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補充資料： 

1. 使徒行傳 1-12 章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CKj15v3jFc 

2. 使徒行傳 13-28 章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ipngsEtSxY 

3. 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4.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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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易版｣聖經綜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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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佈道旅程 （使徒行傳 15:36 – 18:22） 

保羅想看望第一次宣教時信了主的信徒，這次他與西拉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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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 使徒行傳 16:11-40 
 

 

A. 使徒行傳 16: 9 – 21 

保羅原先只想在小亞細亞傳道，聖靈卻帶領他、西拉及提摩太到馬其頓的腓立

比接觸小數四散的猶太人，最終帶領婦女呂底亞、被鬼附的使女、獄卒一家信

主。 

 

屬靈原則：上帝同樣關愛被人遺忘的弱勢群體，基督的救恩是給所有人的。。 

 

背誦經文：「.......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 16:31) 

 

 

B. 使徒行傳 16: 22 – 40 

保羅和西拉雖然被關在監牢卻能夠喜樂地唱詩禱告讚美神。因有神的同在，更

令地大震動，監門全開。他們沒有按自己的心意逃跑，卻藉著他們的見證使獄

警一家信主。 

 

 當你自己面對困難的時候會有什麼反應？會否仍然記掛其他人信主的需要？

仍然做好見證？ 

 

屬靈原則：無論我們處於任何光景，主耶穌都能夠使用我們去傳揚祂的救恩。 

 

背誦經文：「他們就把主的道講給他和他全家的人聽。」(徒 16:32)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CKj15v3jF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ipngsEtSx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http://www.mybsf.org/


 

其他補充資料： 

1. 使徒行傳 1-12 章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CKj15v3jFc 

2. 使徒行傳 13-28 章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ipngsEtSxY 

3. 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4.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Reference:  
1. ｢簡易版｣聖經綜覽  

2. Bible Study Fellowship©  Acts and Letters of the apostles | www.mybsf.org | The Daily Dive 

2 月 25 日 使徒行傳 17:1-34 
 

A. 使徒行傳 17: 1 – 9 

當保羅和西拉在腓立比以南的城市，和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會堂講解基督必須

受苦、從死人中復活及耶穌就是基督的真理，不信的人極力阻止，要趕走他們。

但這不能阻止保羅。神讓他後來寫了兩封信（帖撒羅尼迦前、後書）給那裡的

信徒。 

 
 

屬靈原則：撒但或不信的人總會攔阻，甚至逼迫傳講福音的人，但基督必然保守，必

然得勝。 

 

 

B. 使徒行傳 17: 10 – 15 

帖撒羅尼迦（庇里亞）的猶太信徒，熱心、開明地領受神的道，天天查考聖經

要知道這道是否真實。 

 

 你有沒有熱心地天天查考聖經追求及分辯真理？ 

 
 

屬靈原則：傳講福音的人，自己也要裝備，明白神的道，以致能夠正確地與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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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徒行傳 17: 16 – 34 

現代人和當時的雅典人，同樣受到不同學說或其他宗教的影響，不能分辨人手

所造的偶像和創造萬物之神。有些人只懼怕神的審判，卻不知道神同樣設立了

耶穌基督作為救恩。 

 

 你有沒有因見別人拜假神而感到難過？而採取實際行動去傳福音或為他們

代禱？ 

 

 面對朋友取笑你「講耶穌」你會否像保羅，即使被亞略巴古人取笑，仍繼

續向聽到的人講解，結果帶領亞略巴古的議員丢尼修信了主。 
 

 
 

屬靈原則：上帝願意所有人都得救和就近祂，所以無論面對任何困難，或需要付出代

價，我們都要堅持傳福音，因為這是上帝的心意。 

 

背誦經文：「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

的疆界，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

(徒 17: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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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6 日 使徒行傳 18:1-22 
 
 

保羅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建立教會，雖然猶太人反對他們，但沒有影響他們的工作。神為保

羅預備了亞居拉及百基拉，一起生活，一起織帳棚，一起為主做工。神更賜他異象指示他

「不要怕，只管講，不要閉口」，即使猶太人想誣告保羅但神為他預備不信主的迦流擔當公

義的法官，保護他。 

 

 
 

 

 無論在什麼環境中，是工作或學習都可以傳福音，作見證。可以首先尋找心靈

開放的人來聽福音，但最重要是不停禱告，跟隨神的帶領。 
 

 

屬靈原則：傳福音的時候要引聖經來證明，要與聖靈同工，要與其他傳福音的伙伴互

相配搭。 

 

背誦經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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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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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保羅 

收信者：在帖撒羅尼迦的教會，保羅是在哥林多時，寫了兩封信給帖撒羅尼迦人。 

背 景：帖撒羅尼迦市位於兩條大道的交會點，是一個繁忙的港口城市，也是馬其頓最大的

城市。 

保羅在第二次旅行佈道期間，在帖撒羅尼迦停留了數週。也就在這段時期，在當地

建立了教會。保羅在短期之內，就引起了許多奮興的事。他的仇敵指控他是「擾亂

天下的」 (徒 17:6) 。保羅離開帖撒羅尼迦之後，就繼續往庇哩亞、雅典和哥林多

去。保羅在哥林多時，就派提摩太回到帖撒羅尼迦，看那些初信主的基督徒表現得

如何。提摩太帶了好消息回來，但也提到教會的一些隱憂及他們對主再來有一些錯

誤的觀念。因此，保羅就在哥林多寫這封信給帖撒羅尼迦的人。這封信特別著重主

耶穌的再來，幾乎每一章的結束都提到這個重點。 

 

 
 

信息重點： 

 保羅為帖撒羅尼迦的信徒感謝上帝，因為他們的信心生活、服事、喜樂，都是其他基督

徒的榜樣。 

 保羅很想再回去看望帖撒羅尼迦的信徒。他為信徒愛人的心能增長而禱告。 

 保羅告訴他的朋友們：當耶穌從天上再臨時，那些死去的基督徒，會和活著的信徒一起

被帶到天上，與上帝住在一起。 

 耶穌再來的確切時間，是一個驚喜，無人知曉。但信徒能確知的是，這件事必定會發生。 

 保羅告訴信徒們，當他們在等候主的再來時，應該常常喜樂、不住禱告、凡事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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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7 日 帖撒羅尼迦前書 第一章 
 

 

帖撒羅尼迦前書 1:1 – 10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見證著當地信徒甚至在猶太人當中對末世事情的熱切期待。 

 

保羅為帖撒羅尼迦信徒的信心、愛心、盼望而所作的一切感謝神。他也鼓勵信徒的勞苦、忍

耐、離棄偶像及廣傳福音必然得神的紀念。 

 

帖撒羅尼迦信徒學效基督和使徒在患難中，仍然表現出（從聖靈領受）的喜樂，對真道的持

守，並傳福音時的信心，都顯明他們領受了聖靈和真道。 

 

 

屬靈原則：傳福音不單靠言語講論，而是靠聖靈權能的工作。 

 

 

背誦經文：「因為我們的福音傳到你們那裡，不獨在乎言語，也在乎權能和聖靈，並充足的

信心。」(帖前 1: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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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8 日 帖撒羅尼迦前書 第二章 
 

 

由於保羅匆匆離開剛成立不久的帖撒羅尼迦教會，他思念他們如同母親對遠方兒女的掛念。

保羅更以信徒能夠傳揚福音，站立得穩，看為自己的喜樂，也看為從神得著的榮耀和獎賞，

因為信徒做到非討人歡喜，而是討那測驗人心的神喜悅。 

 

 唯有聽了，並領受神的道的人，才能活出神的道作好的見證。 

 我的行事為人有沒有給其他人做一個好的榜樣？讓世人透過我的見證，看見基督。 

 我的教會生活有沒有身體力行地，見證及服事基督？ 

 

 

屬靈原則：上帝將福音託付我們，並透過聖靈賜信徒膽量，能力去傳揚福音，我們只要忠心

討神喜悦。 

 

 

背誦經文：「但神既然驗中了我們，把福音託付我們，我們就照樣講，不是要討人喜歡，乃

是要討那察驗我們心的神喜歡。」(帖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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