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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信主和旅行佈道前

徒22:1-21
徒7:57-59
徒9:1-30
徒11:22-30



Acts 22:1-2
保羅出生並成長於基利家的大數, 於迦瑪列門下

Acts 7:57-59
於耶路撒冷歡喜司提反被害

Acts 9:1-19, Gal 1:15-17
到大馬色(大馬士革)求文書迫害基督徒, 在將近
大馬色時遇見主.  進入大馬色, 由亞拿尼亞帶領
信主.  信主後開始在各會堂傳揚耶穌

Gal 1:17
獨自往亞拉伯去, 後回大馬色



Acts 9:20-22, 9:23-25, Gal 1:18
回大馬色後開始在各會堂傳揚耶穌, 從保羅信主
到離開大馬色約三年時間

Acts 9:23-25, 2 Co 11:32-33
猶太人想殺保羅, 門徒夜間用筐子縋保羅離開大
馬色, 逃到耶路撒冷.

Acts 9:26-29, Gal 1:18-19
於耶路撒冷認識巴拿巴.  在耶路撒冷見磯法和
雅各, 與磯法同住了十五天, 於耶路撒冷傳道, 但
主吩咐他離開(Acts22:18,21).  再被猶太人追殺, 
逃到大數



Gal 1:21, Acts 9:30
在敍利亞和基利家.  

Acts 11:22-26
巴拿巴由耶路撒冷來到大數找保羅, 他們倆在安
提阿一年, 門徒開始被稱為基督徒

Acts 11:27-30, Gal 2:1-10
亞迦布預言耶路撒冷大餓荒, 門徒捐錢托巴拿巴
和保羅送到耶路撒冷.  保羅帶同提多會見耶城
教會領袖包括彼得, 雅各和約翰.  雙方認同對方
的工作

Gal 2:11-14
彼得探訪安提阿但在猶太人前裝假, 被保羅責任



保羅第一次佈道旅程
及 耶路撒冷大會

Acts 13:1-14:28  保羅第一次佈道旅程

Acts 15:1-15:35  耶路撒冷大會



Acts 13:1-3
巴拿巴與保羅於安提阿奉差派傳道.

Acts 13:4
下西流基坐船至居比路(塞浦路斯).

居比路



Acts 13:5
到達撒拉米並於各會堂向猶太人傳
道.  有約翰(馬可)幫手.

Acts 13:6-12
方伯(省長)士求保羅邀請巴拿巴及保
羅, 遭行法術的以呂馬(又名巴耶穌)
的敵擋.  保羅使以呂馬瞎眼, 士求保
羅亦因此信主.

Acts 13:13
到達別加, 約翰(馬可)離開.

註: 
路加轉稱掃羅為保羅(羅馬名字)[13:9]



Acts 13:14-52
到達彼西底的安提阿, 保羅於安息日
在會堂的講述基督的福音(16-41), 部
份猶太人和進猶太教者信主(42-43).  
由於下一安息人引來大量群眾, 部份
猶太人嫉妒而挑唆一些有名望之人
逼迫並趕他們出境.(44-52) 

Acts 14:1-7
二人於會堂的講論讓很多的猶太和
外邦人信主(1), 他們在以哥念住了一
段時間並施行神迹(3), 但嫉妒的猶太
人集官長之力想以石頭打他們(4-5), 
計劃被知悉, 使徒逃走了(6-7).

註: 
這兩地開始出現基於嫉妒的猶太反對者.
13:16-41 為一編長編的講章.



Acts 14:8-20上
保羅於路司得治好生來瘸腿的人(8-
10), 卻被路司得人誤以為是丟斯和
希耳米(神明), 丟斯的祭司欲獻祭與
他們, 巴拿巴及保羅阻止他們行此事
(11-18).
安提阿及以哥念嫉妒的猶太人來到
路司得挑唆群眾以石頭把保羅 (19-
20).

Acts 14:20下
於特庇傳道並有不少人作門徒.



Acts 14:21-26
回程探望之旅.  路司得以歌念安
提阿(21)[選立了長老]別加(25)
亞大利(25)坐船回安提阿(26).



Acts 14:26-28
回安提阿報告工作情況, 並住一段長
時間.
Acts 15:1-2
其後於猶大來了一些人教訓門徒要
受割禮, 教會要求他們到耶路撒冷見
使徒和長老來定案.

Acts 15:3
經腓尼基, 撒瑪利亞, 往耶路撒冷.

註: 
另一群反對者的出現, 要求外邦人受割禮的猶太信徒.

加拉太書
保羅在加拉太書並未引用耶路撒冷會議的決定, 
加拉太書應成書於第一次佈道旅程的末段與耶路
撒冷會議(AD49)之間
對像為南加拉太, 他第一次佈道旅程建立的教會



Acts 15:4-29
到達耶路撒冷討論有關外邦人行割禮之事(4-6)
彼得發言(7-11)
巴拿巴及保羅述說神在外邦人中的工作(12)
雅各發言(13-21)
選猶大和西拉帶信件到安提阿(22)
致外邦信徒的信件內容(23-29)

Acts 15:30-35
猶大和西拉把信件帶到安提阿.



重點事項

 嫉妒的猶太反對者

 於第一次佈道旅程的中期出現, 是由於巴拿巴和保
羅在彼西底的安提阿及以哥念工作的成果, 引發他
們嫉妒.

 教義上的猶太反對者

 於第一次佈道旅程完結, 由於為數不少的外邦信徒
而引發教義上的衝突.



保羅第二次佈道旅程

Acts 15:36-18:22



Acts 15:36-40
巴拿巴和保羅因是否帶馬可而起爭
論, 彼此分開.  保羅揀選西拉開始第
二次佈道旅程.

Acts 15:41-16:1上
經叙利亞, 基利家堅固眾教會, 後到
特庇.

Acts 16:1下-16:5
於路司得認識提犘太, 並給他行了割
禮, 帶同他參與佈道.  保羅於這地區
的一個工作是教導教會耶路撒冷大
會所定的規條.



Acts 16:6-7
聖靈禁止他們於亞西亞及庇推尼講
道.

Acts 16:8-10
保羅於特羅亞見馬其頓異象.  10節
轉用第一人稱”我們”, 路加似乎是在
這處加入.

Acts 16:11
坐船到尼亞波利



Acts 16:12-40
12-15 保羅於腓立比河邊向婦女講
道, 呂底亞(賣紫色布匹婦人)一家信
主, 並以其家接待使徒.
16-24 保羅因趕出一個被鬼附使女
而觸怒其主人;  其主人控告保羅和
西拉而因此下監.
25-39 禁卒一家信主, 官長釋於使徒.
40 到呂底亞家, 然後離開腓立比.

Acts 17:1-9
經暗妃波里, 亞波羅尼亞到達帖撒羅
尼迦.  於會堂傳講基督, 並部份猶太
人, 外邦人, 及尊貴的婦女信主.(1-4)  
嫉妒的猶太人耸動人闖耶孫家, 因找
不著保羅而拉他們回官府.(5-9) 保羅
和西拉於夜間離開並前往庇哩亞.



Acts 16:10-15
到庇哩亞後於會堂傳道, 並有不少人
信主 (10-12).  但帖城的猶太人到來
攪擾, 保羅往雅典, 留提摩太和西拉
於庇哩亞.

Acts 16:16-34
保羅因看見雅典滿城偶像而在會堂
和市上與人辯論.  他被帶到亞略巴
古發表其講論 (講論內容: 22-31).  
其中丟尼修(官), 大馬哩(婦人)信主.



Acts 18:1-17
保羅到哥林多, 認識從義大利來的亞
居拉及百基拉.  西拉和提摩太亦從
馬其頓到來.  但猶太人不接受福音, 
保羅轉到外邦人中(6-7).
哥林多信主的有提多猶士都, 基利司
布(會堂主管), 所提尼(會堂主管17), 
夜間再有主的異象, 保羅留於此一年
半時間.
猶太人再控告保羅, 但迦流(方伯)不
受理.

Acts 18:18
保羅於堅革哩還願, 並帶同百基拉, 
亞居拉預備坐船回敍利亞.

帖撒羅尼迦前書
帖前3:1, 3:6
保羅於雅典等候(3:1), 並從提摩太得消息後為他
們感恩而寫成此信(3:6).  提摩太和西拉於徒18到
達歌林多, 所於此書應在歌林多完成.

帖撒羅尼迦後書
帖後1:1
估計也是在歌林多寫成, 因為有西拉, 提摩太的共
同問安(1:1).  保羅離開歌林多時似乎留下西拉和
提摩太(徒18:18)



Acts 18:19-21
保羅進以弗所會堂傳道, 但不願在此
多住, 留百基拉, 亞居拉於以弗所, 自
己回程.

Acts 18:22
保羅坐船回耶路撒冷, 後回到安提阿.



保羅第三次佈道旅程

Acts 18:23-21:16



Acts 18:23
保羅離開安提阿, 經加拉太及弗呂家
兩個省探望教會.

Acts 19:1
保羅到達以弗所

Acts 18:24-28 特殊記錄-亞波羅
亞波羅於以弗所教訓耶穌的事, 百基
拉,亞居拉幫助他更了解, 因他單曉
得約翰的洗禮(24-26).
亞波羅到亞該亞, 並在歌林多教導
(27-28, 19:1)



Acts 19:1-41
1-7 保羅按手, 聖靈降在十二位單知
約翰的洗的門徒身上.

8-20 保羅於以弗所兩年(10), 辯論神
國的事, 並趕鬼治病(11-16), 對以弗
所影響極大, 包括令行邪術者把書焚
燒(17-20).

21-22 保羅計劃經馬其頓, 亞該亞後
回耶城, 及後再往羅馬.  這段時間先
差提摩太及以拉都往馬其頓, 自己暫
留亞西亞地區.

23-41 由於保羅對以弗所的影響, 銀
匠底米丟告保羅教人藐視大女神亞
底米.  引起群眾捉拿該猶和亞里達
古.  及後書記安撫群眾平息動亂.

歌林多前書
林前16:5-12
保羅在以弗所寫林前(8), 他計劃往馬其頓過冬並
從那裡由水路離開(5); 並先派提摩太前往(10); 估
計亞波羅早前由歌林多回到了以弗所(12).



Acts 20:1-2
保羅從以弗所往馬其頓, 然後到希臘.

Acts 20:3-4
於希臘住三個月(可能住在哥林多), 
本計劃坐船回敍利亞, 但猶太人設計
害保羅, 所以他回馬其頓.

歌林多後書
林後2:15-16, 2:23, 12:14, 13:1
保羅寫林後時說計劃第三次訪歌林多(12:14, 
13:1).  但使徒行傳只記錄了保羅兩次到達哥林多
(徒18:1, 徒20:2-3).  因此保羅二次訪哥林多的資
料沒有記載於行傳之中.  徒20:1-2 應是保羅第三
次訪歌林多, 原因是羅15:26 記錄在亞該亞收集
了要送耶路撒冷的捐款, 由於羅馬書在哥林多寫
成, 而林後8,9章談到捐款預備的事, 林後應是保
羅於徒20:2訪問希臘前寫成的.  

羅馬書
羅15:23-29, 16:1, 16:23
保羅於歌林多寫成羅馬書, 他提及堅革哩的非比
(16:1), 也住在該猶家(16:23, 林前1:14).  保羅計
劃到羅馬後往士班雅去(15:23-29)



Acts 20:6
從腓立比坐船到特羅亞

Acts 20:7-12
在特羅亞住了七天, 救活於聽講論時
從三樓掉下的猶推古.

Acts 20:13-16
特羅亞亞朔米推利尼基阿
撒摩米利都 (水路)
註: 保羅刻意超過以弗所以免延誤, 
要趕在五旬節前回耶城.



Acts 20:17-37
保羅於米利都召以弗所長老告別.
保羅發言(18-35)

Acts 21:1-3
哥士羅底帕大喇居比路(塞浦
路斯)南邊推羅

Acts 21:4-6
推羅的門徒被聖靈感動勸保羅不要
上耶城.

Acts 21:7
到多利買住了一天.

Acts 21:8-16
到該撒利亞住腓利家. 亞迦布從猶太
下來預言保羅被捉拿.  眾門徒勸保
羅不要上耶路撒冷, 但保羅不肯.  離
開前住拿孫家.



保羅往羅馬之旅

Acts 21:17-28:31



Acts 21:17-23:30
雅各之建議 21:17-26 
雅各建議保羅到殿行潔淨之禮, 以免猶太
人認為保羅於教外邦猶太人不用守律法及
割禮.

聖殿的動亂 21:27-22:29 
七日將完之時, 從亞西亞來的猶太人耸動
百姓說保羅把特羅非摩帶進聖殿(21:27-
29). 千夫長到達制止百性殺保羅.(21:30-
36)  保羅得千夫長同意後向百姓分訴
(21:37-40).  講述其信主之經過, 但當他說
上帝差他往外邦去時群眾再次失控(22:1-
23).  保羅向千夫長表明自己羅馬公民身
份 (22:24-29).

千夫長的審訊 23:1-10
千夫長(呂西亞? 24:22)叫齊大祭司亞拿尼
亞, 祭司長及公會人士以明白他們要告保
羅之事.  保羅以死人復活作話題分化當中
的撒都該人及法利賽人.  結果審問被中止.

23:11 主告訴保羅他會在羅馬見証他

猶太人密謀殺保羅 23:12-32
四十猶太人起誓殺保羅, 但計劃被保羅外
甥得知, 千夫長安排兩百夫長護送保羅至
凱撒利亞的巡撫腓力斯.



Acts 23:33-26:32
腓力斯的審訊 23:33-24:22
五天後大祭司及長老到凱撒利亞.  由辯士
帖土羅作控向(24:1-9).  腓力斯讓保羅申
辯(24:10-21).  但最後支吾各人了事.

腓力斯與保羅 24:23-27
腓力斯善待保羅, 也聽其講論, 並指望他送
錢, 保羅被監於凱撒利亞兩年.

非斯都的審訊 25:1-12
非斯都預備接任, 其在耶路撒冷時猶太人
希望他把保羅發送回耶城, 但他不願
(25:1-5).
非斯都到凱撒利亞就任, 問保羅是否願回
耶路撒冷, 但保羅要求在該撒面前受
審.(25:6-12)

亞基帕王的審訊 25:13-26:32
亞基帕王及百尼基到訪該撒利亞, 非斯都
告知保羅的案件並請亞基帕王聽審(25:13-
22).
第二天非斯都安排審訊, 目的是指明罪案
以送保羅至該撒面前受審 (25:23-27).
保羅講述其見証(26:1-23), 非斯都認為保
羅癲狂了(26:24-26), 亞基帕認為保羅想勸
動他作基督徒(26:27-29).  最終他們並不
認為保羅有罪, 但准其上訴該撒.



Acts 27:1-2
百夫長猶流從水路押解保羅, 亞里達古及
路加等同行.

Acts 27:3
猶流准保羅於西頓到其朋友處受照應.

居比路

Acts 27:4-6
經居比路上方至每拉, 轉上另一隻開往義
大利的船.

Acts 27:7-8
到達佳澳



Acts 27:9-44
保羅建議不要起行, 但眾人堅持(9-12).  起
行後遇上大風友拉革羅, 由於風大, 收蓬任
船漂流, 眾人絶望(13-20).  保羅預言各人
性命不失, 船卻會撞於島上(21-26).
第十四天水手想以小船逃走被保羅勸阻
(27-32), 最後船擱淺於米利大(馬耳他), 兵
丁欲殺囚犯, 得百夫長阻止.(33-44) 

Acts 28:1-10
在米利大三個月(11), 土人因保羅被毒蛇
所傷卻得活, 以為他是神(1-6).  保羅醫治
島長部百流父親(7-10).

Acts 28:11-16
米利大叙拉古利基翁部丟利(遇弟
兄住了七天)羅馬.  保羅於羅馬城由一個
土兵看守.

Acts 28:17-31
保羅請羅馬首領來解釋他被囚原因(17-
22), 並於寓處教導門徒足兩年之久(23-
31).

以弗所書, 腓立比書, 歌羅西書, 腓利門書
監獄書信
弗3:1 保羅提及自己被囚
腓1:13 福音因捆鎖而興旺
西1:7 歌羅西由同工以巴弗建立, 4:3 提到自己被囚
門23 保羅與以巴弗同坐監



使徒行傳後之發展



提摩太前書
難以估計成書地點, 但應該是保羅於羅馬獲釋後寫成.  
當時提摩太在按保羅指示服事以弗所教會(提前1:3) 

提多書
難以估計成書地點, 但應該是保羅於羅馬獲釋後寫成.  
當時提多按保羅指示在革里底(克里特)服事(多1:12) 

提摩太後書
於羅馬成書, 時為保羅二次被囚(提後4:16), 保羅感覺自
己要離世(4:6), 寫書叫提摩太作最後教導和叫他盡快趕
到羅馬(4:13, 4:21)



希伯來書
難以確定作者及寫作對像.  可能於聖殿被毀後寫成, 解
釋耶穌基督所成就的事 (聖殿被毁前, 使徒[連保羅]都經
常與殿有關, 此信解釋為何可以不用殿和各樣的祭).

雅各書
給十二支派散住各地的信徒(雅1:1)

彼得前, 後書
可能在羅馬成書(彼前5:13), 給加拉太, 亞西亞, 庇推尼的
門徒.  後書為同一群讀者(彼後3:1)

約翰一, 二, 三書, 猶大書
難以確定讀者身份.

啟示錄
作者為約翰, 讀者為亞西亞七教會.(啟1:4)

大公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