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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活水-開啟自己的生命故事 3-保羅的宣教服事 
講道-蔡維恩牧師 

前言: 「從叛逆少女成為教會傳道人」 
         當年那個留著「有型」短髮穿著「潮」牛仔褲，率性唱著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藝人李明依在去年正式成為藝

人之家的傳道人。過去在唱片公司刻意「包裝」下，李明依頭上

頂著有型的髮型，身著潮 T及破牛仔褲，在知名飲料的廣告中，

唱著主打歌裏的那句「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歌詞，讓

李明依一「鳴」驚人，成為急遽竄紅新「聲」代藝人。李明依

說，以前她率性而為，現在的她是只要主喜歡，什麼都可以！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24歲那年就奪下金鐘獎最佳女

演員的李明依，50歲（2016）時，從中華福音神學院延伸制畢

業，頂著一頭紅色頭髮講道做見證的李明依以「擁抱聖靈，重新

與神對齊」自勉也鼓勵眾人，不是向世界靠攏，而是與主對齊。

她引用約翰福音十五章 16節以及以弗所書一章 4-5節表示，不是

我們揀選了神，而是神揀選了我們進入祂的計畫，世界上看人是

看他的名位及價格（薪水），神看的是人的價值。 

對於從小在極為特殊複雜的原生家庭背景長大的李明依來

說，在看似高傲及叛逆的外表背後，是李明依試圖將不堪回首的

灰色記憶「藏」起來的保護色，所以她習慣跟人保持距離來掩飾

外在的傷害及內在的自卑；直到李明依接觸信仰，受洗信了耶

穌，並且為人母之後，她才真正從童年記憶的「傷」害及捆綁的

枷鎖中得釋放，拿掉面具「真正做自己」。 

 

傳福音是每一位弟兄姊妹的事，每個人的職場都很重要，一

旦領受了聖靈會恢復起初創造的美好，生命及生活都會得著全然

的更新，在世界的眼光和評價中有職位高低的差別，但在上帝的

眼光及價值中，每個願意為神而做的人，都是祂的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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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依說，一個有聖靈內住特質的基督徒就是「認耶穌基督

為生命救主」，能夠影響眾人生命的，不是我們的口才便給以及

專業能力，而是願意將自己倒空向聖靈敞開，活出每天與神對齊

的生命。 

 

一、思考的焦點.  
1. 我們生命是否經歷「聖靈的差遣」，以至於在家庭、工作、教

會的服事中，經歷聖靈的掌權、安慰與引導？ 

2. 我們是否能夠在服事中，經歷到生命突破與「作真正自己」的

喜悅？ 

 

  參考經文：《使徒行傳十三 1-12》    

13:1 在安提阿的教會中，有幾位先知和教師，就是巴拿巴和稱呼

尼結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與分封之王希律同養的馬念，並掃

羅。 

13:2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

掃羅，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工。」 

13:3 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 

13:4 他們既被聖靈差遣，就下到西流基，從那裡坐船往塞浦路斯

去。 

13:5 到了撒拉米，就在猶太人各會堂裡傳講 神的道，也有約翰

作他們的幫手。 

13:6 經過全島，直到帕弗，在那裡遇見一個有法術、假充先知的

猶太人，名叫巴•耶穌。 

13:7 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羅同在。士求•保羅是個通達人，他請了

巴拿巴和掃羅來，要聽 神的道。 

13:8 只是那行法術的以呂馬（這名翻出來就是行法術的意思）敵

擋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 



3 
 

13:9 掃羅又名保羅，被聖靈充滿，定睛看他， 

13:10 說：「你這充滿各樣詭詐奸惡，魔鬼的兒子，眾善的仇敵，

你混亂主的正道還不止住嗎？ 

13:11 現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暫且不見日光。」他的

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裡求人拉著手領他。 

13:12 方伯看見所做的事，很希奇主的道，就信了。 

 

二、經文背景 
今天的經文中，一群奉主耶穌基督之名所成立的小組，經由

共同的敬拜、禁食、禱告後，點了巴拿巴和掃羅，接受主的呼召

及差派，他們順服聖靈的引領，乘船前往塞浦路斯。這趟福音之

旅，開啟了化外人（猶太人以外之人）的傳奇故事。從 11章和 12

章使我們明白一件事，基督徒之名是從安提阿教會把門徒稱為基

督徒開始。門徒變成基督徒，更清楚彰顯基督徒是為要學像耶

穌，並且一生只認定耶穌是主的人。 

     我們從使徒行傳 12章的結尾得提示，當巴拿巴和掃羅（保羅）

完成任務後，上帝的主權持續向外拓展，這和當時希律的迫害教

會以及死亡形成一個局勢的對照呼應。安提阿教會就是在此風潮

下成立，自立、成長又自主後，成為願意為主耶穌付出金錢及派

出福音使者的教會。這批宣教師由先知和教師組成，包括巴拿

巴、別號「黑漢」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了解希律喜好及性情

的馬念，還有掃羅。他們順服聖靈，差派巴拿巴和掃羅擔任主耶

穌要他們做的工作。 

 

     掃羅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上信主以後，在他和巴拿巴一同被安

提阿教會差派出去宣教之前，有十多年之久，他一方面有所成長

與學習，一方面獨自默默地傳道。由於掃羅在耶路撒冷放膽傳

道，又跟說希臘話的猶太人辯論，他們想要殺他，弟兄們就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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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凱撒利亞，往大數去(徒九:28-30)。他就在敘利亞，基利家一帶

傳福音，叫各教會的人為了他，將榮耀歸給上帝(加一:21-24)。這

段時期比較長，約有十年之久。巴拿巴到大數去找掃羅，帶他到

安提阿去，他們在安提阿教會一起配搭事奉，有一年之久(徒十

一:25-26)，巴拿巴可以說是提拔掃羅的人。安提阿教會後來成為

向外邦宣教的一個重要據點。有這十多年的歷練，掃羅可以說已

經準備好，要做上帝所託付給他的重要事工了。 

    對初代教會的門徒而言，信仰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掌管家

庭、工作、生活、人際關係各層面，因為成為基督徒必須面對迫

害，在生活上與身心靈上都受到攻擊與負面影響，所以支持傳福

音，靠主得勝的原因就是他們經歷「聖靈充滿」，活在主恩的滋

味中，因此就能突破萬難與障礙，看到主榮光。 

 

三、啟示: 
（一）學習禁食禱告，聽主聲音 

       聖經提到，尋求主耶穌的心意，是靠敬拜、禁食、禱告來明

白，這對台灣教會而言並不陌生，甚至教會興旺與否，我們也以

此為評比。安提阿教會成員來自各方，同工有巴拿巴〔利未

人〕、西面〔黑人〕、路求〔北非〕、馬念〔貴族〕、保羅〔法

利賽人〕。他們同心合意聚集，主與他們同在(太 18:20)。多元民

族與不同恩賜，即使彼此差異如此大，但外界都稱他們為「基督

徒」（含著鄙視眼光），共同的語言就是經歷「聖靈充滿」，願

意對外宣教與奉獻。這樣有愛與宣教的教會，深深吸引地外邦

人。關鍵是他們經歷「屬靈的操練」明白上帝的旨意。 

⑴ 事奉主禁食：他們聚會不是為了事奉人，而是事奉主。禁食就

是刻苦己心，謙卑尋求神的面和神的旨意，神就向他們顯

現，藉著聖靈對他們說話。 

⑵聖靈有話說：聖靈就是神住在教會中的明證(約一 3:24)。聖靈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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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旨意向他們顯明(羅 8:27)，聖靈對眾教會說話，有耳可聽的，

就應當聽(啟 2-3章)。 

⑶教會的印證：聖靈既指示要差派巴拿巴和保羅去做神所召他們

做的工，教會也印證聖靈的差遣，就按手在他們頭上，差派他們

出去作主的工作。 

 

   你有多久沒有聽到神對你說話了？在新的一年中，你是否渴望神

對你說話，讓你能找到今年的命定，讓你在新的一年中，按祂的

旨意而行？ 

 

有時候基督徒會覺得聽不到神的聲音，或者不知道神是否在對我

們說話。國際代禱使徒兼作家珍妮弗．李克萊（Jennifer 

LeClaire）提出四點建議。 

1. 相信神想對你說話 

如果你不相信神想對你說話，那麼很可能你就不會聽見祂的聲

音。這裡的關鍵是我們對神的渴望。大衛說：「耶和華啊，早晨

你必聽我的聲音；早晨我必向你陳明我的心意，並要警醒！」

（詩篇五篇 3節）其實聖靈就住在我們裡面，祂對我們說話的方

式，遠超出我們所想像的。耶穌在約翰福音十四章 26節也提醒

說：「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

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 

2. 放心傾聽神的聲音 

耶穌說：「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

我。」（約翰福音十章 27節）我們需要沉靜自己的心思意念，來

聆聽神的聲音。這是我們與祂交流的方式之一。我們可以透過向

神禱告，祈求祂使我們對聖靈的聲音更加敏銳。學習感受神的同

在，那就是知道聖靈常居住在我們裡面，祂渴望每天與你相交。 

3. 學習聆聽神後並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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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在自然關係或是與神的屬靈關係中，「傾聽」都是一種技

能，但並不容易掌握。許多人在與神交談時，他們只顧說，卻忘

記要聽。不過聖經提醒我們「有耳」才能聽見聖靈；這表示我們

屬靈的耳朵，可以辨別神說話的方式。所羅門也求神賜給他「一

顆服從的心」。（列王記上三章 9節） 

4.與聖靈的合一 

如果你希望更明確聽見神的聲音，就必須多花點時間認識祂和祂

的道。神的話保護我們免受欺騙，也防止我們陷入魔鬼的陷阱。

如果你一心尋求神，便會聽見祂的聲音。不必特意待在安靜的房

間，只要你的心懷意念單單仰望及渴想祂，且讓聖靈引導你當走

的道路，你便能夠聽到神對你說話！ 

 

（二）受聖靈差遣，學習服事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

掃羅，去做我召他們所做的工。 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

上，就打發他們去了。」（徒十三 2-3） 

          聖靈吩咐從那五個人中分別巴拿巴和掃羅，去作祂召他們所

作的工。這是主將祂國度的福音，開展到外邦世界所採取的一大

步。這是從敘利亞一個外邦的中心安提阿開始的；沒有組織差

會，沒有募集基金，沒有人的任命，也沒有人的計畫和方法。這

是由基督身體上五個忠心尋求主的肢體發起的，他們藉著事奉和

禁食，給身體的元首一個機會，使元首，就是那靈，能將他們分

別出來，完成祂偉大的使命，開展祂的國度，好藉著祂福音的傳

揚，在外邦世界建立祂的教會。這主要的一步，與耶路撒冷召會

毫無組織上的關係，也不在彼得和耶路撒冷其餘十一位使徒的權

柄和指揮之下。這純粹是從一個外邦中心開始的，遠離猶太教一

切背景與實行的氣氛和影響，甚至也遠離耶路撒冷召會的實行和

影響。這完全是藉著基督身體上那些忠信並尋求主的肢體，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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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與諸天之上的元首配合，憑著那靈、在那靈裏並同著那靈的行

動。十三章三節的按手是指聯合，表徵按手的人與接受按手的人

是一。藉此他們同眾人宣告，當受差遣的人出去完成主偉大的使

命時，他們與受差遣的人是一。 

聖靈要巴拿巴和掃羅做主上帝要他們擔任的工作，他們要做什

麼呢？若以我們現代人的眼光來理解這一段經文，巴拿巴和掃羅

不就是海外宣教師的身分嗎？如同上帝福音未藉由海外宣教師傳

入台灣之前，台灣各地多少都受著如同術士以呂馬的控制、欺詐

和誘惑，喝符水獻牲祭、拜金犢、拜邪靈等傷人斂財的生活。巴

拿巴和掃羅的工作，是還原上帝的正義和慈愛，藉由基督福音的

力量使人找回自尊及自主的生活。如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所擔

任的工作是在台灣這一塊土地，還原上帝的正義和慈愛。從台灣

派出海外的宣教師們，也要到上帝指定的地方，還原上帝的正義

和慈愛，使福音繼續傳至地極。   

     

（三）勝過試探，見証主名 

      聖經亦提到反對團體和人士，如巴‧耶穌，因為反對而反對，想

用自己的能力來阻止總督接受耶穌基督為主。這位猶太人的假先

知巴‧耶穌（希臘名為以呂馬），他的反對不單是怕失去個人的權

威和利益，同時包括忌妒因素。在這一刻，奇妙的事發生了，以

呂馬的反對成就了總督士求‧保羅的信仰歸依。這個過程也給我們

另一個省思和鼓舞，主上帝常常在逆理中導引我們看見祂的權能

和信實，不是我們傳揚者能給對方什麼奇特的經歷，而是相信上

帝在傳揚者和接受者之間，必行出出人意料的奇妙作為。 

 

事件中的掃羅（保羅）被聖靈充滿後，使他有勇氣瞪眼看以

呂馬，並且對他說：「你這個魔鬼的兒子！你是一切正義的仇

敵，充滿著各樣的邪惡詭詐，故意歪曲主的真理！現在主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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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臨到你；你要瞎了，暫時看不見日光。」這一段話和以呂馬的

經歷，對熟悉掃羅故事的人來說，彷彿往事又再現。「立刻，以

呂馬覺得一片黑霧遮住他的眼睛；他到處摸索，求人牽他的手，

替他領路。」這不就是大馬士革路上的掃羅嗎？這個事件，其結

尾不單在以呂馬的經歷，也促成總督士求‧保羅看見所發生的事，

就成為主耶穌的跟隨者。巴拿巴和保羅傳福音，不僅傳講神的

道，並用聖靈的大能明證。外邦人不僅領受聖靈，也有神蹟奇事

在他們中間，不是因行律法，而是因著聽信福音(加三:2-5)。 

 

在我們的服事（家庭、工作、教會）傳福音時，撒但會作的四

件事⑴試探（性與錢）⑵控告（過去的罪，啟示十二 10）不被

愛，沒價值。牠提醒你過去，你要提醒未來。⑶謊言欺騙-夏娃亞

當故事。⑷控制（耶洗別的靈）-因為有生命堅固營壘。（拜偶

像、性、悖逆、苦毒、咒詛、傷害、拒絕、恐懼、憤怒）。 

我們只要靠主名宣告「現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暫

且不見日光。」（徒十三 11）就能夠靠主得勝，看到神蹟在我們

生命中。 

 

四、自己的感受 
        遙想 156年前，主呼召並帶領祂的眾僕人，尤其是外國的宣

教師們（馬階與巴克禮牧師等等），對台灣的認同和委身、捨

身；這使徒般的生命再現，使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156年來，堅守

主召擔任各項福音職責；使遠從海外「乘船」來台的福音，深

耕、釘根、繁衍而遍傳台灣。這樣「宣教與愛」的精神，影響台

灣到今日。若不能「聖靈充滿」聽主聲音、讓聖靈掌權， 就無法

看到上帝的榮光。  

         今日我們有洗禮，且下週就是我們教會設教一百一十週年紀

念日。我們應該要學習「安提阿」教會，成為「愛與宣教」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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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眾人經歷「聖靈充滿」，能夠聽主聲音，受聖靈差遺。在生

活上，我們要操練每日爭戰步驟，釋放捆綁： 

1. 先降服於主耶穌基督。 

2. 認罪棄絕自己的罪。 

3. 穿戴全副天父所賜的屬靈軍裝：每一天出門都要穿上屬靈全副

軍裝，「我在耶穌基督的裡面站立得穩，仇敵不能碰我。」 

4. 棄絕撒但思想、意志及情感的掌控，捆綁壯士，命令邪靈離

開。 

5. 領受聖靈的充滿，掌管我的身體及生命每一個領域。 

 

所以弟兄姐妹，心志很要緊，神的異象，只有向有志的人顯明。

你若沒有奉獻事主的心志，他又將異象向你顯明作什麼。這宣教

異象使你看見，使你仆倒，使你瞎眼，這異象也將你造就成合乎

主用的工人性格的人，好使你能作一個好的宣教士，作一個能被

神所用的人。求主讓這個保羅作為我們的好榜樣。 

 

五、結論 
   耶穌在升天之前，給門徒大使命，並囑咐門徒要等到聖靈降臨，

他們才得著能力，得以把福音從耶路撒冷，直傳到地極。傳福音

需要聖靈的能力，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要完成大

使命，聖靈的工作決不能停止，安提阿教會活出美好的榜樣，他

們先事奉主，以後才事奉人。他們先尋求神的面和神的旨意，才

能按神的旨意，完成神所託付的工作。他們聽候聖靈的差遣，並

順命去做，他們的服事就帶著權柄能力。巴拿巴和保羅各有不同

的恩賜，他們配搭服事帶來極美的成果。他們在前方爭戰，教會

在後方成為他們的後盾，為他們守望代禱。當他們結束宣教的事

奉，安提阿教會就是他們屬靈的家，讓他們得以休生養息，預備

行更遠的路，作更大的事。一個被聖靈充滿、引導的教會，要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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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預備聽到聖靈對教會說話，被主差派去作主工，就可以像安提

阿教會一樣，成為一個宣教的教會。 

 

討論題綱： 

1. 在你服事時，生活周遭有沒有遇到挑戰與試探換人與事，你認

為該如何面對這樣的人？ 

2. 傳福音是基督徒不可逃避的任務。請分享，我們要傳的福音是

什麼？ 

 

代禱事項： 

1. 請為今年幸福小組的門訓與啟動關心代禱。 

2. 請為前往宣教師和家庭禱告與關心奉獻。 

 

祈禱文： 

全能的主上帝，我們為福音能傳來台灣獻上感恩。無論是在市

區、鄉村、高山或海邊，若不是有一群如彼得、雅各、巴拿巴和

掃羅的宣教師們，獻上自己來台灣傳揚福音，我們怎能得到祢的

救贖恩典？這份恩惠是來自祢的正義和慈愛，我們為那些如術士

般反對人們接受福音的人禱告，祈願祢以憐恤來贖回那渴慕、受

限而被綑綁的心靈。我們也為那些為祢國度而獻上所有的福音傳

揚者，無論他／她們身在何處，願我們的教會及我們自己，持守

感動為他／她們禱告，以我們的所能，無論是行動上的關懷、金

錢上的支援或其他方式的支持，用祢所賜下的感動來投入更多福

音事工。禱告是奉主耶穌的名，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幸福小組的啟動，以福音為中心的門訓，讓自己學習禁食禱

告，聽主聲音，讓神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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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下週二二八，教會一百一十週年慶祝，更多會友參與，領受

異象，燃燒熱情，學習「安提阿教會」的精神，成為「愛與宣

教」的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