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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使使使徒徒徒徒行行行行傳傳傳傳預預預預查查查查    

（（（（17:117:117:117:1----34343434））））    
10/3010/3010/3010/30/17/17/17/17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個個個個翻翻翻翻轉轉轉轉世世世世界界界界的的的的人人人人（（（（11117777::::1111----15151515））））        
• 如同舊約的先知以利亞，耶利米，阿摩司等人，保羅的信息也震撼了滿於

現狀的罪人的心。幾乎每到一個城市，他就引起當地的騷動。本章一開

始，保羅在帶領禁卒一家信主後，就離開腓利比。在那裡他的事工惹怒了

當地不信的希臘人。對仇恨他的人，保羅【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動普天下

眾猶太人生亂的】（徒 24:5）。 

• 若一個傳福音的人想要像保羅一樣攪動世界，他必須具備什麼特質？本段

列出四個特質：傳福音的勇氣，傳正確的信息，帶領多人信主，不怕衝

突。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和庇哩亞的事工的記載是密切平行的，必須同時一

起思考。     
1.1.1.1. 傳傳傳傳福福福福音音音音的的的的勇勇勇勇氣氣氣氣（（（（17:117:117:117:1----2a, 102a, 102a, 102a, 10））））        

17:1 保羅和西拉、經過暗妃波里、亞波羅尼亞、來到帖撒羅尼迦、在那裡有猶太

人的會堂。 

17:2 保羅照他素常的規矩進去、一連三個安息日、本著聖經與他們辯論、 

17:10 弟兄們、隨即在夜間打發保羅和西拉往庇哩亞去．二人到了、就進入猶太人

的會堂。  
1) 因為醫治了一個被鬼附的使女，斷了她主人的財路（徒 16:16-40），保

羅，西拉，和提摩太被逼離開腓利比。因為從 16:19 開始的記載，路加改

用了第三人稱（他們），可見路加沒有隨行。他可能要留在腓利比繼續牧

養剛建立不久的教會。身為外邦人，他可能因此沒有被捲入反猶太人（保

羅，西拉）的浪潮中。 

2) 他們【經過，暗妃波里，亞波羅尼亞，來到帖撒羅尼迦】。暗妃波里離腓

利比約三十英哩，亞波羅尼亞離暗妃波里約三十英哩，而帖撒羅尼迦離亞

波羅尼亞不到四十英哩。從敘述中可以看出他們花了三天的時間，從腓利

比到帖撒羅尼迦，在暗妃波里和亞波羅尼亞各住了一晚。 

3) 雖然暗妃波里比腓利比更大，更重要，但聖經沒有提及保羅與同伴在暗妃

波里或亞波羅尼亞有傳福音。原因是這兩個城市內可能沒有猶太人會堂，

因此路加特別提到保羅和西拉【來到帖撒羅尼迦，在那裡有猶太人的會

堂】（徒 17：1）。 

4) 帖撒羅尼迦是馬其頓的首府，和最重要的城市，人口約有二十萬。可能是

亞歷山大大帝的父親菲利普，或更可能是他的一個將軍卡珊達所建。這城

今天仍然存在希臘境內，名稱為帖撒羅尼基。 

5) 保羅渴望他的同胞得救（羅 9:1-3; 10:1）。因此保羅按他的慣例，在到

達帖撒羅尼迦時，就進去猶太人的會堂。即使他被主揀選為外邦人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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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也常常遭受到猶太人的逼迫，卻沒有令他失去對猶太人的靈魂得救的

關切和熱忱。 

6) 可惜最終，在第 10節的記載中，保羅仍然被強迫離開帖撒羅尼迦。弟兄

們【在夜間打發保羅和西拉往庇哩亞去】。庇哩亞距離帖撒羅尼迦約五十

哩，不及帖撒羅尼迦重要。保羅沒有因為剛剛在帖撒羅尼迦的遭遇就懼

怕。他和西拉二人一到庇哩亞，就進入猶太人的會堂講道。     
2.2.2.2. 傳傳傳傳正正正正確確確確的的的的信信信信息息息息（（（（17171717:2b:2b:2b:2b----3, 113, 113, 113, 11））））        

17:2 保羅照他素常的規矩進去、一連三個安息日、本著聖經與他們辯論、 

17:3 講解陳明基督必須受害、從死裡復活．又說、我所傳與你們的這位耶穌、就

是基督。 

17:11 這地方的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

這道是與不是。  
1) 若一個信徒要震撼世界，當然單靠勇氣是不夠的，需要有正確的信息。反

過來說，知道該傳的福音而沒有膽量去傳也是沒有用的。最重要的，信徒

必須謹慎所傳的福音是正確的。“勇敢”地去傳錯誤的信息，就如異端，

造成的傷害更大。保羅有勇氣傳真理，一定會改變這個世界。 

2) 保羅勇敢地面對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一連三個安息日，本著聖經與他們

辯論，講解陳明基督必須受苦，從死裡復活，又說，我所傳給你們的這位

耶穌，就是基督】。猶太人心目中的彌賽亞是一個戰無不勝的政治上的統

治者。有一天祂會改變以色列人的命運，戰勝他們的敵人，引進他們的王

國。猶太人不能接受彌賽亞將死在祂自己的人民的手中的這個道理。連使

徒們自己也掙扎了一段時間才明白這個真理（太 16:21-22; 路 24:25-

26）。保羅也說過猶太人難以接受彌賽亞的死。《基督被釘十字架》這件

事對猶太人來說是一個絆腳石，對外邦人來說是愚拙的。 

3) 【辯論】這個字的意思不是講道，更不是爭論，而是討論。有效的基督徒

見證不是對未得救者講長篇大道，而是包括回答有關信心的問題（彼前

3:15）。 

4) 證道必須根據聖經。保羅的證道的基礎不在於人的智慧的空洞，也不在於

猶太人所尊崇的那些在聖經以外的傳統。反而保羅與他們所討論的是【本

著聖經（舊約）】。然後【講解】（證明）聖經中所論到的【基督必須受

害，從死裡復活】。因此他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我所傳給你們的這位耶

穌，就是基督】。基督徒若要傳翻轉世界的福音，就必須傳神的話語。 

5) 在庇哩亞，保羅照著同樣的方式傳福音。那裡的人沒有像帖撒羅尼迦猶太

人一樣有偏見。使徒在庇哩亞所遭受的逼迫不是從本地人來的，而是從帖

撒羅尼迦來的猶太人（徒 17:13），因此保羅不需要與他們辯論。庇哩亞

人【甘心領受這道，天天查考聖經，要曉得這道是與不是】。他們不單會

聽道，也自己下工夫查考聖經，要知道保羅所講的道是否有聖經根據。路

加因此肯定庇哩亞人【賢於帖撒羅尼迦的人】。在此，我們可以體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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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的眼光中，什麼樣的基督徒才是【賢】（或高貴，noble）的基督

徒。     
3.3.3.3. 帶帶帶帶領領領領多多多多人人人人信信信信主主主主（（（（17:4, 1217:4, 1217:4, 1217:4, 12））））        

17:4 他們中間有些人聽了勸、就附從保羅和西拉．並有許多虔敬的希利尼人、尊

貴的婦女也不少。 

17:12 所以他們中間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貴的婦女、男子也不少。  
1) 那些想要為基督影響這個世界的必須知道他們不可能靠自己。利比亞信徒

用《門徒訓練》的方法早就其他信徒，並一代傳一代（提後 2:2），就可

使得救的人數劇增，並顯示出基督教對世界的影響。這種屬靈的生殖力是

保羅施事工中一個關鍵的元素。 

2) 保羅所傳的福音是如此引人入勝，以至於一些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即使

有些抗拒，卻【聽了勸（被說服了），就附從保羅和西拉】。雖然帖撒羅

尼迦人不如庇哩亞人這麼開放，但聽了保羅富有說服力的解釋舊約聖經，

加上聖靈的工作（帖前 1:5），以致對福音作出正面的反應。不但一些猶

太人，【並有許多虔誠的希利尼人，尊貴的婦女也不少】，都相信了福

音。 

3) 帖撒羅尼迦教會是一個在屬靈上有再生能力的教會。其中兩位同工，亞里

達古和西公都，參與保羅的傳福音事工（徒 20:4）。     
4.4.4.4. 不不不不怕怕怕怕衝衝衝衝突突突突（（（（17171717:5:5:5:5----9, 139, 139, 139, 13----15151515））））        

17:5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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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進耶孫的家、要將保羅西拉帶到百姓那裡。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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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耶孫收留他們．這些人都違背該撒的命令、說另有一個王耶穌。 

17:8 眾人和地方官、聽見這話、就驚慌了。 

17:9 於是取了耶孫和其餘之人的保狀、就釋放了他們。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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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聳動攪擾眾人。 

17:14 當時弟兄們便打發保羅往海邊去．西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哩亞。 

17:15 送保羅的人帶他到了雅典．既領了保羅的命、叫西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這裡

來、就回去了。  
1) 這最後一點是前三點的必然結果。那些勇敢宣揚正確的福音，並帶領多人

得救的，必將面對衝突。在帖撒羅尼迦，不信的猶太人因福音的成功，心

裡嫉妒。他們招聚了一些市井匪類，聳動全城的人，到耶孫家去抓保羅和

西拉。保羅和西拉不在，他們就把耶孫和幾個弟兄拉到官那裡，控告他們

收留【攪亂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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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這些控告並不符合事實，真正攪亂天下的是猶太人。他們又控告保羅和西

拉【違背該撒的命令，說另有一個王耶穌】。在羅馬帝國內，宣告除了該

撒，另有一位王是一件非常嚴重的罪；因為凡以自己為王的，就是背叛該

撒了（約 19:12）。耶穌就是因此被釘十字架。保羅被殺就是因為拒絕敬

拜該撒。 

3) 眾人和地方官聽見這話，就驚慌了。地方官選擇最簡單的處理方式，就在

耶孫和其他人擔保後，釋放了保羅和西拉。若再有告狀的，這保狀就無效

了。因此保羅他們就往庇哩亞去了。（參考帖前 2:17-18; 2:14-16）。 

4) 當猶太人知道保羅去了庇哩亞，繼續傳道，就跟了去，聳動攪擾眾人。弟

兄們便打發保羅往海邊去，從那裡可以乘船往雅典去。保羅離開後，西拉

和提摩太仍然可以安全地留在庇哩亞。 

5) 送保羅的人就帶他到雅典去。保羅就要求西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那裡去。

可能庇哩亞的弟兄們認為保羅在馬其頓不安全，就送他去了雅典。     
二二二二....    認認認認識識識識那那那那位位位位不不不不識識識識之之之之神神神神（（（（17:1617:1617:1617:16----34343434））））        

1.1.1.1. 保保保保羅羅羅羅的的的的護護護護教教教教（（（（11117777:1:1:1:16666----21212121））））     
17:16 保羅在雅典等候他們的時候、看見滿城都是偶像、就心裡著急。 

17:17 於是在會堂裡、與猶太人、和虔敬的人、並每日在市上所遇見的人辯論。 

17:18 還有以彼古羅和斯多亞兩門的學士、與他爭論．有的說、這胡言亂語的要說

甚麼．有的說、他似乎是傳說外邦鬼神的．這話是因保羅傳講耶穌、與復活的道。 

17:19 他們就把他帶到亞略巴古說、你所講的這新道、我們也可以知道麼． 

17:20 因為你有些奇怪的事、傳到我們耳中．我們願意知道這些事是甚麼意思。 

17:21 （雅典人、和住在那裡的客人、都不顧別的事、只將新聞說說聽聽。） 

1) 當保羅在雅典等候西拉和提摩太時，他看到滿城都是偶像，就心裡著急

（憤怒, provoked）。他不是將雅典看為一個觀光勝地。他所看到的雅典

是滿城都是失喪的男男女女，注定滅亡。 

2) 當主看到耶路撒冷，祂看到她的結局而哭泣，同時也為城裡的悖逆而憤

怒。保羅將他的感動付之行動，於是就【在會堂裡，與猶太人，和敬虔的

人，並每日在市上所遇見的人辯論】。 

3) 保羅傳道的慣例是在安息日先到會堂去，見他的同胞，並與猶太人和敬畏

神的外邦人辯論。一周中其餘的時間，他就到市場去，與在那裡的人交

談。 

4) 在那些與他辯論的人中，有一些是以彼古羅(Epicurean)，和斯多亞

(Stoic)兩學派的學士。這兩門的學者，還有憤世嫉俗者(Cynics)，代表

當時最普遍的三個哲學派。 

5) 以彼古羅學派的哲學核心是人活著的主要目的是享受，並避免痛苦。他們

是物質主義者。相信眾神的存在，並相信這些神不會干涉人的事。他們教

導人死的時候，身體和靈魂都會分解成原子；因此一死百了。 

6) 斯多亞學派認為能控制自己是最高的美德。而自制是來自於不在乎享樂或

痛苦，達到毫無感覺。他們是泛神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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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雖然這兩學派信仰相異，但卻聯合起來對抗保羅的道。有的稱保羅是《胡

言亂語》的人；另一些完全誤解保羅的信息，說，保羅似乎是《傳說外邦

鬼神的》。這些話是因為保羅傳講耶穌，與復活的道。 

8) 他們就將保羅帶到亞略巴古（Areopagus）。亞略巴古原來是一座山的名

字，位於雅典城中。最初是一個公開審判殺人犯的地方，後來成為雅典城

的長老和貴族開會之處，在此討論和決定有關雅典城的大事，後來此機構

遷到城裡市場中的皇室柱廊，但仍保有亞略巴古法庭的名字，以及它的傳

統權力。但是到了主前第五世紀時，隨著雅典民主政治的成長，其政治和

法律的權力就被剝奪，只有在宗教和道德的事務上，仍保有相當的權威，

到了羅馬帝國時代，它仍享有甚高的權力，且備受尊重。 

9) 他們想要聽保羅所講的新的道理，純粹出於好奇心，對福音毫無興趣，因

為在 21節，路加的評語指出雅典人【都不顧別的事，只將新聞說說聽

聽】。 

10) 但保羅對眾人所傳的信息是如何認識這位未識之神。這包含了三個步

驟：知道神的存在，認識祂是怎麼樣的神，和明白祂所說的話。  
2.2.2.2. 知知知知道道道道神神神神的的的的存存存存在在在在（（（（17:2217:2217:2217:22----23232323））））     

17:22 保羅站在亞略巴古當中、說、眾位雅典人哪、我看你們凡事很敬畏鬼神。 

17:23 我遊行的時候、觀看你們所敬拜的、遇見一座壇、上面寫著未識之神．你們

所不認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告訴你們。  
1) 保羅站在亞略巴古當中，開始他的講道，承認他們對宗教的熱忱，【凡事

很敬畏鬼神】。他告訴雅典人，當他在城裡行走的時候，【遇見一座壇，

上面寫著《未識之神》】。雖然未識，雅典人仍然敬拜這位神。 

2) 保羅趁機切入，告訴他們，雅典人的《未識之神》，他卻認識這位神，這

位神是可以認識的。現在保羅要告訴他們有關這位神的事情，藉此認識祂

是怎麼樣的神。《這位神是可以認識的》是信徒向失喪的世界所傳的盼望

的信息。  
3.3.3.3. 認認認認識識識識祂祂祂祂是是是是怎怎怎怎麼麼麼麼樣樣樣樣的的的的神神神神（（（（17:2417:2417:2417:24----29292929））））        

• 在確定那個神是存在的，並且可以被人認識的之後，保羅就把祂介紹給

他的聽眾。這位神是創造宇宙萬物者，天地的主，賜予者，控制者，也

是啟示者。  
1) 創造宇宙萬物者（17:24a）  

17:24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 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 保羅大膽地聲稱這位神是【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神】。 

• 對以彼古羅學者而言，這是一個強烈震撼和冒犯人的真理。因為他們相

信物質是永恆的，因此沒有創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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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對斯多亞學者而言，由於他們是多神論者，相信每一樣東西都是神的

一部分，神當然不可能造自己。每當一個創造者的邏輯被排除後，人類

就完全與神分割開來。 

• 今天的社會也是不接受神是宇宙和其中萬物的創造者，他們都認為一切

都是進化而來的。  
2) 天地的主（17:24b）  

17:24 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 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 因為神創造了天地，祂就是天地的主。因此創造天地的主當然【不住人

手所造的殿】。所羅門說，“神果真住在地上麼、看哪、天和天上的

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況我所建的這殿呢”（王上 8:27）。 

• 大衛也在詩篇 139:1-12，表達了同一個真理。“我往那裡去躲避你的

靈．我往那裡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裡．我若在陰間下

榻、你也在那裡。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就是在那裡、

你的手必引導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詩 139:7-10）。 

• 否認神的無限很清楚地表現在對偶像的敬拜。  
3) 賜予者（17:25）  

17:25 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甚麼、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  
• 保羅指出若以為神這位創造者和天地的主，需要【人手服事，好像缺少

什麼】是極端荒謬的想法，就如約伯記 22:2-3所說的，“人豈能使 

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於己。你為人公義、豈叫全能者喜悅呢．你

行為完全、豈能使他得利呢”。  
4) 掌控者（17:26）  

17:26 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本有古卷作血脈〕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

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 神不但是宇宙主宰，祂也是人和國在事務和命運的掌控者。保羅宣告，

祂從一人（亞當）造出萬國萬民，使他們住在全地上。這句話大大地虧

損了希臘人的國家尊榮，因為他們鄙視地認為所有非希臘人是化外人

（野蠻人）。 

•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因為他們都是被神造的。祂預訂他們的年限；各

國和各帝國的興亡都在祂的手裡。（但 2:36; 路 21:24）。祂也設定他

們所住的疆界，將一些國放置在一定的地理位置上（申 32:8），並決

定他們能征服的地界範圍和搶奪的財寶（賽 10:12-15）。  
5) 啟示者（17:27-29）  

17:27 要叫他們尋求 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 

17:28 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們作詩的、有人說、我們也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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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的。 

17:29 我們既是 神所生的、就不當以為 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藝、心思、所雕刻的

金、銀、石。  
• 身為創造宇宙萬物者，天地的主，賜予者，和掌管者，神的供應應當感

動人來尋求祂。除了創造和維持宇宙之外，神也向人彰顯。這樣的啟示

應當可以鼓勵人來揣摩祂，尋找祂。神在人心裡的自然啟示（羅 2:14-

15），和物質的世界讓人無可推諉（羅 1:18），因為祂離我們各人不

遠。即使那些沒有聽過福音的人仍然對不接受自然的啟示要負責。他們

若接受了，神必定會帶給他們得救所需要的特別啟示。 

• 希臘人肯定不能以無知為藉口。連他們的詩人都承認神在自然界的啟

示，雖然他們錯誤地以為是那些假神明的啟示。克里特島的詩人埃庇米

尼得斯（Epimenides）曾說，【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祂】。

與保羅同鄉的阿拉托斯（Aratus）也曾說，【我們也是祂所生的】。保

羅故意引用雅典本地的詩人來證明普世的啟示 - 神是創造者，統管

者，維持者。雖然保羅可以引用舊約來證明真理，他卻選擇對不熟聖經

的異教聽眾引用他們比較熟悉的話。 

• 人既然是神所生的，甚至連異教的詩人都承認了，因此【以為神的神性

像人用手藝，心思，所雕刻的金，銀，石】是愚笨的。若神創造人，祂

必然是超過人手所造的偶像。保羅借助雅典自己的詩人的名言，向他的

聽眾強調拜偶像是荒謬的。  
4.4.4.4. 明明明明白白白白神神神神所所所所說說說說的的的的話話話話（（（（17:3017:3017:3017:30----34343434））））     

17:30 世人蒙昧無知的時候、 神並不監察、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 

17:31 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要藉著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並且叫他從

死裡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憑據。 

17:32 眾人聽見從死裡復活的話、就有譏誚他的．又有人說、我們再聽你講這個

罷。 

17:33 於是保羅從他們當中出去了。 

17:34 但有幾個人貼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亞略巴古的官丟尼修、並一個婦人、名

叫大馬哩、還有別人一同信從。  
1) 承認神的存在，甚至認識祂是誰，仍然不至於使我們明白祂的拯救；除非

我們明白祂特別的啟示。因此，在信息的結尾，保羅告訴他的聽眾有關神

在耶穌基督身上的特別啟示。 

2) 基督的降臨帶來神與人交往的方式的改變。過去，神並不監察世人蒙昧無

知的時候。意思就是祂不一定插手用特別的審判來對付不認識祂的民族。

但神如今卻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 

3) 自然的啟示並不能使人得救，只是吸引人到神的面前來。只有信耶穌才能

得救，“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

可以靠著得救”（徒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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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一天，神要藉著祂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天下；這人就是耶穌基督。

在約 5:22-27，耶穌說：  
5:22 父不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5:23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來的父。 

5: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

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5:25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死人要聽見 神兒子的聲

音．聽見的人就要活了。 

5:26 因為父怎樣在自己有生命、就賜給他兒子也照樣在自己有生命． 

5:27 並且因為他是人子、就賜給他行審判的權柄。  
5) 神提供證明，就是叫耶穌從死裡復活，給萬人作可信的證據。耶穌基督的

復活表明神對祂的認可，給他審判的權柄。神的話語已經完成，再沒有藉

口了。罪人將以他們對待真理的態度受審判。 

6) 根據第 18節所描述的聽眾對保羅的藐視，可以預料到有些人對保羅的信

息的反應是反面的。當【眾人聽見從死裡復活的話，就有譏誚他的】，因

為《身體復活》在希臘思想中是不被接受的。另有一些態度比較溫和的人

就說，【我們再聽你講這個吧】。他們沒有機會再聽到保羅講這些話的機

會，因為【保羅就從他們當中出去了】。接著，他就離開雅典，不再回來

了。 

7) 然而，保羅護衛基督教的信息並沒有完全被人忽略了。路加注意到，【有

幾個人貼近他，信了主】；包括【亞略巴古的官丟尼修，並一個婦人叫大

馬哩】，還有其他人。他們不但承認神的存在，知道祂是誰，並且跨出最

後一步，明白祂的僕人對他們所說的話。因此，他們認識這位《未識之

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