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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保羅離開雅典來到了哥林多。 

         在這裡，我們岔開來講一下。當初保羅在雅典的時候，雅典人說說談談，他們不願意

接受 神，寧可去拜未識之神。保羅跟他們講耶穌，講復活的主，他們卻嘲笑保羅，譏誚這

個道理。因此，保羅就離開了他們。所以，我再一次地說：人要為自己的抉擇和對 神救恩

的反應負自己的責任。 

        但是， 神也沒有丟棄他們。十幾年前，我們有機會到雅典去服事，居然發現在雅典的

華人教會有將近三百個人！那次，帖撒羅尼迦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過來參加，一共有三百個

人一起聚會。我們心裡因此非常感動，因為 神沒有丟棄那邊的人！我們也何等盼望，在那

裡的福音不只是傳給華人，希望我們的下一代，應該叫作 GBC，就是在希臘生的中國人，

因著他們懂得當地的語言，福音也能夠傳給當地的人。 

         所以，我們說普世宣教，其實 神藉著中國人的無所不在，已經佈下了棋子、佈下了

種子。希望我們這一代能夠好好地愛主，照著主的教訓和警誡養育我們的下一代。他們就

是當地（local）的宣教士，又懂中文，又懂當地的語言，就可以把福音傳出去。所以，希

望弟兄姊妹為著這樣的負擔禱告。 

第十八章，保羅來到了哥林多。這一章基本上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第一節到十八節，講到他在哥林多的事蹟，在那裡所發生的事情。 

         第二段，是十九節到二十三節，就是保羅的回程。保羅離開了哥林多，經過耶路撒冷，

回到了安提阿。他回去以後，過一段日子，又開始了第三段的行程。 

         第三段，二十四節到二十八節，是關於亞波羅的記載。 

         所以，如果可能的話，希望弟兄姊妹能夠有一張地圖，自己親手在這裡畫路線。到了

什麽地方、發生了什麽事、關鍵點等，都把它寫在旁邊；並且可以記上在什麽地方、什麽

背景下寫了哪卷書。這樣的話，你對整個保羅的行蹤就有一個非常清楚的概念。這是香柏

木培訓的一個必修課程——『保羅行蹤』。不僅是了解保羅所經過的各地，也能夠了解保

羅在各地所發生的事，了解保羅在什麽背景下寫了哪些書信，而這些書信裡面的内容怎麽

樣配合當時所發生的事。所以，會讓我們有一個很清楚的輪廓。 



        有一件事情讓我非常感動。大概是去年，我和于師母到江南一個地方的教會去。他們

有少年讀經班，我們柏訓的一個學員在那裡當他們的老師，當中大概有二十來個，從十二

歲到二十歲出頭的孩子們。他們用了兩年到三年的時間，閉門、專心地讀主的話。 

        那天晚上我們去看他們的時候發現，雖然才十幾歲，但是柏訓很多的課他們都在聽。

他們連保羅的行蹤都聽。例如說，你考他們第二次出外佈道經過哪些地方？他們能夠如數

家珍地告訴你，在什麽地方發生什麽事情，在哪裡寫了哪卷書。我聽了就覺得很慚愧！我

真的希望我們中間的弟兄姊妹要熟讀主的話，活用主的話。我們因著 神那麽大的恩典，從

世界各地到了矽谷——全世界的高科技中心，我們的聰明、才幹、智慧不要都被世界的王

給浪費了，都給用光了、榨盡了，要留下力量，留下我們的智慧、能力好好讀主的話。 

        所以，保羅在《歌羅西書》第三章特別提醒我們：「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

豐豐富富地存在心裡。」（西 3:16）所以，如果連年輕的孩子都做得到，我們為什麼做不

到？我希望大家好好讀，好不好？ 

一、保羅在哥林多（徒 18:1-18） 

         我們來看第一節到十八節，保羅在哥林多所發生的事情。他在這裡雖然只是短暫的居

住，但是絕非偶然。保羅來到哥林多的時候，就碰到了亞居拉和百基拉。《聖經》告訴我

們，亞居拉、百基拉原來是住在羅馬，但是根據歷史的記載，那個時候的羅馬凱撒王革老

丟下了一個命令，要所有的猶太人離開，不准他們住在羅馬城。所以，羅馬城的猶太人就

全部都搬出去了。於是，亞居拉和百基拉「新近」從意大利搬來哥林多，保羅也剛剛從雅

典來到哥林多。我們曉得，這不是巧合。 

         保羅在十七章，我想我們記憶猶新，對雅典人傳福音，說： 神「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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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從這幾節聖經，來看保羅跟亞居拉、百基拉相會的事，我們知道這都是

在 神主宰的權柄和安排中，讓他們相遇在一起，彼此成為了對方的祝福。 

          保羅大大地幫助了這一對夫婦，《聖經》中六次提到了這一對夫婦。當我們研讀前

後經文，我們可以知道這一對夫婦是如何把他們的一生奉獻給 神，隨著聖靈的差遣、使用，

他們的腳蹤真是在 神的手中！他們大大地榮耀了 神，祝福了他們周圍的弟兄姊妹，也讓

保羅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幫助。同樣的，保羅也在與他們同住的時候，從他們身上得到了

很多的祝福和安慰。 

          所以，我再説：基督徒的字典裡面沒有巧合、沒有倒霉、沒有運氣、沒有恰巧，都

在 神的管理底下。祂預先定準了這些，為的是讓那些不信主的人可以尋求 神，可以揣摩

而得，可以來認識這位離我們不遠的 神。 

          同樣的，這句話對我們基督徒也是何等的安慰和激勵！所有的遭遇都在 神的手中。

生活、動作、存留、我們的年限、我們活多久、我們所住的疆界、我們到底在哪裡會碰到



誰…都在 神的手中，為的是叫我們能夠經歷 神、體會 神，並且活在祂的旨意中，讓我們

所有的遭遇跟 神並祂的旨意都發生關係。 

         保羅遇到了亞居拉和百基拉，這是保羅在哥林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事情，我們看到保羅跟他們同住的時候，不僅僅抽空去傳福音，為主作見證，

他說：我「就和他們同住作工」（徒 18:3）。所以，保羅也是織帳篷的人。在《使徒行傳》

第二十章，他跟以弗所教會長老見面的時候，特別說到：「33 我未曾貪圖一個人的金、銀、

衣服。34 我這兩隻手常供給我和同人的需用，這是你們知道的。35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

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

福。’」（徒 20:33-35） 

         這就是保羅，他織帳篷是為了養生，不要累住別人，因為哥林多教會特別懷疑保羅的

用心。我們將來讀《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的時候，你就可以曉得，保羅其實是

非常受委屈、被誤會、被羞辱的，但是保羅卻愛他們。他們嘲笑保羅言語粗俗、其貌不揚；

他們懷疑保羅，認為他是帶著貪財的心來到他們中間；他們甚至懷疑保羅的使徒職分，不

尊重他。但是，保羅愛他們，像愛自己的孩子一樣。這是讓我們非常感動的！所以，保羅

在哥林多教會停留的期間，自己親手做工，並不累著他們；而且他不僅僅養活自己，也供

應同人的需要，扶助有需要的人。這是保羅。 

         今天有一個很流行的名詞，叫作：「織帳篷的人」（The Tent Maker）及「織帳篷的

事奉」（Tent Maker Ministry）。我們要很小心地用這句話，因為很多的時候，我們並不配。

不是說我帶著職業，然後在神家有服事，我就是「織帳篷的人」。保羅織帳篷是為了養生，

但是他的正業、他整個的負擔是在作主的工，是在傳福音。織帳篷只是為了不累著教會，

為著養生。如果今天我們整個的心力是放在職業上，只是在教會裡面有服事，這是不一樣

的。因為很多的時候，我們沒有把服事主，把君尊祭司的職分當作我的正業，反而是副業，

可有可無，甚至是可以放棄的。但是保羅不是這樣，保羅的正業是事奉 神！其實，所有基

督徒的正業也應該是事奉 神。工作，不過是副業，不過是織帳篷，為了養生，為了可以服

事主。 

        所以，早期的傳道人告訴我們，那個時候，很多住在眷村的弟兄姊妹的生活都是很清

苦的，於是他們在後院養雞養鴨，為的是可以吃雞蛋，賺一點點生活的補貼。養雞養鴨是

他們的副業，是順帶做的，但是事奉主是他們的正職，是他們的正業。 

        今天，我們電腦工程師、公司的財務經理…能不能把職業看成不過是我的「養雞養鴨」

呢？這的確是個挑戰！我們在世界，卻不屬於這個世界，世界是要為我們效力，而不是我

們成為世界的奴隸。希望我們都在這方面被主釋放，真正活出君尊祭司這個尊貴的職分。 

         第三件事情，我們看到第四節，每逢安息日的時候，保羅就去傳福音。這是保羅！他

從來不浪費時間，不浪費每一個機會。當安息日猶太人聚集的時候，他就去傳福音。雖然

猶太人像豺狼虎豹一樣，要吞吃他、攻擊他、殺害他，但是保羅從來不丟棄機會，進會堂

傳福音。 



        第五節告訴我們說，西拉和提摩太從馬其頓來的時候：「5 保羅為道迫切，向猶太人

證明耶穌是基督。6 他們既抗拒、譭謗，保羅就抖著衣裳說：“你們的罪歸到你們自己頭

上，與我無干。從今以後，我要往外邦人那裡去。”」（徒 18:5-6）我們知道，保羅講這

句話，聽上去好像是動了血氣一樣，但是如果我們對照《羅馬書》第九章，也是我上次所

引用過的，保羅為著他的骨肉之親，心裡常常憂痛，甚至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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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我們可以曉得，這是一個從生命

裡面愛這些反對福音的猶太人的人。而他在這裡說：「你們的罪歸到你們自己頭上」（徒

18:6）的時候，我們可以體會到他心裡是非常痛苦的、不得已的，為了喚醒他們而說的。 

        從前我小的時候，在教會裡面聽說有一個叔叔跟人家傳福音，人家老是不肯信，老是

跟他辯論，到最後這個叔叔氣得就說：你這個人就是該下地獄！有時候我們動血氣，駡人

了！那是不一樣的。保羅在這裡是希望他們能夠悔改。 

        所以， 神把保羅留在哥林多，留了一年零六個月。 神說：「這城裡我有許多的百姓」

（徒 18:10），要等著保羅去把福音傳給他們，把他們帶信主。所以，保羅雖然遭遇抗拒、

譭謗，說他要往外邦人那裡去，但是你發現他還是繼續在那裡傳福音。讓提多猶士都，還

有「管會堂的基利司布和全家都信了主，還有許多哥林多人聽了，就相信受洗。」（徒

18:8） 

        所以，保羅留在那裡一年零六個月。照常人來說，當人這樣地反抗、逼迫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走了。但是保羅不是這樣， 神叫他留，他就留，留到 神說可以走。這都是我們事

奉主、服事主的人一個很好的榜樣——就是我們怎麽樣讓我們的一動一靜都在乎 神。這個

非常像《以西結書》第一章講的四活物，他們是絕對地隨從靈而行，靈無論往哪裡去，他

們都隨著行走並不轉身。所以，當聖靈動，他就動；聖靈停，要他住哪，他就住哪。 

        這也跟《民數記》裡面講到 神的百姓在曠野裡面隨著雲柱火柱走一樣，對不對？雲

柱火柱不管停多久，他們就在那裡住多久，甚至住一年以上。但是，雲柱火柱幾時起行，

他們就幾時跟隨著雲柱火柱往前去。這就是事奉主的人或是 神的兒女們都應該有的態度。

保羅在這裡住了一年零六個月，我們看見他在這一年零六個月裡面，一直在為主作工，而

且寫了《帖撒羅尼迦前書》和《帖撒羅尼迦後書》。 

        我希望弟兄姊妹不只是畫地圖，也能夠把保羅的年代寫出來。這大概是主後五十一年

到五十二年的時候，他寫了《帖撒羅尼迦前書》和《帖撒羅尼迦後書》，中間隔了幾個月。

我們從保羅的書信裡面，可以讀出保羅對寫信對象，例如：帖撒羅尼迦教會，他的負擔、

他的愛、他給他們的成全、他給他們的糾正及勉勵…你可以非常個人化地、針對性地，讀

出很多感動人的事；同樣的，從保羅的行蹤、保羅的事蹟，我們也可以讀出這些事來。 

        所以，我們鼓勵弟兄姊妹，就像讀先知書一樣，一定要熟讀先知書的歷史、背景，以

了解是在什麽背景下寫的。同樣的，讀歷史書的時候，一定要對照當時的先知的信息來讀，

這樣就可以知道當時在這個歷史背景下， 神兒女們屬靈的光景如何？他們對 神的態度、 

神在他們中間的工作及心意是如何。 



        所以，我們在讀保羅行蹤的時候，一定要對照著保羅所寫的書信來讀。你可以了解當

時教會的情形，保羅如何去面對他們，去幫助他們。同樣的，你讀書信的時候，一定要了

解歷史背景。保羅當時是在怎樣的情形下，給他們寫了這個書信。 

        舉個例子來說，《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三章第一節，他說：「1 我們既不能再忍，就

願意獨自等在雅典，2 打發我們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 神執事的提摩太前去堅固你們，

並在你們所信的道上勸慰你們，3 免得有人被諸般患難搖動。」（帖前 3:1-3）所以，我們

就知道保羅在雅典等的時候，曾經叫人去把西拉、提摩太叫來。叫來了以後，大概跟他們

有一些的勸勉，了解了一點近況以後，保羅就又把他們打發出去了。因為這是從《帖撒羅

尼迦前書》第三章知道的，他說：我就願意獨自在雅典，打發我們的弟兄去。 

        我們剛剛讀的十八章第五節：「西拉和提摩太從馬其頓來的時候」，我們曉得保羅寫

這句話的時候，人是在哥林多。所以，保羅離開雅典來到哥林多以後，西拉和提摩太就從

帖撒羅尼迦回來，來到這邊跟保羅會合，把他們的近況告訴他。 

        所以，從《帖撒羅尼迦前書》第三章第六節，保羅說：「6 但提摩太剛才從你們那裡

回來，將你們信心和愛心的好消息報給我們，又說你們常常記念我們，切切地想見我們，

如同我們想見你們一樣。7 所以弟兄們，我們在一切困苦患難之中，因著你們的信心就得

了安慰。」（帖前 3:6-7）所以，你現在再去讀《帖撒羅尼迦前書》，你就有非常深的感觸，

你可以了解保羅——保羅的心、保羅的愛，那個為父的心、為母的心。他就是不放心他們，

一再打發人回去看他們，堅固他們。 

二、保羅的回程（徒 18:19-23） 

        底下我們就簡單地看一下第二段：十九節到二十三節。這是保羅要結束第二次出外佈

道，回安提阿的記載。 

        一路上，保羅就是傳福音，經過各地，為主作見證。他「在凱撒利亞下了船，就上耶

路撒冷去問教會安。」（徒 18:22）所以，你曉得保羅，他不是一個獨行俠，獨來獨往。

他是活在教會的保護、交通、遮蓋底下。而且他到這裡作了主的工，他就到那裡去跟眾聖

徒分享，見證 神在各地的工作。 

        這裡記載他從耶路撒冷回安提阿，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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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18:23）這是講到他第三次的出外佈道，我們現在就

不講了。 

三、亞波羅的記載（徒 18:24-28） 

        從二十四節開始到二十八節，插進來了關於亞波羅這個人的記載。我們從《聖經》裡

面可以看得出來，《聖經》對亞波羅的評價其實是非常好。我們可以從很多的經文裡面看

出這個人身上有很多的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聖經》為什麽要提到他？因為哥林多教會當時處於分裂的時候，有人說：我是屬亞波羅

的；有人說：我是屬保羅的；也有人說：我是屬磯法的。所以，《聖經》在這裡讓我們稍

微認識一下亞波羅到底是誰。 

        保羅到了《哥林多前書》第三章的時候，甚至告訴他們說：「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

了，惟有 神叫他生長。」（林前 3:6）所以，不管保羅、亞波羅他們多好，保羅都不要我

們在心裡面有這種分門結黨或是屬誰的觀念。保羅在《哥林多前書》第一章一開始就責備

他們，而且到了第三章就說：你們因為是屬肉體，所以到現在才會有這些嫉妒、紛爭，在

這裡說我是屬保羅、屬亞波羅、或是屬磯法，甚至說我是屬基督的。 

我們很快地看一下亞波羅身上的優點。 

         第一個，他很有學問。《聖經》上講他有學問，是指他非常熟讀《聖經》，對《聖經》

非常了解。他是在亞歷山大城長大的，亞歷山大是當時的一個大學城，在非洲埃及那裡是

一個各方面都非常發達的城市。但是《聖經》並沒有停在這裡，說到他是：「最能講解聖

經」（徒 18:24）的，說到他對《聖經》非常熟讀。 

        第二件事情，他不僅僅熟讀《聖經》，「受了教訓，心裡火熱。」（徒 18:25）他有

一個受教的心，雖然他只知道約翰的洗禮，但是當百基拉、亞居拉把 神的道講給他聽的時

候，他能夠謙卑地接受。 

        這個點是非常值得我們效法，尤其是我們這些知識分子，自認是高科技的人才，我覺

得我們在保羅、亞波羅面前都應該降卑，更不要說在基督面前了。亞波羅是大有學問的一

個人，但是他非常謙卑受教。亞居拉和百基拉不過是織帳篷的人，就好像是一個市井的、

做生意的普通人。但是，他們跟他講解 神的道的時候，他不會認為說我是一個熟讀《聖經》

的人，又非常會發表，所以我不聽。他卻是非常地受教，而且心裡火熱。 

        所以，亞波羅真是我們的榜樣！今天肯專心聽道，認真讀主的話的人已經很少了。更

不要說聽了主的道，了解主的道，又善於教導，且把主的話很清楚地講給別人聽的人，這

個又更少了，對不對？很多人只是大腦袋，但是卻不能夠講得清楚，不能夠造就別人、幫

助別人。亞波羅不僅僅自己清楚，也能夠傳得清楚；他不僅僅只是在理性上這麽能幹，口

才這麽好，而且他心裡火熱！他裡面有火，有聖靈，有熱忱。這是我們今天最缺的。所以，

我們在主的面前真的要謙卑。 

        另外一方面，他也非常願意跟別人分享救恩。所以，不管到哪裡去，在以弗所，他就

跟別人分享；在哥林多，他就跟別人分享。二十七節說到，亞波羅又要往亞該亞，到哥林

多去。「27 弟兄們就勉勵他，並寫信請門徒接待他。他到了那裡，多幫助那蒙恩信主的人，

28 在衆人面前極有能力駁倒猶太人。」（徒 18:27-28）所以，他不只是對信主的人，也對

福音朋友心裡火熱。「引聖經證明耶穌是基督。」（徒 18:28）表示他對救恩很清楚，他

非常認識關於基督的事。他也到處勇敢地去為基督作見證。他是一個願意走出去的人，他

不會因為在以弗所很舒服，就不往外去了，他願意往亞該亞去。我們知道哥林多那邊的人

是非常屬肉體的，但是他願意去面對他們，跟他們講解基督，跟那些不信主的人，證明基

督。這是亞波羅。 



        所以，有人說《希伯來書》的作者不是保羅。我們也覺得不是保羅。不是保羅的話，

最有可能的作者就是亞波羅。因為他不僅熟讀舊約，他也跟保羅一樣，能夠從屬靈的角度、

從新約的角度、從基督的角度、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看舊約所有的禮儀、事奉、和祭祀。

《希伯來書》是從屬天的角度來講舊約。所以，如果作者不是保羅的話，那麽真的很有可

能就是亞波羅。這也是我個人相信的。所以，從亞波羅的身上，我們可以學到很多的功課。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配合《帖撒羅尼迦前書》和《帖撒羅尼迦後書》，好好地、

認真地去讀出保羅那個為父、為母的心腸。他自己都在《帖撒羅尼迦前書》講到：他像母

親、像父親一樣。 

我們知道保羅一共寫了十三卷書信，它們可以分為四組： 

        第一組，就是《帖撒羅尼迦前書》和《帖撒羅尼迦後書》，這是保羅寫的第一組書信。

有人稱它為：末世論，因為他講到主的再來。 

       保羅寫的第二組書信，有人稱它為：救恩論，就是《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

《加拉太書》和《羅馬書》這四卷。 

       保羅的第三組書信是監獄書信，也是四卷。《以弗所書》、《歌羅西書》、《腓利門

書》和《腓立比書》。 

       最後一卷書信就是他殉道前寫的第四組書信，叫作：教牧書信。《提摩太前書》、

《提摩太後書》和《提多書》。 

      所以，保羅第二次外出在哥林多寫了他第一組的書信，也是他的第一封信：《帖撒羅

尼迦前書》和《帖撒羅尼迦後書》，寫給一個才生的教會，一群年輕的基督徒。我也希望

我們好好地去讀它。 

 

禱告： 

        主耶穌啊，我們謝謝祢！我們再一次為了每一卷書，為著祢的僕人所做的每一件事，

我們都願意謙卑地在祢面前學習，以他們為榜樣。也讓我們看見聖靈的水流，藉著合用的

器皿，真的是從中心向圓周不住地擴展。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馬利亞，直到地極，

祢的救恩、祢的恩典，不斷地外流。 

         今天在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也承受了這麽大的救恩。主啊，希望聖靈的水

流，在我們身上不被扣留。好讓這個水流能夠繼續透過在普天之下的華人、中國人，流向

周圍的社區、所碰到的人，能夠來見證基督，傳揚福音，直到福音再回到耶路撒冷。 



        主啊，我們謝謝祢！祢祝福我們每次讀祢話的時候，不是像雅典人說說談談。我們乃

是帶著虔誠敬畏、謙卑受教的心，在這裡聽祢的話，讀祢的話，讓祢的話來改變，來影響

我們。   

         謝謝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問題討論 

1. 簡單複述並整理本章中保羅在哥林多的遭遇（遇見亞居拉和百基拉夫婦，織帳篷為

業，再次和西拉及提摩太會合，得著一些猶太人和外邦人， 神在異象中向保羅顯現，

及後來猶太人對保羅的逼迫）和對亞波羅的記載，思想路加為什麼記載這麼多詳細

的信息？（這些信息可以幫助我們今後更好研讀哥林多前後書）。 

 

2. 保羅為什麼在哥林多停留了一年零六個月？當我們向人傳福音遭遇阻攔的時候，會

不會很容易放棄？保羅的經歷對我們有什麼提醒？ 

 

3. 根據本章聖經的記載，亞波羅的身上有哪些特點？其中哪些的特點是值得我們個人

來學習的？我們又該如何作出相應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