

生焦急。 

         所以，我很希望我們教會不要覺得傳福音只是一個事工，大使命只是 神的一個要求，

教會傳福音只是教會各樣活動、各種聚會中的一個。巴不得在我們教會中，有更多的人心

裡面有福音的火在燃燒，讓我們不能不傳。不管你是誰，不管你怎樣地反對，你之所以不

信耶穌，是因為你不認識祂，當你認識了祂，你就一定會信。 



        這就是保羅。所以他到了亞略巴古就跟他們傳福音。不僅僅是帶著負擔，而且是不放

棄任何的機會！不管在會堂裡、在街上，不管是猶太人、虔敬人、馬路上的人、或哲學大

師…任何地方所碰到的人，他抓住機會就傳。 

        我們至少去過亞略巴古兩次，它就在那個雅典神廟旁邊一塊高起來的地方。所以很多

的哲學家、大師常常坐在那邊，在那裡對話。這是他們希臘文化很特別的一個聚集地，他

們在那裡交流、交換彼此的哲學思想。所以，保羅常常到亞略巴古去，他不怕他們冷嘲熱

諷、也不怕他們羞辱他，說，你在這邊胡言亂語的要說什麼、你在這邊講外邦鬼神的話，

你在這裡傳什麽新道，讓我們也來聽聽看。 

         雅典人的特點就是：「不顧別的事，只將新聞說說聽聽。」（徒 4:21）所以，他們就

好像在這裡聽笑話一樣聽一聽，但是保羅不在乎他們的冷嘲熱諷，不怕他們羞辱，因為他

知道他所傳的是復活的耶穌，他所傳的道是永生之道、是真理、是曠世不朽的，所以，他

那麽勇敢地進去。 

          他所傳的福音也是強而有力的福音，非常有針對性，而且能夠找出他們的癥結。例

如，他說：你們所拜的神，是未識之神，我現在就把誰是真神，這個 神是誰，來告訴你們。

保羅是針對他們的癥結來講話。而他整個的信息就回到福音的中心，也就是耶穌基督的身

上，講到祂是死而復活的基督，祂也是有一天 神要藉著來審判天下的基督。 

         所以，保羅的這一段福音，我們一定要熟讀。從第二十三節開始一直到三十一節，這

段信息講了哪些重點，希望大家自己好好地把它讀出來。連我們基督徒讀這一段福音，我

們都很感動，很多的時候，我們也都這麽禱告，講到：「26 祂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

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27 要叫他們尋求 神，或者可以揣摩而

得，其實祂離我們各人不遠，28 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徒 17:26-28） 

          我們讀的時候真的都很感動，對不對？知道我們這一生，我們的道路、我們的疆界、

我們所遇見的人、我們所發生的事、我會生在哪個家、我會活多久……，統統都在 神的手

中！而整個的目的是要叫我們在這一切的遭遇、人生各樣的處境裡面都跟 神發生關係，都

能夠揣摩、能夠來經歷 神。 

         而至終，「祂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祂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徒 17:31）

這就是史百克弟兄常常講的：將來， 神審判我們只有一個標準， 神衡量我們這一生的果

效只有一個標準，叫作：根據基督來衡量（measured by Christ）。祂設立了這一個人，祂不

是用一個聖潔、偉大的 神來衡量我們，祂是藉著一個人，而這個人——拿撒勒人耶穌，道

成肉身，帶著人性活出了 神的榮耀。神是藉著祂來審判我們。 

        保羅講了這些話以後，有些人信，有些人譏誚他。從十八章我們可以看到，保羅最後

就離開雅典，往哥林多去了。 

        在結尾的時候，我們仍然看見了保羅這個人是帶著清楚的異象，強而有力的使命感；

他跟隨聖靈、倚靠聖靈、並且充滿聖靈。所以，他到處帶下聖靈的工作。雖然從外面看是



仇敵的反抗、攻擊、破壞與攪擾，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們知道這是因為保羅所做

的是仇敵所怕的；保羅所做的，摸著了仇敵，讓牠害怕，所以仇敵起來反抗。 

         所以我們一起禱告，不要灰心，不要害怕，勇敢地為著主站住。高舉基督，傳揚基督，

讓我們周圍的人從我們身上得到救恩，藉著我們所活的、所傳的、所是的、所做的，能夠

讓他們認識 神。 

 

禱告： 

        主啊，祢幫助我們，讓我們看見祢的僕人們在地上所做、所行真的是祢榮耀的彰顯。

那樣勇敢地為著祢、為著祢的國、為著祢的百姓，不顧性命、不計代價。他們更是在這裡

充滿了聖靈，倚靠聖靈，到處藉著聖靈行做奇事。 

        我們謝謝祢！不叫我們再浪費我們的日子，讓我們在每一個機會裡面，都抓住機會，

裝備自己，也讓祢能夠使用我們成為別人的祝福。 

        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問題討論 

1. 保羅在帖撒羅尼迦時，有 4 件需要我們注意的事（徒 17:2）： 

1. 「照他素常的規矩」， 先到猶太人的會堂 (場合)， 

2. 「一連三個安息日」(時機)， 

3. 「本著聖經」， 

4. 整個福音的内容全是基督。 

      另外，根據這一章的記載，保羅向這三地的人傳福音時，如何採用了不同的切入點？

這些對我們在傳福音時，有什麼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地方？ 

2. 在徒 17:6：猶太人說保羅是「那攪亂天下的」，因為他帶著屬天的能力、權柄、應許、

祝福到所經過的每個地方，他的影響力甚至可以把整個天地都翻轉過來。想想：我們在家

庭、小組、職場…，應如何發揮我們該有的屬靈影響力？ 

3. 保羅在傳講信息時，有正面的反應 --「有些人聽了勸，就附從保羅和西拉…」（v4），

也有不肯信的反應 --「那不信的猶太人心裡嫉妒…」（v5）在這裡提醒我們每個人要為自

己的抉擇負責，這不僅關乎福音朋友對神救恩的回應，更關乎我們信徒對神旨意的順服與

否，這對我們一生要跟隨基督的人有什麼重要的警戒？ 



4. 請試述在第 23-31 節這一段，保羅的中心信息講了哪些重點？最後，我們看見保羅是帶

著異象和使命感，忠於神的託付，並跟隨聖靈一路往前。請分享在保羅身上（針對本章），

你最需要學習的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