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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第 17章  

使徒行传第 17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会)  

保罗和西拉、经过暗妃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

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使徒行传 17:1) 

路加一句话就带过去了。从腓利比到暗妃波里有 30英里。

从那里到亚波罗尼亚又有 30英里。到帖撒罗尼迦还有 37

英里。要走将近 100英里，他们无疑花了好几天时间。 

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

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

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使徒行传 17:2-3) 

保罗拿了他们的经文，从中给他们显示弥赛亚受死的必要

性。他无疑使用了以赛亚书 53章和诗篇 22篇，还有预表

基督的死及其它的经文。因此他从他们的经文中跟他们理

论，给他显示弥赛亚需要受害，受死。 

我们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 

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附从保罗和西拉．并有许多虔

敬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使徒行传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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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犹太人相信了。并有许多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

少。一个非常强壮的教会在帖撒罗尼迦成立了。你要是想

得额外的高分，可以阅读保罗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两封书

信，那教会就是从这个事工产生出来的。当然，你得将书

信和使徒行传连系起来读，这是很有效的阅读方法，使你

可以连 

系起来。 

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

群、耸动合城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西拉带到百

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

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使徒

行传 17:5-6) 

我喜欢保罗和西拉身上的控诉。早些时候，大祭司加在彼

得身上的控诉，是他把耶稣基督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

多么荣耀的控诉啊！我们要是因那控诉被捕也在所不辞！

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的道理充满了这个城市。我真希望自己

能承受如此的控诉！那该多好！另一个有趣的控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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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那搅乱天下的。哦，我真希望我能为耶稣基督搅乱这

整个城市。不过事实上，我抗拒这控诉。我认为这个城市

本身混乱有加，需要给调整过来。 

因此这个控诉是不恰当的。他们应该说，“这些搅乱了天

下的，也到这里来了。”世人将事情的优先次序颠倒了。

那些顺着肉体情欲而活的人，没有按着神给世人所定的方

式生活。他们生活乱七八糟。他们需要的是调整，教会的

任务是调整人们，使他们能拥有与神之间恰当的关系，使

他们的优先次序不致颠倒。 

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

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

孙和其余之人的保状、(使徒行传 17:7) 

也就是耶孙要付保释金。 

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西拉往庇

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使徒行传

17:9b) 

他们就是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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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地方的人、贤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

考查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使徒行传 17:11) 

在帖撒罗尼迦，保罗跟他们理论了三个礼拜。保罗到了庇

哩亚跟当地人理论，但他们这些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开

明。他们回去还会做了作业呢！他们读了加拉太书和帖撒

罗尼迦前书后书。他们回去查考圣经，要晓得保罗说的是

与不是。 

我极力的鼓励这点！我从电视看到的一些传道人所传播的

毫无价值的垃圾，被当成教条传递下来，真让人气馁。人

们完全接受这些人说的怪异的远离真理的观念。他们没有

查考圣经，不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毕竟，他讲到希腊文，

我不懂希腊文，你知道他是肯定不会错的了。 

最近，有个传道人谈到保罗身上的刺。他说，“我们能从

圣经其它那个地方找到刺这个词呢？保罗的刺是什么呢？

人们说是身体的疾病。但是我们能从圣经其它那个地方找

到刺这个词呢？回到马太福音里撒种人的比喻。有落在荆

棘里的，在马太福音里的刺指的是什么？这里指的是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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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因此保罗的刺是今

生的思虑。他自己过份操劳了。 

经文解得倒不错。但是，把你的索引词典拿出来，你会发

现保罗所提到他身上的刺实际上是帐棚的柱子。而马太福

音的是你在玫瑰枝找得到的刺。一个是帐棚的柱子。完全

不同的希腊词。 

然而，这个传道人说人是不该有病的。如果那属实的话，

保罗则不可能生病。神从来不愿他的子民遭受苦难！苦难

从来不是神的旨意！”那他们是如何对待耶稣的？ 

他们是多么的残忍。 

所以那照 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

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彼得前书 4:19) 

哦，暂停一下，你刚刚才告诉我苦难不是神的旨意。彼

得，你为什么写下那段经文？你难道不知道吗？嗨，别盲

目接受他们的话。要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因

为许多被当作经文传讲的与经文并不相符合。 

学习庇哩亚人，比帖撒罗尼迦的人开明。回去查考圣经，



6 of 28 

使徒行传第 17章  

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我鼓励你，不要盲目接受我

所说的。要凡事察验．善美的要持守。 

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使徒行传 17:12a) 

为什么？因为他们考查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

看到经文证实了这道。 

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使徒行传 17:12b) 

于是在庇哩亚便有了这善工。 

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哩亚传 神的

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

罗往海边去．西拉和提摩太仍住在庇哩亚。送保罗的人带

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西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

这里来、就回去了。(使徒行传 17:13-15) 

这些弟兄们陪伴保罗，带他到了雅典，西拉和提摩太仍住

在庇哩亚坚固弟兄们。保罗到了雅典后，对这些带了他下

来的人说，“你们回去后，叫西拉和提摩太速速到这里

来。”他们便把保罗留在雅典。 

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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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急。(使徒行传 17:16) 

实际上，他是被激怒了。 

看见满城都是偶像 (使徒行传 17:16b) 

你到好莱坞或是三藩市去会有相同的感受。当你看到一个

地方完全陷入色情之中。他被激怒了。他从内心动怒了。 

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敬的人、并每日在市上所

遇见的人辩论。(使徒行传 17:17) 

保罗开始每日在市场跟一群伙计们聚集，开始和他们分享

耶稣基督的真理。 

还有以彼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使徒行

传 17:18a) 

其实以彼古罗生于主前 342年，在主前 271年去世。这事

件的发生是在主后 53年。以彼古罗已经死了 300年了。在

这个时期，他的哲学已经退化了。一开始，以彼古罗说快

乐是生命之本。但他又加深了一层。他声称快乐来自于简

单的生活。我们的生活越是复杂，我们便越要料理细节。

我们拥有的财产越多，我们就越要担心该如何看管。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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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可以过非常简单的生活，那是快乐的根本，而快乐

是生命之本。 

跟随以彼古罗哲学的迪更里为着他仅有的浴盆感到高兴满

足。迪更里 ，给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因为亚历山大一世虽

然征服了世界，他仍然不得安宁。他发誓一生做迪更里的

门徒。迪更里给了他两条鱼，说，“带着这些鱼周围走两

个礼拜，你便可以做我的门徒。” 

亚历山大一世被激怒了，他喃喃而语，感叹迪更里这人的

愚蠢。他摇着头说，“多羞人啊！沉迷于两条腥鱼而这么

投入。” 

简单的生活。但是在这个时期，以彼古罗哲学已不再这么

解释了。在这个时期，快乐是生命之本，那么你就得不顾

一切追求快乐。结果他们陷入了色情的贪欲之中。 

以彼古罗哲学在罗马的纵酒狂欢之中体现出来，你在酒宴

的头道菜吃到撑不住了。品尝享受着每一口菜。然后在第

二道菜上菜之前，出去作激烈运动，目的是能尽全力吃第

二道菜，为了吃的乐趣而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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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去品尝各种味道所带来的乐趣的多少。因此他们在忙

着测度乐趣的强烈程度。 

以彼古罗哲学的退化带来了多神论，崇拜万物，无论任何

事物，所有的事物。斯多亚的学士说，生命之本是美德。

一个易动感情的人是不懂美德的。所以你不能动感情，他

们寻求完全脱离感情。不感受痛苦，不感受忧伤，不感受

喜乐，什么都不去感受，对一切都斯多亚化，对任何事物

都无动于衷。这就导致无神论。保罗在雅典遇到的就是这

两种哲学学说。 

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甚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

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 

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

以知道么．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

意知道这些事是甚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

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使徒行传

17:18b-21) 

这些雅典人并非是真心的，只是想听些奇怪的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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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使徒行传 17:22a) 

亚略巴古位于市场和雅典城的中间，山顶立着帕台农神

庙。在去帕台农神庙大约三分之二的路旁，有座岩石，叫

做无耻之石。人们到这儿拥护他们的学说和他们各样的主

意。 

这些人身穿长袍，坐在无耻之石上，脚下是 Agura，他们

常为着学说或是争论或是商讨。保罗坐在这块石头上，向

他们演说。 

说、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使徒行

传 17:22b) 

英文 too superstitious（中文指的是迷信的）这个句子

翻译得不好。美国权威版本的翻译较为妥当，它的译法

是，“你们非常虔诚。”保罗开始他的言论时并不是要侮

辱这些人。那不是劝说人们的方式。保罗打算用他对耶稣

基督的信仰去劝说他们。因此他说，我看你们是非常虔诚

的。这在雅典的确是很明显的。 

到过雅典的游客说那里的偶像比人还要多。街头巷尾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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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偶像。大理石的，银的，金的，雕像，各种人们所崇

拜的偶像。许多雄伟的庙宇，有些废墟存至今日，成了当

今宏伟的奇迹。 

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使徒行传 17:23a) 

观看这些人停下来向不同的神像祈祷。观察这些人的投入

总是很有趣的。我很感兴趣。在墨西哥，使我感兴趣的是

看到大教堂里，人们对在棺材里的圣徒的崇敬。我看着人

们屈膝，哭喊着为一些神迹在祈求圣徒。我看着穆斯林信

徒洗脚，拿出他们的小毯子，向东方拜，很有趣的。 

保罗观察到他们的投入，他说， 

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使徒行传 17:23b) 

200年后，有一位探险家，他也是位历史学家，他路经雅

典。Pasolineus，在他的书中，他提到雅典众多的偶像，

“那里的偶像比人还多。”说这话的就是他。在他的历史

丛书里，他在描述雅典时，也提到这座给未识之神的坛。

事实上，他提到他在雅典发现三座这样的坛。 

希利尼人把几乎所有的事物都神化了。他们将自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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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化，将人的不同的情绪神化，还将不同的观念神化了。

他们有艺术之神，木匠之神，泥瓦匠之神，凡事都有它的

神。战争之神，和平之神，爱神，恶神，嫉妒之神，怒

神。凡事都有它的神。 

无疑，他们当中有人说， 

“我们可能忘了一个，将其忽视该有多羞耻。它可能会生

我们的气的，我们为何不为它造一座坛。由于我们不认识

它，我们就叫它未识之神，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忽视它，惹

它的气了。” 

保罗看到这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使徒行传

17:23c) 

值得留意的是，保罗就从他们的所在的观点出发。你们是

虔诚的人。我留意到了这一点。在下面的阿古拉，我路过

一座给未识之神小小的坛。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那位

神。关于这未识之神，保罗告诉了他们什么呢？他说，你

们所不认识而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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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有多少人在无知地敬拜？你记得耶稣向撒玛利亚的妇

人说， 

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约翰

福音 4:24)  

然而，人们仍然在无知的敬拜他。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 (使徒行传 17:24a)  

他不是人手所造的，他是创造人类的主。他不是用大理

石，或金子，或银子或泥土造成的。他创造了这些东西。

他远远胜过你们所敬拜的偶像，因为他是创造之主。哦，

要是人们今日能意识到这点该有多好。你瞧，尽管民意测

验显示美国大多数人相信神，我敢说，尽管美国大多数人

相信神，但是美国大多数人还是敬拜唯物主义。他们也许

相信神，但是他们并不敬拜神。他们敬拜的是人手所造

的，而不是神。因此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未识之神就是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 神。 

神、既是天地的主、(使徒行传 17:24b) 

这位未识之神掌管一切。他是天地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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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使徒行传 17:24c) 

保罗所站的亚略巴古直接往下，在阿古拉的尽头是座大

庙，那宏伟的多利安式庙宇今日依然完整存立，成为完美

建筑不凡的典范。 

在阿古拉的尽头，大概一两条街的距离，那座给 Juneau的

大庙宇今日依然完整存立。保罗的上面是给雅典那女神的

的庙宇，和雅典城的那些非凡的庙宇建筑物。保罗说，那

未识之神不住这些殿里。 

值得注意的是，所罗门为神建造了殿宇，在行奉献之礼的

时候，他说，神啊，我们知道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

居住的。我们懂得你充满着宇宙。因此我们建造这殿宇，

不是为了给你居住。换句话说，并不是神会排除其它的地

方，单单在这里居住。他住在宇宙之间。他充满着宇宙。

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更何况我所建造的这

殿宇呢？但是，神啊，请你在这个地方与我们相会。让我

们能够来这里与你相会。 

在某些程度上，我们都会认为神在某个地方的存在比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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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强。似乎神今晚在这里的存在要比街上的酒吧更强。

事实非如此。神在那间酒吧的存在和这里是一样的。我们

无法逃离神的面。无论你在哪里，你都被他所包围着。神

是从不受地点的限制的。 

我还小的时候，在主日学里，老师教我说，如果我去看电

影，主不会跟着我去的。所以，我要是决定去看那场电

影，我就得把主留在外头，我只能盼望我出来的时候，主

在那里等着我。但没人向我确定这点。我当时学到的是停

留在一个地方的神。有些地方有祂的存在，有些地方则没

有。事实并非如此。我无法逃离他。这里他向他们宣告

说，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事、(使徒行传 17:25) 

也不用人手服事。人不能借着偶像敬拜他。也不能借着图

像敬拜他。当今，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相信这点的，不是

吗？但这是保罗所宣称的。人不能借着华丽的金坛敬拜

他，也不能在华美的大楼里敬拜他 ，小心，那价值 180万

美元的金坛。你可以在外面那棵树下敬拜神。可以在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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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床前敬拜神。可以坐在饭桌前敬拜神。你可以坐在海

滩上敬拜神。其实，我发现海滩是敬拜神很理想的环境。

也不用人手服事。 

好象缺少甚么、 

好象神需要我给他点什么。多么荒谬的想法啊！“哦，

Chuck，这个礼拜我真的要你奉献，我快身无分文了。

Chuck，除非你替我付款，我的计划就连一礼拜都持续不了

了，请帮帮我吧！我都快绝望了。我知道我以前发过类似

的信，但这次我是认真的！”好象他需要什么似的。 

我能给神什么东西，是他所需要的呢？那是最大的难题。

一个拥有一切的人，你能给些什么呢？ 

我拿甚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诗篇 116:12) 

你知道他确定他能做的？我唯一能报答神的就是祷告。我

要求告耶和华的名。他不需要我给他任何的东西。好象他

需要什么似的。他是完全的！我的奉献并不能使神得益，

而是我从中得益。 

我将我的生命奉献给神，从中得益的不是神，而是我。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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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时候，我们想把我们给神的奉献当成大事。我们想人们

说，“你真是太棒了！看你所献给神的。那真是无比荣

的。”我们养成了一种抬高给神奉献之人的心态，好象神

需要什么似的。神什么也不需要。 

赐给万人。 

不是我给神什么，而是神所赐给我的，那才是荣耀的！ 

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我们不应该强调我们该给神的，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神所赐

给我们的。侍奉不应该强调我们给神做些什么，我们应该

强调神给你所做的。你能为神做些什么呢？ 

我们在这些领域是如此的软弱，然而我们却常听到那是侍

奉的重点。你应该做这些，你应该做那些。弟兄们，现在

去做这些，去做那些。吹捧做事的人，而不颂赞神为我们

所做的。你瞧，当我意识到神为我所成就的时候，我想响

应神。要是我们想着我为神做些事，那样神就会响应我的

话，我们就犯了大错了。 

“只要你禁食俩个礼拜，神就会开始赐给你异象，你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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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这样，那样，你会得这，得那。禁食的时候，要为着神

而做，神就会响应你。”“只要你开始赞美主。举起你的

手赞美主，因为今晚你想要神祝福你，你举手美神的时

候，他就会祝福你。主是用他子民的美为宝座的！所以，

举起你的手！赞美主，让你能得到祝福！”他们操纵人

们，使他们为着蒙褔而举手。“神啊，响应我啊！你看不

见我的手高举着吗？神啊，响应我啊！祝福我！看看我为

你所做的。”事实并非如此。 

你知道，真正的赞美并非，“好了，神现在赐给我。”真

正的赞美是，“神啊，你给了这么的多。我该如何感谢你

呢？哦，主，你如此地恩待我。”那是在意识到神为着我

所成就的之后而自然产生的。那才是真正的赞美。因此，

我们需要知道的，不是我们能为神所做的，而是神为我们

所成就的。其次是，基督的爱激励着我，我是在对那爱作

响应。我是在响应那慈爱。我是在响应那些祝福。我的生

命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蒙褔，我的生命是如此的丰足，

我不过是在不断认识到他加在我生命中的恩典和慈爱的同

时，试着响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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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到那再也无法承受的地步了。我很快将会被迁到那个

阶段的。神就将把我直接迁到他的荣耀里！他在我生命中

的祝福和他的慈爱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完美！我试着响

应他时，不禁心里洋溢着爱。他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

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本有古卷作血脉〕住在全地

上、(使徒行传 17:26a) 

神造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体。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

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或男或女。惟有耶

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他使我们成为一体。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使徒行传

17:26b) 

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拟定了限度。我的生命完全是他所限定

的。他定准我生活的疆界。早在我母亲怀我之前，他就知

道我的出生。他知道我离开这肉身的帐棚的时日。他知道

我离开这帐棚的境况。我的生命是完全受他的束缚的。 

要叫他们寻求 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使徒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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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a) 

你知道，很多的人以得过且过的方式寻求神。他们真的没

有许多的应许可以把守住，但谁又会知道呢？你记得约拿

给尼尼微人传道的时候。没有悔改的信息。没有盼望的信

息，没有恩典的信息，没有救恩的信息。约拿传的是毁灭

和幽暗。他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所有的人

都悔改了，并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们说，“或者 神

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没

有慈爱的应许，只是可能而已，或许你会偶然真正地感受

到神，并找到神。 

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 (使徒行传 17:27b) 

这里他讲到神无处不在的道理。就是大卫在诗篇里提到的

那胜过一切的，在宇宙中到处存在的神的面 

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我往那里去躲避你的

灵．我往那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

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

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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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扶持我。” (诗篇 139:5－10) 

因为他离你们各人并不远。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使徒行传 17:28a) 

我完全被神环绕着。我的存在都靠着神。我生活在乎他。

神维持我的生命。我无论转到那里，他都在那里。我靠着

他，在他里面存活。 

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使徒行

传 17:28b) 

在 Aeratesand和 Aclenthes俩个希利尼诗人的作品中也能

找到这句话。他们宣称我们是神所生的。保罗确认说这些

诗人是正确的。 

我们既是 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 神的神性像人用手

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使徒行传 17:29) 

我们是神所生的。神并不是我们所生的。虽然人造了自己

的神像，我们其实是无法给我们自己造神像的。人是神所

生的。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照着他自己的形像、按

着他的样式造人。但是人堕落了，也就失去了神的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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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们往周围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堕落了的人。

他本是照着神的形像、按着神的样式造的，但他从中堕落

了。 

神把我们创造成属灵的人。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顺着圣灵

而行，受圣灵的管治。但是人从中堕落了，人顺从了肉

体，被肉体管治。作为有知觉的生命，他变得像动物一

样，动物本是有知觉的生命，于是人在周围找到他的同

类，他说，“看啊，那在树上荡着秋千的，是我的姨

丈。”因为除了吃和生存，他什么都不顾。他是有知觉的

生命。我只要有个地方住，有些东西吃就足够了。因此我

有这个有知觉的生命，我便与动物连结起来。那是错误

的。我永远不能与动物王国有令人满意的关系。要找到自

己，我必须与神连结。我永远不能在动物王国找到我自

己。唯有与神连结的时候，我才能找到自己。 

我原是照着神的形像被造的。我从中堕落了，然而耶稣来

了是为了在我顺从他的时候，使我恢复神的形像。亲爱的

弟兄阿、我们现在是 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

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他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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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那形像。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象从镜子里返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

主的灵变成的。这样，通过圣灵的工作，随着人恢复神的

形像，人在堕落之时所失去的，正恢复到耶稣基督里。 

当圣灵完成了他在我生命中的工作之后，我将完全恢复神

的形像，我将变得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

这是神的工作。我是神所生的。希利尼的诗人认识到这一

点。所以我不能把神当作是看不见，不能开口说话，不能

行走的无生命的雕像。就是那些用金、银、石所雕刻的，

摆放在街边的雕像，人路过停下来向它屈膝，祈求。你不

应那样想象神，因为你是神所生的，就是那活着的 神。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监察；(使徒行传 17:30a) 

或作（神）忽视了那无知。保罗说，你们不认识而敬拜。

神忽视过人对他的无知，但他不会再忽视了。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使徒行传 17:30b) 

当神的启示只限于以色列国的时候，神忽视了异教徒对他

的无知。但是神再也不会忽视人的无知了。你没有理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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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事上蒙昧无知了。不可知论者是没有理由的。神是可

知的。只不过是你不想认识神或是你拒绝神启示他自己。

然而神是可知的，采取不可知论者的位置是不聪明的。因

为没有真正聪明的人能紧守无知！希腊文里的不可知论者

翻译成拉丁文是无知识的人。 

神从前曾经忽视过人的无知，但如今他不会再忽视了。神

已经籍着耶稣基督启示了他自己。这个启示也有人告诉了

你，所以你是没法辩解的。你可以认识神的，你应该认识

神。人没有理由不去认识神。因为知道神无疑超过人能获

得的最崇高的知识！他是人所能获得的知识中最为重要

的。 

你们也许在学习不同的学科，然而你们所能学习到的最重

要的学科就是神学，去认识神，了解神的真理。他是可知

的。神从前曾经忽视过人的无知，但如今他不会再忽视

了，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就是要回转。从他们

本身自私的方式向他回转。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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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使徒行传 17:31a) 

神已经定下了审判的日子。这审判将由耶稣基督掌管，他

是神为着那目的所设立的。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使徒行传

17:31b) 

神籍着复活的证据向世人显明了。因而，审判的日子要临

到万人，神说，要悔改，要回转。 

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

们再听你讲这个罢。(使徒行传 17:32) 

对福音有两种普通的反应。有些人讥诮耶稣基督的福音，

也有些拖延的人。挺有趣的，我有时间还要再听你讲。把

悔改拖延，延迟决定。但要当心，免得你拖太久了。因为

神已经命令所有的人都要悔改。因为终有一天，神要籍着

耶稣基督审判万人。 

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使徒行传 17:33) 

值得留意的是，在保罗被逼迫的地方，他们把他扔进监

牢，他们鞭打他，他马上回头再继续传讲。面对这种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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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蛮有趣的，那暧昧的态度，保罗再也没有话可说。

他不会把珍珠丢在猪前。我把信息给了你们，我已经作了

见证，就完事了。 

我想自满是最糟糕的态度之一。一个人因为你向他们讲主

的事而生你的气，向着你大叫的，另一个说，“我想那对

你很有益，我很高兴你找到了使你开心的东西。”生你气

的人其实比自满的人更接近救恩。那在基督的事上的自满

是最难处理的态度之一。如果福音触动了一个人，他被惹

怒了，那要好过自满。 

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

修、并一个妇人、名叫大马哩、还有别人一同信从 (使徒

行传 17:34) 

有几个人。我们从教会历史发现在雅典有过一个教会，一

些早期的教会带领人信主就来自雅典的教会。但是保罗在

这次探访中没有建立真正的工作。而他转移到哥林多去

了。你要想真的为下个礼拜天晚上的学习知道背景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个礼拜读哥林多书。这一章的末尾，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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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随之去了以弗所，那以弗所书能够帮助你。我猜

想，这个礼拜你要少看些电视剧，多读些圣经。那对你是

有益处的。 

我们在电视机银幕前花那么多的时间，真是可惜！我想那

是当今世上对平庸的人最大的贡献。对感觉迟钝的人，沉

默寡言的人贡献。把交通，各种关系都摧毁了。一个人一

整天就知道坐在电视机前，是多么的可惜啊！他再也不学

习跟人对话了。他不再学习对话及人际关系上的艺术。我

们浪费那么多的时间。我并不想走极端，我敢说，你要是

在这个礼拜不看电视，每当你受诱惑想看的时候，就打开

你的圣经，读哥林多书，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书和以弗

所书。我敢说下个星期你会发现自己变的更加属灵了。 

我说你可能会到教会来开始滔滔不绝的说起来！那可能会

是你一年中的几个顺利的礼拜之一。你感到惊奇，“为什

么这个礼拜会那么好呢？”你怎幺猜都猜不着。你没有去

喂养肉体，而在喂养圣灵。如果你喂养圣灵，必从圣灵得

永生。你要是喂养肉体情欲的、必从情欲得败坏。那只是

一个想法而已。就算你把我带到官府，鞭打我，那还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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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主意。你何不试一试呢？或许你会喜欢这个主意的。 

愿主与你同在，愿神祝福你。愿他使你满心知道他。让你

对神的了解更深刻，更完全，更丰富。使你这个礼拜在耶

稣基督里凡事丰足,在他里面成长，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

督的身量。神不断使那在堕落中所失去的得以恢复。这个

礼拜，愿神祝福你的行事为人。使你与神的关系比从前任

何时期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