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補充資料： 

1. 帖撒羅尼迦後書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McF6T_FK_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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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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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9 日 

 

帖撒羅尼迦後書 第三章 
 

 

在帖撒羅尼迦後書，保羅教導信徒，主耶穌基督會再次降臨，審判全地，雖然時間不能知道，

但將會在不法的事及苦難之後。 

 

上帝藉著基督的福音揀選信徒，他們因信真道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可以得救。但撒旦使用

「不法的人」行異能神蹟，迷惑人使人不能得救。 

  

信徒要相信信實的主必堅固、引導信徒脫離惡者，所以我們要愛神，學基督的忍耐，快快將

福音傳開。 

 

信徒要分辨不遵守神話語，不按規矩而行的人便要遠離他們。信徒要忠心聆聽主話，盡責作

工行善。 

 

 

屬靈原則：信徒要為福音能夠快快傳開和那些因傳福音而受逼迫之人禱告。 

 

背誦經文：「....請你們為我們禱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開，得著榮耀，正如在你們中間

一樣，也叫我們脫離無理之惡人的手....。」(帖後 3:1-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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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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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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佈道旅程 （使徒行傳 18:23 – 21:17） 

保羅決定再到他曾經傳道的城市，去看望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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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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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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 

 

使徒行傳 第十八章 23 節至十九章 
 

保羅的第三次宣教旅程更加顯示，他關注別人所面對的逼迫和他們的屬靈成長，多過自己面

對的反抗及勞苦。保羅靠著上帝的力量在苦難中讓人看見，在神裏面有盼望。 

保羅返回安提阿教會途中經過以弗所，遇見了阿波羅和施洗約翰的門徒，知道他們只強調悔

改的道理沒有講述耶穌的救恩。保羅幫助他們相信耶穌基督是救主，真正領受救恩並得到聖

靈。 

 

 你清楚自己是已經得救的信徒嗎？ 

 

保羅在以弗所以手巾圍裙醫病趕鬼，是上帝計劃的一部分。主要釋放那些被迷信、巫術、無

知、被撒旦捆綁而受苦的人，而不是像其他使用超自然力量來賺取金錢名聲給自己的人那樣，

最終自食其果。 

 

 

屬靈原則：基督教信仰著重關係而不是靈驗或效果。 

 

 

保羅繼續受到傳統信仰有關的行業反抗，引起暴亂，但他仍忠心傳福音，他的宣教目標沒有

停在以弗所，而是更遠大的羅馬。 

 

 我們有沒有自以為有知識，有好的品格，有好的生活態度便與聖經對抗？ 

 

 

屬靈原則：唯有放下自我，私人利益和成見才能領受耶穌基督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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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補充資料： 

1. 使徒行傳 1-12 章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CKj15v3j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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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易版｣聖經綜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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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1 日 

 

使徒行傳 第二十章 
 

以弗所的暴亂平息後，保羅與八個來自外邦教會的代表，一起把從各教會得來用作捐獻的款

項帶去給耶路撒冷的信徒。保羅講道至天亮，珍惜時間要使人明白救恩和真理，上帝也透過

奇跡地使猶推古復活，證明上帝是肯定保羅的工作的。 

 

保羅知道他這次回到耶路撒冷可能再無法見以弗所的衆長老及信徒，所以在米利都把握最後

訓勉長老的機會，鼓勵他們忠心牧養教會，完成神的託付。 

 

保羅表明將生命交給主，不理生死也要完成主所賜的使命和職分。每個信徒都從上帝領受足

夠的時間、智慧、恩典、精力和屬靈的力量，去做主每天交託的事。保羅要到耶路撒冷去的

決心也是聖靈所賜的意念。 

 

 

屬靈原則：每一天我們有沒有尋求聖靈的引導使我們能遵行上帝的旨意。 

 

背誦經文：「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

受的職事，證明 神恩惠的福音。」(徒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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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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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2 日 

 

使徒行傳  第廿一章 1-17 節 
 

保羅一心向耶路撒冷進發，但勸阻他的人越來越多，因為眾人都知道他在那裏必會遇到患難

與捆綁。但保羅卻因上帝的旨意，對耶路撒冷教會和弟兄姊妹的愛，及傳福音的使命感堅持

要去耶路撒冷。 

 

路加的報告讓我們看見聖靈的工作藉著保羅的第三次旅程結出很多果子。面對重重困難，保

羅憑著聖靈的大能，順服上帝的話語，來面對反抗的勢力和未知的景況。 

 

屬靈原則：即使神明示了傳福音作見證會遇到困難，為著傳揚神的真理和愛，我們仍然要鼓

起勇氣面對，以致完成神所託付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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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補充資料： 

1. 哥林多前書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UBZoT9h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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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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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Reference:  

1. ｢簡易版｣聖經綜覽  

 
作 者：保羅 

收信者：哥林多的教會（信徒）。保羅可能是在以弗所待了快滿三年時，寫給哥林多人的。 

背 景：哥林多是希臘的重要城市，是商人及觀光客的匯集地。這裡的人建了許多拜偶像的

廟，他們追逐財富、逸樂，作了許多罪大惡極的事。 

哥林多人有許多問題，保羅在寫給他們的書信中，就提到了教會內部的紛爭、夫妻

的問題、食物、崇拜及相信耶穌基督的復活等等問題。 

 

 
 
信息重點： 
 哥林多的信徒分門別派。有些人喜歡保羅，有些則喜歡其他領袖。保羅要他們多重視耶穌基督，

而不要重視傳耶穌的人是誰。 

 保羅教導婚姻的重要及夫妻相處之道。 

 保羅要人們捫心自問，是否所作所為會傷害到別人。 

 凡相信耶穌基督的人，就能領受聖靈賜一樣或多樣的恩賜。教導人、傳道、醫病是這些恩賜中

之一。最要緊的是，做任何事都要憑愛心而作。 

 耶穌基督誠如祂自己所說的，從死裡復活了。相信復活是很重要的，我們不必懼怕死亡，因為

我們信耶穌，就有永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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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補充資料： 

1. 哥林多前書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UBZoT9hD-o 

2. 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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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 日 

 

哥林多前書 第一章 
 
 

A. 林前 1:1–9 

 

保羅在本段經文提了耶穌基督八次之多，表明信徒在基督裡，有同一位主，一同蒙召得恩賜，

服侍主，是彼此祝福和互相建立的。 

 

背誦經文：「神是信實的，你們原是被他所召，好與他兒子─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一同得分。」

(林前 1:9) 

 

B. 哥林多前書 1:10–31 

 

(1) 當時哥林多教會主要有保羅黨和亞波羅黨之争，也有信徒擁護彼得為領袖之首，也有自

認虔減和聖潔的「基督派」。 

 

 你在教會或校園的生活中有沒有面對分黨的情況呢？ 

 

屬靈原則：今天的信徒不應該因個人的口才，知識，文化背景之不同而分不同黨派。大

家可以有不同，但卻可以在主裡合一。 

 

背誦經文：「弟兄們，我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勸你們都說一樣的話。你們中間也不可

分黨，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林前 1:10) 

 

(2) 當時自以為聰明的希臘人愛辯論，所以不能夠憑單純的信心接受基督白白的恩典。但保

羅卻告訴世人，神揀選信心單純的愚拙人，用祂的大能拯救他們。我們只要相信神的兒

子，耶穌基督和衪被釘十字架的道理，便可以得救。 

 

背誦經文：「因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 神的

大能。」(林前 1: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