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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9月7日 安息日下午

保羅第三次佈道之旅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徒 18 ： 24 － 28 ，徒 19 ，徒 20 ： 7 － 12 ， 15 － 27 ，林後 4 ： 8 － 14 ，徒 21 ： 1 －
15。
存心節

「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
領受的職事，證明上帝恩惠的福音。」（徒20：24）

路加對保羅第三次行程時的敘述，在一開始時有些突兀。經文只說到他
在安提阿─保羅傳教的中心─住了些日子，緊接著就是這次行程，
「挨次經過加拉太和弗呂家地方，堅固眾門徒」（徒18：23）。這次行
程最初的1千5百英里就以一句話帶過了。

這次行程的重點是以弗所，所以保羅在這裡的時間比在其他任何一個城
市的時間都要長。從福音書作者的角度來看，在以弗所的傳道是富有效
果的；保羅講道的影響遍及了整個亞細亞省（徒19：10，26）。很可能
就是在這個時期，歌羅西、希拉波立和老底嘉的教會被建立起來，可能
是藉著以巴弗（西4：12－13），就是保羅的同工（西1：7；門23）建
立的。
這次行程值得注意之處，在於它是使徒行傳中記載保羅之行的最後一
次。保羅這趟旅程還是自由人的身分。然而路加還記錄了保羅的另一次
行程，那一次是去羅馬，他的身分卻變成了囚犯。

■研究本週學課，為9月8日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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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第一部分】

徒18：24－28 記錄了保羅在去以弗
所的途中，一個名叫亞波羅的猶太
信徒來到以弗所。他口才出眾並且
通曉《聖經》。從路加的描述看，
毫無疑問亞波羅是耶穌的跟從者：
「這人已經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訓，
心裡火熱，將耶穌的事詳細講論教
訓人 。」（徒18：25）。然而，
他單曉得約翰的洗禮。耶穌在世
時，亞波羅受了施洗約翰的洗，之
後他與耶穌相識，或許他後來離開
猶太，在耶穌受難或五旬節事件之
前，他很可能回到了亞歷山大。

因此亞居拉和百基拉要給他進一步
的教導。儘管亞波羅能夠從《聖
經》中證明耶穌是以色列的彌賽亞
（徒18：28），但他仍然需要明瞭
關於基督教自耶穌傳道以來的最新
發展。並且，亞居拉和百基拉給予
亞波羅更大的幫助：他們和以弗所
教會的其他信徒為他寫了一封推薦
信給亞該亞的教會（徒18：27），
促使他能在哥林多進行有效的傳道
（林前3：4－6；4：6；16：12）。
閱讀徒19：1－7。保羅到達以弗所時
發生了什麼事？

亞波羅的傳道與保羅剛到以弗所就
遇到十二個人的事情有關聯，因為
他們的情況很相似。他們被稱為
「門徒」（徒19：1），再加上保
羅問他們的問題（徒19：2）清楚
地表明他們已信耶穌。同時，他們
對保羅的回答表明與亞波羅相似，
他們原先也是施洗約翰的門徒，後
來成為耶穌的跟從者。只是他們也
未經歷五旬節，因此他們需要有機
會更深切地親身經歷主。
「保羅到了以弗所，就發現有十二
個弟兄，他們像亞波羅一樣都是施
洗約翰的門徒，也像他一樣對於基
督的使命稍有一點認識。他們雖然
沒有亞波羅的才能，但他們卻有像
他一樣的真誠和信心，要設法將自
己所領受的知識廣傳開來。」─
懷愛倫著，《使徒行述》，原文第
282頁。
我們應該根據這種特殊情況來看待
他們的再一次洗禮。他們不是來自
其他的基督教派，也沒有皈依其他
宗教。他們要融入到基督教的主流
當中。他們受了聖靈並且說方言，
這也表明他們是基督教的宣教士，
像亞波羅一樣，如今他們無論走到
哪裡，都大有能力為耶穌基督做見
證。

星期一

9月3日

第10課／保羅第三次佈道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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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第二部分】

在以弗所，保羅照他的習慣在會堂
講道。當反對興起後，他就和新信
徒搬到推喇奴的學房，在那裡保
羅天天傳講長達兩年之久（徒19：
8－10）。路加對保羅在以弗所傳
道工作的總結是福音火熱地傳遍了
亞細亞全省（徒19：10，26）。

在徒19：11－20，路加記載了幾件
神蹟，處處彰顯了在一個巫術和迷
信盛行的城市裡，上帝的能力如何
取得了勝利。儘管上帝可以讓保羅
親手醫治病人，但是祂卻讓這位使
徒碰過的手巾和圍裙都有醫治之能
（徒19：12），在他們看來覺得驚
奇，而且這與耶穌醫治那位血漏婦
人很相似（路8：44）。正如路加
所說，以弗所人的迷信可能促使上
帝行一些「非常的」奇事（徒19：
11）。或許，這就證明上帝也會按
照人能夠理解的程度來滿足他們的
需要。

保羅對自己在以弗所的傳道成果很
滿意，他決定繼續到耶路撒冷去
（徒19：21）。路加沒有說出這次
行程的原因，但我們從保羅自己的
書信得知他希望將所籌集的捐款
送去，以緩解耶路撒冷教會的窮
困（羅15：25－27；林前16：1－
3）。最初幾年的財物公用以及革
老丟年間的大饑荒，使猶太信徒變
得貧窮，而且保羅從他們的求助中

看到可以抓住機會堅固他們對他使
徒身分的信任，並加強不同文化教
會的團結合一，當然他也知道他將
要面臨的風險（徒20：22－23；羅
15：31）。

閱讀徒19：23－41。保羅在以弗所停
留的最後一段時間中，遇到反對的真
正原因是什麼？

反對一定與異教崇拜有關，保羅的
傳道使異教崇拜受到嚴重的威脅。
底米丟的真正動機顯然是錢財上
的，但他把它變成宗教問題，因為
亞底米（或作戴安娜）神廟，是古
代世界七大奇觀之一，座落於以弗
所。
閱讀徒19：27。注意底米丟是如何
巧妙地引入宗教「虔誠」，試圖讓錢
財源源不斷地流入？作為基督徒我們
為什麼必須要在信仰方面特別留意，
不要以同樣的方式利用信仰或偽裝虔
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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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羅亞】

在動亂過後（徒19：23－41），保
羅決定離開以弗所。但他經過馬其
頓和亞該亞繞道而行，而不是直接
到耶路撒冷（徒20：1－3）。在這
次旅行中，有一些外邦教會的代表
與他同行（徒20：4）。

閱讀徒20：7－12。一種普遍的觀點
認為這幾節經文間接證明了安息日已
被改為星期日，這種觀點錯在哪裡？

保羅在特羅亞停留直到「七日的第
一日」聚會結束（徒20：7）。他
們聚在一起「擘餅」，也許與主的
聖餐有關，從耶路撒冷教會的初期
開始，聚餐常常和聖餐連在一起
（徒2：42，46）。這裡雖沒有提
到杯或祈禱，卻不能排除這種可能
性。然而，關鍵是這件事經常被作
為佐證，希望以此證明在保羅時代
至少有些外邦教會已用星期日來替
代安息日作為敬拜的日子。

但是，在得出結論之前，我們有
必要確定聚會的確切日期和聚會
的性質。提到了使用燈燭（徒20：
8），到了半夜保羅持續分享信息
（徒20：7），然後他一直講到天

亮（徒20：11），不需要提及猶推
古的熟睡（徒20：9），我們就已
清楚那是一個深夜的聚會。
問題是這聚會的時間是在星期日之
前的晚上，抑或是星期日之後的晚
上？答案取決於路加。他使用哪種
計算時間的方法呢？是按著猶太的
方法從日落到日落，還是按著羅馬
人的方法從午夜到午夜。如果是前
者，那就是安息日的晚上；如果是
後者，那就是星期日的晚上。

不管是哪一個晚上，徒20：7－12
的內容表明，這個聚會即使是在星
期日晚上，它並不是教會的常規聚
會，而是一次特殊的聚會，因為保
羅第二天早上要動身離開。所以無
法從這次例外的單獨事件去解讀這
是在支持遵守星期日。而它確實也
不能證明。

更進一步思考守安息日之正確性的所
有理由。對於安息日強有力的《聖
經》論據，如何幫助我們更堅定自己
作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基督徒的身
分，並且那份上帝賜給我們、要將三
天使的信息傳遍世界的呼召？

星期三

9月5日

第10課／保羅第三次佈道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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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利都】

保羅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再次停
留，在米利都，他有機會向以弗所
教會的領袖作告別演說。
閱讀徒20：15－27。保羅在演講的引
言部分重點強調了什麼內容？

由於保羅已經計畫好踏上新的旅
程，其中包括羅馬和西班牙（羅
15：22－29），所以他認為他永遠
不會再回到亞細亞。因此，他帶著
一種責任感開始他的演講，對他在
以弗所這幾年擔負的責任做一彙
報。然而，這個報告，不僅針對過
去，更包含了現今他在以弗所人中
的生活狀況，同時也針對未來，因
他擔心在耶路撒冷將要臨到的危
難。

保羅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耶路撒
冷教會對他就算沒有敵意，也是抱
持懷疑的態度，因為他過去曾經逼
迫教會，現在傳講不受割禮的福音
（徒21：20－26）。對猶太當局來
說，他只不過是一個叛徒和一個脫
離傳統宗教的背道者（徒23：1，
2）。第一世紀中期，特別是由於
羅馬的暴政，猶太地充滿了革命性
質和民族主義思想。這種氣氛影響

了猶太社會的各個階層，也包括教
會。在這樣的背景下，那個在外邦
人中的法利賽人的活動使他名聲不
好（徒21：27－36）。

保羅還有更多的顧慮。在徒20：
28－31，保羅專注於以弗所教會的
領袖應該如何處理假教師問題，他
把假教師比作兇暴的豺狼要設法誤
導並引誘羊群。所以即使在教會
裡，甚至在教會的最早時期，假教
師的危險是實際存在的。正如所羅
門在古代的時間和背景下說的：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傳1：
9）基督教會的歷史揭示了假教師
給教會帶來令人難以置信的損害。
這個問題將一直存在，直到末世
（提後4：3）。
毫無疑問，保羅心裡掛念著很多事
情，也有許多擔憂；與此同時，他
的忠誠和勤勉從未動搖。
閱讀林後4：8－14。保羅在這裡說了
什麼我們需要運用於自身的道理，特
別是在試煉來臨的時候？保羅把他最
終的盼望放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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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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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羅和凱撒利亞】

米利都之後，路加相當詳細地記錄
了保羅的行程。他在去耶路撒冷的
路上，在推羅停留了一週，因船要
在此地的腓尼基海岸的港口卸貨
（徒21：1－6）。然而，他在那裡
的時候，信徒們懇勸他不要去耶路
撒冷。信徒們被聖靈感動警告保羅
不要去耶路撒冷，這件事並沒有與
使徒之前的教導相矛盾。在徒19：
21，希臘語etheto en tō pneumatic
（心裡定意），可譯為「在聖靈裡
下定決心，表示他心意已決」，而
不是好像保羅獨自做了這個決定。
關鍵是聖靈可能向推羅的基督徒顯
示了擺在保羅前面的危險；因此，
出於人的擔心，他們勸他不要按照
原訂計畫行事。保羅本人並不確定
在耶路撒冷會有什麼事臨到他（徒
20：22－23）。神聖的引導不見得
總是讓我們清楚每件事，即使對保
羅也一樣。
閱讀徒21：10－14。關於保羅去耶路
撒冷的行程，在凱撒利亞發生了什麼
特別的事？

亞迦布是一個來自耶路撒冷的先
知，在徒11：27－30饑荒事件中已

介紹過他。在某種程度上與一些
舊約預言相似（例如，賽20：1－
6；耶13：1－10），他用行動表示
他要傳達的信息；作用是把保羅到
達耶路撒冷後將要臨到他的事，以
及他的仇敵會怎樣把他交給外邦人
（羅馬人）生動地表示出來。
顯然那些和保羅在一起的人將亞迦
布的信息視為一個警告，而不是一
個預言，所以他們一定要說服這位
使徒不要上耶路撒冷去。雖然保羅
因他們的關切深受感動，但他還
是決心去完成他的使命，以他自己
的生命為代價也在所不惜。對他來
說，福音的完整和教會的合一比個
人的安危更加重要。
「使徒從未帶著如此抑鬱的心情走
近耶路撒冷。他深知他在那裡友少
敵多。這時他正走近那曾經拒絕並
殺害上帝兒子的城邑，而上帝的忿
怒如今頗有迫臨該城之勢。」──
懷愛倫著，《使徒行述》，原文第
397，398頁。
儘管被人誤解、詆譭、虐待，甚至經
常被辱罵，保羅依舊持守他的信仰。
我們怎樣來學習在令人沮喪的環境中
也能這樣做呢？

星期五

9月7日

第10課／保羅第三次佈道之旅

進修資料

「傳福音工作所有的成就重新惹
起了猶太人的憤怒。從各方面都
傳來論到這新道理的消息，說這新
道理教訓猶太人不必再遵守儀文律
法中的各項禮節，又容許外邦人
與猶太人同有作亞伯拉罕子孫的
權利。……他（保羅）強調說：
『並不分希利尼人、猶太人、受
割禮的、未受割禮的。』（西3：
11），這話在他的仇敵看來乃是狂
妄的褻瀆，所以他們決定必須止息
他的聲音。」─懷愛倫著，《使
徒行述》，原文第390頁。
「同時連他自己的同道弟兄，他也
不能倚靠他們的同情和支持了。那
些不信的猶太人緊緊地追蹤他，很
快地親自前往並利用書信，在耶路
撒冷散佈對於他和他工作最不利的
謠言；甚至有幾個使徒和長老也將
這些謠言信以為真，既沒有設法予
以反駁，也沒有表示與他協調一致
的意願。」─懷愛倫著，《使徒
行述》，原文第398頁。
討論問題

1保 羅 在 以 弗 所 遇 見 的 十 二 個 門
徒，他們曾經是施洗約翰的門徒，現
已成為耶穌的門徒（徒19：1－7）。
你認為用這段經文要求那些在其他教
派受過浸禮，而後加入安息日會的基
督徒必須重新受洗是正確的嗎？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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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呢？亞波羅沒有重新受洗的事實有
什麼意義呢？
2想想保羅的處境。他被不信耶穌的
同胞拒絕，即使在相信耶穌的猶太人
中，也有許多人以懷疑、甚至不信任
的態度對待他，因為他們認為他在破
壞「地盤」。許多異教徒憎惡他所宣
揚的福音，但是那又如何呢？為什麼
保羅不顧一切反對而繼續前進呢？雖
然我們不是保羅，我們能從他的事蹟
中得到什麼幫助？
3思考其他人用來證明安息日已被改
為星期日，或安息日已不再具有約
束力的論據。我們如何回應那些論
據，並顯明遵守安息日和其他九條誡
命一樣，都不是出於律法主義？確切
地說，我們能不能出於信心遵守安息
日，並知道我們得救的唯一希望並不
是出於此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