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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海餘生

記

保羅上告於該撒，和其他囚犯被押送
上船，途中遇到狂風，幾乎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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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肯定神

的主權

洪水氾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
王。（詩29:10）

a. 情況越不穩定，越需要抓住那
穩定不變的；

b. 我抓住神，以不變（雅1:17）
應萬變。



耶和華

坐著為王

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

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

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

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的百姓。
（詩篇29:10-11）



神

永不改變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
都是從上頭來的；

從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

在他並沒有改變；

也沒有轉動的影兒。（雅 1:17）



此路少人行The Road Less 
Traveled

Life is difficult. 

Once we truly understand and accept it, 
then life is no longer difficult.

生活是艱難的。

一旦我們真正瞭解並且接受它，生
活就不艱難了。



人人都會遇

到風不順的

時候

從那裡又開船，因為風不順，就貼
著居比路背風岸行去。（徒27:4）

1. 最愛主的人也有風不順的時候

2. 受影響的不只是你，還有別人

3. 最好的反應不是埋怨，而是採取
正確的應變措施



2. 保持內

心的平靜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詩46:10）

a. 大部分的傷害不是風浪造成，而
是錯誤的反應造成；

b. 我保持正確的判斷和敏銳的觀察，
將錯誤極小化。



歸回安息

Be Still

主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曾如此說：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
在乎平靜安穩 -- 你們竟自不肯！
（賽30:15）



使用判斷力

已經過了禁食的節期，行船又危險，
保羅就勸眾人說：

「眾位，我看這次行船，不但貨物
和船要受傷損，大遭破壞，連我們
的性命也難保。」

但百夫長信從掌船的和船主，不信
從保羅所說的。（徒27:9-11）



使用觀察力

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救生
艇）放在海裡，假作要從船頭拋錨
的樣子。

保羅對百夫長和兵丁說：「這些人
若不等在船上，你們必不能得
救。」

於是兵丁砍斷小船的繩子，由它飄
去。（徒27:30-32）



3. 傳福音

不分時候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
總要專心。（提後4:2）

a. 風浪打破穩定的狀況，製造改變
的機會；

b. 我藉此機會，實現福音的建展和

自我的提升。



看風的必不

撒種

看風的必不撒種；望雲的必不收割。
風從何道來，骨頭在懷孕婦人的胎中如何長
成，你尚且不得知道；這樣，行萬事之神的
作為，你更不得知道。

早晨要撒你的種，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
為你不知道哪一樣發旺；或是早撒的，或是
晚撒的，或是兩樣都好。(傳道書11:4-6)



在大海上

作見證

在整個航程中，保羅以言語和行為為
復活的主作見證…

現在我還勸你們放心，你們的性命一
個也不失喪，惟獨失喪這船。因我所
屬所事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
旁邊，說：



在大海上

作見證

「保羅，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該
撒面前，並且與你同船的人，神都
賜給你了。」

所以眾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樣
對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徒
27:22-25）



在大海上

作見證

「你們懸望忍餓不吃什麼，已經十
四天了。所以我勸你們吃飯，這是
關乎你們救命的事；因為你們各人
連一根頭髮也不至於損壞。」

保羅說了這話，就拿著餅，在眾人
面前祝謝了神，擘開吃。於是他們
都放下心，也就吃了。（徒27:33-
36）



4. 幫助人

不分時候

救濟遭難的人，竭力行各樣善
事。（提前5:10）

a. 改變注意力，多關心別人，能使
情況改善；

b. 我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些
遭患難的人。（林後1:4）



你們給人，

就必給你們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
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按，上尖
下流的倒在你們懷裡；

因為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
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路6:38）



保羅為人祈

禱治病

當時，部百流的父親患熱病和痢疾
躺著。保羅進去，為他禱告，按手
在他身上，治好了他。從此，島上
其餘的病人也來，得了醫治。

他們又多方的尊敬我們；到了開船
的時候，也把我們所需用的送到船
上。（徒28:8-10）



眾囚犯因保

羅而保命

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殺了，恐怕有
洑水脫逃的。但百夫長要救保羅，
不准他們任意而行，就吩咐會洑水
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餘的人可
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東西上岸。

這樣，眾人都得了救，上了岸。
（徒27:42-44）



5. 成就神

的旨意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
愛神的人得益處。（羅8:28）

a. 風浪不能改變神的計畫，神卻能
使用風浪，成就他的旨意；

b. 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創50:20)，我
願成就神的旨意。



神的道路：
非同我們也

高過我們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
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
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
的意念。(賽55:8-9)



在米利大作

見證

我們既已得救，才知道那島名叫米利大。
（28:1）

1. 船隻在米利大擱淺，全船 276 人都獲救。

2. 島長部百流的父親患病，保羅為他禱告按
手治好了他。島上其餘的病人也得了醫治。

3. 在島上待了三個月，島民很尊敬他們。開
船的時候，島民將所需的物品送到船上。

4. 相傳部百流（St. Publius）是馬爾他的第一
位主教。



米利大（馬爾他）

Malta

保羅獲救的米利大
島，今日稱為馬爾
他。島上有聖保羅
灣，記念當年所發
生的事。



• 馬爾他小檔案

• 世界最小國家之一

• 義大利以南50英哩

• 面積316平方公里

• 人口 475,700

• 基督徒 90%

• 有360多座教堂，

約每千人一座



是神，還是

兇手？你是

誰，只在土

人的轉念之

間

他是個兇手
土人看見那毒蛇懸在他手上，就彼此說：
「這人必是個兇手，雖然從海裡救上來，
天理還不容他活著。」保羅竟把那毒蛇
甩在火裡，並沒有受傷。

他是個神
土人想他必要腫起來，或是忽然仆倒死了；
看了多時，見他無害，就轉念，說：「他
是個神！」（徒28:4-6）



願主旨意成

就

主對亞拿尼亞說：「你只管去！他
是我所揀選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
君王，並以色列人面前宣揚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必須受許
多的苦難。」（徒 9:15-16）



願主旨意成

就

在禱告之間常常懇求，或者照神的
旨意，終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們那
裡去。

無論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聰明人、
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
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
在羅馬的人。（羅1:10, 14-15）



願主旨意成

就

進了羅馬城，保羅蒙准和一個看守
他的兵另住在一處。

保羅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裡住了足足
兩年。凡來見他的人，他全都接待，
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穌基督
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徒
28:16, 3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