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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雅典傳福音 知識殿堂篇 Knowledge Hall, 10/7/2018

2. 在哥林多傳福音 城市文化篇 City Culture, 11/25/2018

3. 在以弗所傳福音 屬靈爭戰篇 Spiritual Battle, 1/13/2019

4. 在耶路撒冷傳福音 宗教傳統篇 Religious Tradition, 2/3/2019

5. 在該撒利亞傳福音 政治權力篇 Political Power, 3/3/2019

6. 在怒海上傳福音 人生風浪篇 Life Storms, 4/14/2019

7. 在羅馬傳福音 萬國萬民篇 Nations and People, 4/21/2019 (復活節)

使徒行傳 傳福音系列證道



革老丟雕像，羅浮宮收藏

時間標記一：羅馬皇帝革老丟 Claudius
AD 41-54 在位

革老丟在位期間曾下過 “逐猶令 Expulsion of the 
Jews”，令所有猶太人離開羅馬城：

這事以後，保羅離了雅典，來到哥林多。遇見一
個猶太人，名叫亞居拉，他生在本都；因為革老
丟猶太人都離開羅馬，新近帶著妻百基拉，從義
大利來。保羅就投奔了他們。（徒18:1-2）



羅馬皇帝革老丟寫給亞該亞省
首長迦流的信之殘片，上面有
“迦流 Gallio” 一字。

時間標記二：亞該亞方伯迦流 Gallio
AD 51-52 在任

哥林多位於亞該亞省，迦流曾經擔任亞
該亞的首長二年，以公正、冷靜著名。
他的哥哥 Seneca 是羅馬皇帝的老師，兄
弟二人都是斯多亞哲學家（Stoics）。

到迦流作亞該亞方伯的時候，猶太人同
心起來攻擊保羅，拉他到公堂，說：
「這個人勸人不按著律法敬拜神。」
（徒 18:12-13）



哥林多位於
亞該亞省，
是一座繁華
富庶的大城。
它的貿易興
盛、文化卓
越，人民享
受著高水準
的生活。保
羅在此傳道
一年半，領
了許多人歸
主。

哥林多

雅典

亞該亞省地圖



位於哥林多市中心的亞波羅廟殘垣，
背景是 Acrocorinth 山巖，其上有
Aphrodite 女神廟。



甚
麼
是
傳
福
音
？

1. 傳悔改赦罪的道

2. 傳十字架的道

Proclaim Repentance and Forgiveness of Sins

Proclaim the Logos of the Cross



1. 傳悔改赦罪的道

Proclaim Repentance and Forgiveness of Sins

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使他們能明
白聖經，又對他們說：「照經上所寫
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從死裡復活，
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
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路
24:45-47）



福音 The Gospel

1. Message 信息
• 基督受害，第三日復活（悔改赦罪的道）

2. Messenger 信差
• 為耶穌作見證的人們（門徒）

3. Means 手段
• 領受從上面來的能力（倚靠聖靈）



2. 傳十字架的道
Proclaim the Logos of the Cross

• 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慧，
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林前
1:22-23）

• 弟兄們，從前我到你們那裡去，並沒有
用高言大智對你們宣傳神的奧秘。因為
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林前
2:1-2）



甚麼是傳福音？What is “sharing the gospel”?

有耶穌才有福音，

沒有耶穌就沒有福音；

傳耶穌才是傳福音，

不傳耶穌就不是傳福音；

因為福音是在耶穌裡。

Jesus



甚麼是傳福音？What is “sharing the gospel”?

•傳有一位神，不是傳福音。

•傳聖靈的大能，不是傳福音。

•傳基督教，那是宗教宣傳，更不是傳福音。

•唯有傳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才是傳福音。



哥林多人

猶太人 羅馬人

城市中的三種人
3 kinds of people in the city

1. 哥林多人：城市人
2. 猶太人：宗教人
3. 羅馬人：政治人



瞭解城市文化 Understanding City Culture

1. 人口眾多，有人孤獨；

2. 金銀遍地，有人貧苦。

3. 名利薰心，有人成俘虜；

4. 百無禁忌，有人不幸福。

5. 貨物充盈，有人虛空不滿足；

6. 知識充足，有人茫然不知路。

7. 活在當下，有人悔恨、憂慮、心悲苦！

People

MoneyFame

Knowledge

Power

Secular

Loneliness

Fear Uncertainty Anxiety

Depression

Lost

哥林多人



耶穌和宗教的衝突 Conflicts between Jesus and Religion

1. 宗教和宗教人：
• 耶穌面對的人：法利賽人，撒督該人，祭司長，文士，律法師…

• 使徒面對的人：會堂裡的人

2. 信主，還是信教？

猶太人



保羅為道迫切
Paul pressed in the spirit for the preaching of the logos

1. 人關一扇門
• 保羅為道迫切，向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他們既抗拒、毀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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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神開更大的門
• 於是離開那裡，到了一個人的家中；這人名叫提多猶士都，是

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會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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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信受浸。（徒18:7-8）



政教分離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1. 保羅在迦流的公堂上：被攆出去！
• 到迦流作亞該亞方伯的時候，猶太人同心起來攻擊保羅，拉他到公堂，
說：「這個人勸人不按著律法敬拜神。」保羅剛要開口，迦流就對猶太
人說：「你們這些猶太人！如果是為冤枉或奸惡的事，我理當耐性聽你
們。但所爭論的，若是關乎言語、名目，和你們的律法，你們自己去辦
吧！這樣的事我不願意審問」；就把他們攆出公堂。（徒18:12-16）

2. 迦流在保羅的教會裡：沒有這回事！

羅馬人



基督徒與政治 Christians and Politics

•基本原則

1. 跟從的原則：耶穌的門徒只跟從主，不跟從人或政黨。

2. 國度的原則：耶穌的門徒看重神的國度遠過於人的國度，不
將教會置於政治人物或政黨之下。

3. 和睦的原則：耶穌的門徒看重和睦，主已經拆毀的牆，門徒
不因政治立場不同而去重建。

羅馬人



基督徒與政治 Christians and Politics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
「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賽30:21）

右左

基督人



主的百姓

The Lord’s 
People

The Lord’s
People

第四種人
The 4th kind of people

有許多哥林多人聽了，
就相信受浸。夜間，
主在異象中對保羅說：
「不要怕，只管講，
不要閉口，有我與你
同在，必沒有人下手
害你，因為在這城裡
我有許多的百姓。」
（徒18:8-10）



在
城
市
行
基
督
之
道

哥林多是商業大城，生活水準高，文化底蘊厚

主說：不要怕，只管講，不要閉口，有我與你

同在…因為在這城裡，我有許多的百姓！

哥林多人思想開通，追求享樂，道德低落…



Hodos
基督之道
The Way of Christ

神的話
The Word of God

神的靈
The Spirit of God

我們原來的名字：THE 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