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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九部分：使徒行传 

信息 4——保罗的第一次传道 使徒行传 12:1-15:35 章 

 

介绍 

根据 1:8中的大纲，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包含三个阶。第一阶段是在耶路撒冷传道

（1-8）。第二阶段是在犹大和撒玛利亚（9-12）。第三阶段是向更广阔的罗马帝

国传道（13-28）。从第 13 章到使徒行传的最后一部分，保罗成为主角。他通过

三次主要的传道行程将福音传到更广阔的罗马帝国。不过，在将重点放在保罗的

传道事业之前，我们先回到耶路撒冷，看看在使徒聚集的城市，当年都发生了什

么。 

 

雅各殉道&彼得逃出监牢 

 
“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
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12:1-3）。 

 

出于政治原因雅各被杀害；希律王想要在逾越节讨好犹太人（除酵日）。当他发

现这样做可以讨好犹太人，希律王决定也要将彼得杀害。但是彼得被天使从监牢

神奇的释放出来。他以为是自己看到了异象，但是当他意识到是现实时，彼得直

接去了彼时基督徒所聚集的地点： 

 

“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马利亚家去。 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
告”（12:12）。 
 
早期的教会是一所祷告的教会。从始自终，所有的行动都是由祷告托着。称呼马

可的约翰的母亲，就是那座“聚集祷告的房子”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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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马利亚：Shieley 的观点 

住在耶路撒冷的马利亚只在圣经中被提及过一次。根据使徒行传 12:12 中的记
录，马利亚是被称作马可的约翰的母亲。而马可则是耶稣的年轻的门徒，更是马
可福音的作者。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巴拿巴是马可母亲马利亚的亲眷。马利亚
的丈夫也许已经过世，给她留下了一座房子，她用来接待信徒。她应该还是比较
富裕的，因为她有一个叫罗达的仆女。这个房子应该足够宽敞，可以容纳信徒们
秘密地聚集。很多人认为耶稣也是在她的家和门徒们一起用了“最后的晚餐”。 
 
马利亚有一颗开放的心，她敞开自己的家门。在当时面对迫害的紧张氛围下，马
利亚为门徒们提供了一处聚会的场所。她是一个慷慨又有勇气的女性，因为这样
作可能让她面临被处死的危险。 
 
在使徒行传 12:1-17中所叙述的故事是很紧张的。希律王将雅各处死，他想震慑
信徒们，不许他们传讲福音。彼得是下一个将要被处死的。希律把彼得下在监牢，
但是他不能把所有聚集在马利亚家的信徒们下在牢中。他们恳切地敬拜神，让神
用他的大能拯救彼得。他们不知道神是否会回应他们的祷告，但是圣经中有很多
例子表明，恳切地祷告可以在神的计划中摧毁魔鬼，实现看似不可能实现的奇迹！ 
 
神奇迹般地回应了他们的祷告。之后彼得被天使带出牢房，他知道去哪里找寻信
徒：在马利亚的家里。当彼得在他们面前出现的时候，信徒们无比震惊。可以想
象，当彼得告诉他们自己如何被天使救出监牢的细节时，他们的信心该有多么的
坚定。彼得之后就要在天亮前离开耶路撒冷。 
 
在罗马书 12;13 中马利亚是一位慷慨的基督徒典范。她不是给信徒提供“享乐”，
相反，她打开自己的家门。只有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信徒们才有可能开始接受
福音。马利亚的家就见证了很多这样的改变生命的奇迹。她的儿子马可也受到了
信众的影响，并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使徒。 
 
和玛丽亚一样，我也很感恩，我们的孩子也见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他们最
后在自己那一代的人中间也是慷慨好客的接待信徒。如果你还没有在自己的家里，
或者公寓中接待过信众，那么可以尝试接待。在过去的 40 年中间，我们接待过
很多的信徒，我们家从来就不是“完美”的“豪宅”（来过的很多人都知道它是
什么样的）。无需特别修饰，只要让人们有地方奉耶稣的名聚集在一起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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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律王的死：12：19-25 

就在这章即将结束的时候，路加又回到耶路撒冷，记录了残酷迫害教会的希律王

的死。历史也证实了路加记录的真实性，并表明希律临死极为痛苦。路加是这样

结束这段记录的： 

 

“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12:24）。 

 

 

 

保罗和巴拿巴被圣灵拣选：13:1-3 

虽然在外邦人的安提阿教会中，保罗是作为巴拿巴的助手共同传福音的，但是他

作为“外邦人使徒”的身份就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 

 

“他们事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作我召他
们所作的工’。 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13：2，3）。 
 

在使徒行传中可以看到，祷告在使徒的行动中起到了重要的核心作用。 “赞美

和禁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两样事情。赞美就是聚焦于谁是神，并且相信神可以

实现任何他定意要实现的事情。“禁食”（拒绝和依靠的态度）也是犹太人经常采

用的敬拜方式。基督徒持续了这个传统。在使徒行传中，基督徒敬拜并祈祷的时

候是：拣选领袖；遇到迫害；寻求圣灵指引；需要神行使神迹；为外出传教的使

徒祷告；在屋顶上；在监牢中；在航行的船上……他们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敬拜和

祷告。他们从耶稣那里学得了这种做法，耶稣每天很早就起来，向天上的父寻求

指引。 

  

无论这个世界如何拦阻福音的传播，神的灵都会让耶稣的名被传到地极。这是无法阻

拦的趋势。我们可以坚定信心，这些虔诚祷告的信徒相信耶稣在看不见的地方做工。

看似好像世界掌权，害死了雅各，但是最终神会惩罚希律。在我们当今的时代中，我

们需要相信神会做工，而我们只要信靠他，做好我们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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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浦路斯传道：13:4-12 

因为巴拿巴从赛布鲁斯岛回来（使徒行传 4:36）, 所以保罗和巴拿巴也许已经

去过那里了。约翰马可是他们的助手。他们采用了一种方案，在保罗以后的传道

生涯中他一直这么做。每到一个新的城市，他们就选择去犹太会堂先寻找犹太人。

然后在一个或者更多的安息日（周六）向他们传讲福音。那些来自于会堂相信耶

稣的犹太人成为当地教会的核心，之后他们就开始定期聚会。（基督徒将聚会的

时间定为周日是为了纪念耶稣的复活）。 

 

在早期教会的建立时，在传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力量的较量。腓力战胜了

撒玛利亚行巫术的西门（8:9-13）。保罗在以弗所战胜了巫术（19:11-16）。在塞

浦路斯，保罗和巴拿巴和一个犹太巫师，还有一个假先知较量。 

 

“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吕马，（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敌挡使徒，要叫方伯
不信真道。 保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 “你这充满各样诡诈
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么。现在主的手加在
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 
  

Oak Pointe Church 选择祷告作为我们订立的使徒的 8 个特征之一，这是因为在使徒

行传中使徒们的榜样。我们祷告的时候，最好开始的时候花些时间敬拜赞美。形式可

以是歌唱，也可以诵读经文，对父神说：“是的，天父，我相信这篇经文所讲述的。” 你

是全能、全知，全权掌管我一生的主！“ 其次，敬拜之后我们就要”祈求“——祈求神赐

给我们所需。有时候，你也许也会考虑是否要禁食，拒绝自己喜好的某些事物，比如

食物。最后总要在祷告中感谢神，为他在你生命中给你带来的影响和改变。你如何在

Oak Pointe 的祷告中更积极参与呢？你如何让祷告成为自己和所在团体生活中的一

个重要部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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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作的事，很希奇
主的道，就信了”（13：8-12）。 
 

 

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传道：13:13-51 

 

保罗一行人从塞浦路斯航行至大陆地区（在北面 100英里以外）。由于某些原因，

约翰马可（他们的随从）离开他们独自回家。保罗和巴拿巴继续他们的行程，他

们前往彼西底的安提阿（不要和叙利亚的安提阿混淆，他们从那里出发的）。这

个地区被称为加拉太（在加拉太地区建立的教会在日后收到保罗给“加拉太”人

的书信）。根据他们的习惯，保罗一行还是先去了犹太人会堂，在那里，人们邀

请他们讲道。保罗就讲神对以色列的应许，特别是神要让“基督”来到世上。（注

意：在使徒行传的记录中，这个讲道的开始部分要比保罗的其他传道都长，也许

因为路加希望读者能够了解保罗在其他犹太会堂是如何传讲福音的。）保罗回顾

了犹太国家的历史，并聚焦在神应许大卫要让他的后裔永远坐在宝座上。之后，

他就解释以色列人如何拒绝耶稣；但是神却将他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已经向我们这作儿女的应验，
叫耶稣复活了”（13:32,33）。 

 

然后保罗告诉他们因信耶稣就能够罪得赦免： 

  

来自邪灵的力量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保罗曾经写道：“因我们并

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

气的恶魔争战”（以弗所书 6:12）。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小子们哪，你们是属神的，并且

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翰 1 书 4：4）。耶稣曾经为

他的门徒这样祷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约翰福音

17:15）。如果你在跟随耶稣的道路上遇到了说不清的拦阻或者敌意，请转向主，请他帮

助你打败这幽暗世界的邪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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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 你们靠摩西的律
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13;38,39）。 

 

 

 

人们愿意接受保罗和巴拿巴在会堂的讲道，然后人们又邀请他们在下一个安息日

再来多讲些。在他们第二次前往会堂的时候，路加记录道，几乎全城的人都聚集

在一起“聆听神的道。”但是他们仍然遇到了当地犹太领袖的顽固抵抗。 

 

“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 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
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13：44，45)。 

 

于是保罗就把注意力转向当地的外邦人那里，福音得到了他们的广泛接受……当

然也遭遇到更多的阻拦： 

 

“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但犹太人挑唆虔敬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
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
往以哥念去了。 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13:49-52）。 
 

在以哥念传道：14：1-7 

在以哥念传道的形式和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相似。很多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保罗刚开

始在会堂讲道就接受了神的道；但是他们仍然遭遇了来自于犹太领袖的抵制。 

  

神的律法是圣洁，公义和纯全的。没有人能够满足神的标准。实际上，如果我们看

神的律法，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可能凭着达到神的标准而得到他的接纳。保罗最后意

识到，永远没有足够好。但是神的恩典和救恩给了每一个人，只要他认识主，承认

自己的不完全。接受耶稣是自己的救主。如果你还没有接受神的救恩，他的恩就是

让耶稣成为赎价，只要相信耶稣。他道成肉身，是唯一一个没有任何罪的人，他为

了我们的罪而全然付上自己生命。你永远不能凭着自己的能力获得神的赦免。赦罪

之恩是神给你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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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和巴拿巴“在那里住了多日，”他们放胆讲主道，施行神迹。最后他们不得

不离开那里。 

 

“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附从犹太人的，有附从使徒的。 那时，外邦人和犹
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齐拥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
就逃往吕高尼的路司得、特庇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14：4-7）。 
 

 

在路司得和特庇讲道：14：8-20 

由于保罗有行神迹的能力，在路司得的人还以为希腊诸神来到他们的城市！ 

 

“众人看见保罗所作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
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耳米。因为他说话领首。有城外
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14:11-
13）。 

 

保罗和巴拿巴请求众人不要把他们当作神，而他们只是被差遣来告诉人们谁是真

正的神。此后，人们突然之间就转变了对他们的态度： 

 

“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
死了，便拖到城外。 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
往特庇去”（14:19-20） 
 

 

  

用石头打，还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出城。这就是使徒们付出的代价。今天的人们也在为

传扬耶稣的道摆上代价。在 2019 年 4 月 18 日，在尼日利亚的一个村庄，人们聚集在

教堂为庆祝孩子受洗并吃圣餐的时候，一个穆斯林牧羊人进来杀害了 17 个基督徒。倘

若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时代让我们为信仰耶稣不需要受逼迫的话，那么我们真的是在一

个难得的有利环境下！你如何利用这样的有利环境，让耶稣基督的名能够更广泛的传扬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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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14:21-28 

就在保罗和巴拿巴即将结束他们在加拉太地区的传道时，他们又回到他们曾经去

过的地方！ 

 

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作门徒。就回路司得，以哥念，安提阿去。坚
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14:21-23）。 
 

 

最后，保罗和巴拿巴回到了在安提阿的家，并总结和汇报了他们的传道旅程和成

果。 

 

“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
了信道的门。 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14;27,28）。 

 

耶路撒冷教会：15:1-35 

让外邦人成为基督徒，这是犹太人教徒不容易接受的事情。在保罗和巴拿巴第一

次传道回来的时候，这件事就成为教会争论的议题。那时有教师去安提阿教会与

保罗针锋相对。在使徒行传 15 章记录了第一个“教会的议会”讨论以解决外邦

人的问题。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
得救。’ 
  

他们之所以又回到这些城市，实在是因为他们挂念这些刚刚成立的教会呀，希望这些

新生的教会能够持续发展下去。保罗知道对于信徒来说在这样的迫害中，教会要生存

下去需面对何等艰难。他时时刻刻关心他们，期待他们能够在信仰上诚实恳切。请注

意，这些灵性的领袖一直坚持“祷告和禁食”，他们期待新的信徒在信仰上日渐成长。

当今，我们如何激励教会中的信徒？也许你可以去指导那些需要你帮助的人。或者也

许你可以邀请小组到你家里开展活动。或者，如果神让你经历试炼和挑战，你在艰难

困苦中的表现可以成为对别人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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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分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
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15:1,2）。 
 
保罗和巴拿巴去到耶路撒冷见使徒和长老，为要解决这个争端。（注意，根据亚

伯拉罕和神所定的约（创世纪 17:12），犹太男婴要在出生第八天行割礼。）而外

邦人如果要皈依犹太教，则需要行割礼，以作他们顺服的标记。然而，这时，外

邦人只要愿意相信耶稣为了他们的罪死去并复活，就可以被接纳成为基督徒。）

经过双方激烈的争论，彼得站出来借他去哥尼流家的事（使徒行传第 10 章）重

申神为外邦人打开了大门。他总结了自己的观点： 

 

“现在为甚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 
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15：10，11）。 
 
保罗和巴拿巴回顾神通过他们在外邦人中间所做的工。最后，雅各（耶稣的世上

的‘兄弟’，约瑟和马利亚的儿子之一，现在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站起来给

出最后的结论（不是根据经验，二十旧约中先知对神爱外邦人的预言）： 

 

“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
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
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15:13-21）。 
 
这是最后的决定——外邦人无需先皈依犹太教行割礼而成为基督徒。同时，也对

外邦人基督徒在道德上作了几点限制（比如 禁行奸淫）或者为了不冒犯犹太教

基督徒弟兄（比如不吃为偶像献祭的食物和含有血的牲畜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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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在之后的哥林多前书 8-10章写道这些“让人绊倒的”事情。 

 

耶路撒冷教会书写了一封正式的书信，并分发至外邦人教会。保罗和巴拿巴回到

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 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之后圣灵催促他们开始了第二次

传道旅程，去到更远的地方。 

 

问题讨论 

1. 约翰的兄弟雅各被希律王杀害；彼得被天使从监牢中释放。通过这些事你如

何理解神对每个人独特和充满主权的计划？ 

 

2. 如果你相信耶稣， 你是否能够回忆起在你生命中某个时刻圣灵引导你去完成

一个新的使命（比如保罗和巴拿巴被圣灵差遣——使徒行传 13:1-3）。神使

用了谁或者什么事催促你呢？ 

 

3. 被称为马可的约翰很早就离开他的传道旅程。如果在每个所到的城市都遇到

困难以及潜在的致命危机的话，你能够坚持多久呢？ 

 

4. 圣经记录了巴拿巴带着被称为马可的约翰进行了另一次传道（使徒行传

15:37-39）。之后，使徒彼得带着马可，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彼得 1书 5:13），

他的祷告被马可记录下来并成为日后的“马可福音”。最后，就连保罗都提到

了马可的价值（提摩太后书 4：11）。马可的经历如何激励你呢？ 

 

5. 神让 OPC 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不同国家的人都来到我们这里。在我们的传

道事业已经拓展到我们周围的国际社区的时候，你如何投入其中，向不同国

家的人传讲福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