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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皈依基督後，以傳福音為己
任。他傳教二十多年，足跡遍佈歐
亞及地中海沿岸很多地方，到處建立朝
氣蓬勃的團體。 

聖保祿的傳教旅程 (AD45-57)



路加在宗徒大事錄記載保祿作了三次傳
教旅程(公元45-48; 49-52; 53-57年)，
及前往羅馬的旅程(59-60年)。

聖保祿的傳教旅程 (AD45-57)



公元⼀一世紀的羅⾺馬帝國



聖保祿第一次傳教旅程  
(AD45-48)



宗13:1-3 
在安提約基雅教會中，有一些先知
和教師，其中有巴爾納伯和號稱尼
革爾的西滿，有基勒乃人路基約，
和與分封侯黑落德同乳的瑪納恒，
還有掃祿⋯ 



⋯他們敬禮主和禁食的時候，聖神
向他們說：「你們給我選拔出巴爾
納伯和掃祿來，去行我叫他們要行
的工作。」他們遂禁食祈禱，給他
們覆了手，派他們走了。(宗13:1-3)



耶穌向阿納尼雅說的話，早已說明
保祿將是一位外邦人的宗徒：「這人
是我所揀選的器皿，把我的名字帶
到 外 邦 人 、 國 王 和 以 色 列 子 民
前。」(宗9:15) 



這旅程以敘利亞安提約基雅為起點及
終點，前往塞浦路斯島及迦拉達傳教
(宗13-14章)。 

在這次傳教旅程中與保祿同行的有巴爾
納伯（Barnabas）和若望馬爾谷（John 
Mark）。



安提約基雅  ANTIOCH



在安提約基雅信徒最先被稱為「基督徒」(宗
11:26)

安提約基雅即今日土耳其的安塔基亞 (Antakya)



安提約基雅



聖伯多祿堂山洞內觀 



塔爾索東正教聖保祿堂



安提約基雅天主教聖伯多祿聖保祿堂



天主教聖伯多祿聖保祿堂小鐘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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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在撒拉米(Salamis)傳教時，若望馬爾

谷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作他們的助手，他

是巴爾納伯的表弟。 

他們在塞島西岸的帕佛(Paphos)傳教時，

保祿曾與一位猶太術士巴爾耶穌比試，使

他陷入黑暗中。他更歸化了當地的羅馬總

督色爾爵保祿（Sergius Paulus）。



撒拉米
Salamis



塞浦路斯島撒拉米，今日的法瑪古
斯塔(Famagusta)

http://www.pbase.com/osmanyilmaz/salamis




撒拉米羅馬體育場遺跡



巴爾納伯堂

巴爾納伯原籍塞浦路斯，馬爾谷是他的
表弟

他們來到撒拉米，
就在猶太人的會堂
中，宣講天主的聖
道(宗13:5)



塞浦路斯島西岸的帕佛 (Paphos)

帕佛	 
Paphos



塞浦路斯：帕佛 (Paphos)



帕佛：基里亞奇(Kyriaki)相傳保祿曾被囚之地



帕佛：可容3,000人的音樂廳 (Odeon)



相傳阿佛洛狄特女神(Aphrodite又稱
Venus)在此岩石誕生及在這海灣上岸

離帕佛東南22公里的海岸是著名的阿佛洛狄特
岩石(Petra Romiou)



維納斯的誕生 (Nascita di Venere) 
Sandro Botticelli, 1482-1486 Florence



掃祿自此易名保祿，與巴爾納伯和若望前
往旁非里雅傳教，可惜若望卻離他們折回
耶路撒冷。巴爾納伯和保祿繼續到迦拉達
地區傳教。

Paulusשאול
掃祿 保祿

Æ



旁非里雅的培爾革(Perge)：貫通城內南北
的中樞大街(Cardo Maximus)

保祿乘船到了旁非里亞，再沿塞斯特洛河(River 
Cestrus)上至培爾革，但沒有停留，然後走山路直
至丕息狄雅(Pisidia)



通往丕息狄雅(Pisidia)的羅馬山道



丕息狄雅的羅馬水道橋(Aqueduct)



丕息狄雅安提約基雅的奧古斯都廟遺跡



奧古斯都廟建於古代神廟的原岩石上



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

亞細亞人崇奉的西
布莉(Cybele)女神

奉獻給月神 (明
Men )的乳香
祭壇

飾以花環的牛頭石雕



保祿向丕息狄雅安提約基雅的猶太人
講道，以天主給聖祖和達味的許諾開始，指
出耶穌是天主從死者中首先復活的，他就
是他們所期待的默西亞。

保祿在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傳教



保祿在丕息狄雅的安提約基雅會堂中的講
道詞，大約可分為三部分，每部分均以
「諸位以色列人和敬畏天主的人」來開
始： 

1)舊約歷史綜觀 (宗13:16-25) 

2)耶穌實現了天主的許諾(宗13:26-37) 

3)勸喻眾人接受天主的恩寵(宗13:38-41)



1) 諸位以色列人和敬畏天主的人，請
聽！以色列民族的天主，揀選了我們的
祖先。當這百姓寄居埃及時，天主就舉
揚了他們，以大能的手臂從那裡領他們
出來。大約四十年的工夫在曠野中容忍
了他們。滅了在客納罕地方的七個民族
以後，就把那地方分給他們作為基業，
約有四百五十年。⋯



⋯此後，又給他們立了民長，直到撒慕爾
先知時代。從那時起，他們要求一位君王，
天主就給他們立了本雅明族人克士的兒子
撒烏耳，為王四十年；把他撤職以後，給
他們立了達味為君王，天主為他作證說：
我找到了葉瑟的兒子達味，他是一個合我
心意的人，他要履行我的一切旨意。⋯



⋯天主按照恩許，從他的後裔中給以色列
興起了一位救主耶穌。若翰在他來臨以前，
先向全以色列民宣講了悔改的洗禮。及至
若翰將完成自己的任務時，說道：我不是
你們所猜想的那位，但是，看，他在我以
後要來，我不配解他腳上的鞋。



2) 諸位仁人弟兄，亞巴郎的子孫和你們敬
畏天主的人！這救恩之道正是給我們賜下
的，因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他們的首領不
認識他，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誦讀的先知
的預言，就判決了他，而應驗了這些預
言。他們本來找不到一條死罪，卻要求比
拉多處死了他。⋯



⋯論他所記載的都成就了以後，就把他從
木架上卸下，放在墳墓裡，天主卻使他從
死者中復活起來，他多日顯現給同他一起，
從加里肋亞往耶路撒冷去的人；這些人就
是現今在百姓前給他作證的人。我們現今
也給你們報告喜訊：就是那向祖先所應許
的恩許，⋯



⋯天主已給我們作他們子孫的完成了，叫
耶穌復活了，就如在第二篇聖詠上所記載
的：「你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你。」
論到天主使他從死者中復活了，使他不再
歸於腐朽，曾這樣說過：「我要賜給你們
許與達味的聖善忠實。」⋯



⋯為此，又在另一處說：「你決不讓你的
聖者見到腐朽。」達味固然在自己活著時，
奉行了天主的旨意，但是他死了，也歸到
了自己祖先那裡，且見到了腐朽；但天主
從死者中所復活的那位，卻沒有見到腐朽。



3) 所以，諸位仁人弟兄，你們必須知道：
就是藉著這耶穌給你們宣佈了赦罪之恩；
凡在一切你們憑梅瑟法律不能成義的事上，
憑著他，凡信的人都可成義。所以，你們
要小心，不要叫先知書上說的話來到你們
身上：「藐視的人哪！你們要看，要驚訝，
要消逝！因為在你們的日子，我作了一件
事，即使有人告訴你們，你們也必不信那
件事」(宗13:16-41)。



丕息狄雅安提約基雅的聖
保祿堂（四世紀）建於猶
太會堂原址上



聖保祿堂的洗禮池(四至六世紀)



刻有類似保祿色爾爵名字的石碑



丕息狄雅的基督徒文物



可惜丕息狄雅安提約基雅的極端派猶太
人不願意相信，並煽動人反對保祿。 

保祿於是說：「天主的聖道本來先應講給你
們聽，但因你們拒而不受，並斷定自己不配
得永生，看，我們就要轉向外邦人。」他遂
轉向外邦人，到了依科尼雍、呂斯特辣和德
爾貝，給外邦人傳福音。



宗14:1-6 

他們在依科尼雍，還是照樣進猶太人的會
堂講道，以致有很多猶太人和希臘人信從
了。那些固執不信的猶太人，卻挑撥並刺
激外邦人的心，來相反弟兄們。他們在那
裡逗留了一些日子，依賴主放心大膽地講
道。主為證明他們所宣講的恩寵的話是真
實的，藉他們的手顯了徵兆和奇蹟。⋯

保祿在依科尼雍傳道



⋯城中的群眾就分裂了：有的支持猶太人，
有的支持宗徒。當外邦人和猶太人連同他
們的官長蓄意侮辱他們，和用石頭砸死他
們的時候，他們一聽說，就逃往呂考尼雅
的呂斯特辣、德爾貝兩座城和周圍的地方
去了。(宗14:1-6)



依科尼雍(Iconium): 今日土耳其科尼亞(Konya)



依科尼雍：回教蘇非派禮儀舞蹈 
(Sufism - The Whirling Dervish)



依科尼雍聖保祿堂：紀念聖保祿和他的女門
徒聖德克拉(Thecla)



按二世紀偽經《保祿及德克拉大事錄》
(Acts of Paul and Thecla)記載，保祿常派
弟鐸(Titus)在要到的地方預告自己的來臨(見
格後7:6; 8:6,16; 12:18)。當他到依科尼
雍時也照樣派弟鐸先行前往。

聖保祿及聖⼥女德克拉的故事



弟鐸告訴當地的弟兄敖乃息佛洛(Onesi-
phorus，此非厄弗所同名的信友，見弟後
1:16-18)保祿快將到來，並給他描繪保祿
樣貌，敖乃息佛洛遂走到城外大路上迎接
保祿。敖乃息佛洛看見一個人「身材不算
高大、禿頭、雙腿彎曲、體魄強健、兩眉
緊接、鼻似鷹嘴⋯像個凡夫俗子，有時卻
一臉靈氣，像個天使⋯。」這是唯一描述
保祿容貌的古代文獻！



早期的聖保祿畫像寫真

五世紀厄弗所岩洞壁畫及現代仿繪

ΠΑΥ
ΛΟC



保祿在敖乃息佛洛家中停留良久，他的家
成了一個「家庭教會」，許多人聚集祈禱、
舉行禮儀和聆聽保祿的教訓。一位住在敖
乃息佛洛隔鄰名叫德克拉(Thecla)的十八歲
少女，三日三夜坐在家中窗几旁，細心聆
聽保祿的話，其時他正給人講論自制、守
貞、祈禱和復活的道理。



這事使德克拉的母親德敖克里亞(Theoclia)
和未婚夫塔米黎(Thamyris)二人憂心忡忡，
苦勸她要遠離保祿，但她決心守貞，竟推
卻了婚事。他們一怒之下，便抓了保祿到
總督那裡，把他投到獄中。



德克拉母親德敖克里亞壁畫
及仿繪(Theoclia)



夜間德克拉來到獄中，坐在保祿腳前聽他
講道，並苦苦央求保祿給她付洗，收她為
徒。保祿怕她年輕受不住誘惑，不允她所
求。最後，保祿被控誘使婦女背離常道，
令少女拒絕結婚，判以鞭刑和逐離本城。
德克拉則被判處火刑，卻奇蹟地被一場及
時雨保住了性命。



德克拉逃出來後，在城外一個新墓穴找到
了保祿，便跟隨他回到安提約基雅。那裡
的外教大司祭對她有興趣，遂問保祿要把
她買下來，保祿卻說：「我不認識你所說
的這個女子。」德克拉見勢不對，遂扯下
大司祭的頭飾和外氅，令他當眾出醜。



大司祭老羞成怒，把她捉了去交給總督。
總督判她被投獅圈，她在鬥獸場中熱切祈
禱，絲毫無損，赫見一大水缸，便大聲喊
說：「我要在死前因主耶穌基督之名受
洗！」遂縱身水中，忽有一團雲彩把她遮
蔽，不為猛獸所害，最終還獲得釋放。⋯



眾人都齊聲呼喊：「德
克拉的天主，是唯一
的天主！」後來她蒙
一位富有的寡婦特黎
費納(Tryphaena)收為
義女，也有說她是一
位王后或保祿的一位
女門徒(見羅16:12)。

聖女德克拉



德克拉後來易服到米辣(Myra)找到保祿，
細說她為基督所受的苦難和考驗，並如
何獲得領洗的大恩。有說她後來曾遠赴
羅馬尋訪保祿，並在羅馬逝世，葬於保
祿墳墓不遠的地方。



另一傳說指她到了
敘利亞的瑪阿路拉
(Maalula)，潛修默
禱以終其一生。這
故事雖然不可思議，
學者一般卻認為歷
史上確有德克拉這
位聖女。



呂斯特辣石碑 
(現存科尼亞博物館)

呂斯特辣 Lystra (Hatunsaray)



保祿離開依科尼雍後，
來到呂斯特辣，治好
了一個自出生的跛子，
群眾見了就說：「神
取了人形，降到我們
這裏了！」他們遂稱
巴爾納伯為則烏斯，
稱保祿為赫爾默斯因為
他是主要發言人。

保祿在呂斯特辣傳道



則烏斯的司祭，就帶來公牛與花圈，要同

群眾一起向二人獻祭



保祿阻住了群眾，沒有向他們獻祭，並指出

是天主創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的一切，從天

上賜他們雨水和食物。這樣教他們認識真主

（宗14:8-18）



保祿和巴爾納伯的事件，使人想起希臘
神話的一則故事：夫黎基雅的一對貧苦
老夫婦費肋孟(Ph i l emo n )和博西斯
(Baucis)，因款待喬裝下凡的則烏斯
(即宙斯)和赫爾默斯，得到了好報(參
看羅馬詩人奧維德Ov i d ,《變形記》
Metamorphoses)



費肋孟和博西斯的故事 Philemon & Baucis



一天，在奧林匹斯山上的則烏斯厭倦待
在天宮裡，在旁的赫爾默斯遂建議一起
到凡間，去看夫黎基雅(Phrygia)的居民是
否殷勤好客。他們喬裝貧窮的旅客，到
各家扣門，求些東西糊口和借宿一宵，
可是全吃上閉門羹。

費肋孟和博⻄西斯的故事



最後，他們來到山上一戶窮人家，他們是
一對年老夫婦，男的叫費肋孟，女的叫博
西斯。他們殷勤接待兩位旅客。吃飯時，
費肋孟為人客添酒，只見酒瓶越倒越有，
知道他們並非凡人。二神遂顯露身份，並
領兩人到山頂。



他們望向山下，只見全村被淹沒在大水
中，成了一個湖。兩位老夫妻為他們的
同鄉悲痛流淚。他們的憂傷突轉成了驚
訝，因為他們殘破的小屋，竟變成了一
座大宅。 

則烏斯對他們說：「你們有什麼要求，
儘管說出來，我必要賜給你們。」



一對老夫妻彼此耳語一番，然後說：「偉大
的則烏斯，就讓我們能充當你的男女祭司。
他日我們當中一位要離世時，請讓我們能一
起逝世。」 

則烏斯全都應允了，二神遂離他們而去。兩
位老夫妻活了很久，最後一起相擁過世，變
成了互相纒繞一起的椴樹和橡樹。二人生為
比翼鳥，死為連理樹。



費肋孟和博⻄西斯的故事



則烏斯(Zeus)亦即宙斯，
眾神之神，等同朱庇特
(Jupiter)。他手執雷電霹
靂，發號施令。他除與
妻子赫拉(Hera)生了子女
外，也常有不忠於妻子
的事，涉及許多女神或
凡人女子的關係。 



赫爾默斯(Hermes)，等同
墨丘利(Mercury)，是眾神
的使者，亦是專司疆界、
道路、商業、發明、辯才、
幸運、靈巧之神，及盜賊
和賭徒的保護神。他的標
誌是節杖( k e r y k e i o n或
Caduceus)和有翼涼鞋。



保祿宗徒向呂斯特辣的外教人講道，指出
天主是創造天地萬物的主宰，是祂賜人時
雨和不同的季節，養育世人，更容忍了歷
代萬民各行其道。這講道與他在丕息狄雅
的安提約基雅向猶太人所說的完全不同，
沒有提到天主對選民所許諾的救主，以及
耶穌的死而復活的事跡。

保祿在呂斯特辣傳道



保祿在呂斯特辣向外教人說的話，與他在

《羅馬書》上的思想互相呼應： 

「因為認識天主為他們是很明顯的事，原來

天主已將自己顯示給他們了。其實，自從天

主創世以來，他那看不見的美善，即他永遠

的大能和他為神的本性，都可憑他所造的萬

物，辨認洞察出來，以致人無可推諉⋯



⋯他們雖然認識了天主，卻沒有以他為天
主而予以光榮或感謝，而他們所思所想
的，反成了荒謬絕倫的；他們冥頑不靈
的心陷入了黑暗；他們自負為智者，反
而成為愚蠢，將不可朽壞的天主的光榮，
改歸於可朽壞的人、飛禽、走獸和爬蟲形狀的
偶像。」（羅1:19-23） 



保祿離開呂斯特辣 

有些猶太人，從安提約基雅和依科尼
雍來，挑唆群眾用石頭砸了保祿，以
為他死了。但門徒們一圍到他跟前，他就起
來，第二天同巴爾納伯起身往德爾貝去
了。他們向那城傳揚福音，使許多人成為
門徒。(宗14:19-21)



保祿在德爾貝傳道

德爾貝(Derbe)，今日的 Kerti Höyük

拜占庭教堂遺跡



他們(離開德爾貝)回到呂斯特辣、依
科尼雍和安提約基雅，到處鼓勵他們
堅持信仰，並在各教會給他們選立了長
老。 

以後他們來到旁非里雅，在培爾革宣
講道理（宗14:21-25）



旁非里亞的培爾革(Perge)：位於城門的
兩座圓形希臘門樓



培爾革 Perge

赫爾默斯(Hermes)圓形廟

柱上的阿爾特米(Artemis)女神雕像



可容納15,000人的培爾革劇院



二世紀培爾革劇院舞台上的浮雕：酒神
(Dionysus，亦稱Bacchus)巡遊景象



培爾革劇院台上的浮雕：向護城女神
堤喀(Tyche)或阿爾特米(Artemis)獻祭



阿塔肋雅(Attalia)：今日土耳其海港
安塔利亞 (Antalya)

他們在培爾革宣講道理以後，下到阿塔肋雅
(宗14:25)



土耳其安塔利亞海港(Antalya)



阿塔肋雅：哈德良皇帝(Hadrian)拱門



‧培爾革‧阿塔肋雅

‧安提約基雅

‧撒拉米‧帕佛
‧　色婁基雅

‧安提約基雅
‧依科尼雍
‧德爾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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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蒲路斯

敘利亞

克里特

‧　耶路撒冷

‧亞歷山大里亞

‧　　格林多

‧塔爾索

‧　凱撒勒雅

‧　　　提洛
‧　　　漆冬 ‧大馬士革

‧特洛阿

‧ 雅典

‧斐理伯

‧　　耕格勒

‧　　貝洛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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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頗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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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提肋乃 ‧培息諾
‧撒爾德

‧阿索

‧ 基勒乃

‧呂斯特辣

第一次傳教之旅回程 (AD 48)



保祿出外傳教，並非純粹出於一己決定，
而是聖神的驅使及安提約基雅教會的派
遣，所以任務完成時，回到安提約基雅復
命： 

在安提約基雅教會中，有一些先知和教師，
其中有巴爾納伯和號稱尼革爾的西滿，有
基勒乃人路基約，和與分封侯黑落德同乳
的瑪納恒，還有掃祿。⋯

總結第一次傳教旅程(公元48年)



⋯他們敬禮主和禁食的時候，聖神向他們
說：「你們給我選拔出巴爾納伯和掃祿來，
去行我叫他們要行的工作。」他們遂禁食祈
禱，給他們覆了手，派他們走了。二人既被
聖神派遣，遂下到色婁基雅，又從那裡乘船
往塞浦路斯。(宗13:1-4)



他們從阿塔肋雅乘船回到敘利亞的安提約

基雅，他們原是從那裏被派遣的。他們一到

就聚集會眾，報告天主偕同他們所行的一

切，和怎樣給外邦人打開了信德的門(宗

14:24-28)。



傳教使命完成，宗徒回到派遣他們的團
體。這是典型的教會傳教行動，就如耶
穌派遣門徒傳教時所做的一樣： 

⋯宗徒們就出去宣講，使人悔改，並驅
逐了許多魔鬼，且給許多病人傅油，治
好了他們。(⋯)他們聚集到耶穌跟前，將
他們所作所教的一切，都報告給耶穌(參
見谷6:7,30)。



保祿總結他在迦拉達的傳教寫道： 

你們知道：當我初次給你們傳福音時，
正當我身患重病，雖然我的病勢為你們
是個試探，你們卻沒有輕看我，也沒有
厭棄我，反接待我有如一位天主的天使，
有如基督耶穌。(迦4:13-14) 

學者多認為保祿是患了虐疾，而且多年未
癒，甚或是癲癎症。



保祿在另一處也寫道： 

免得我因那高超的啟示而過於高舉自己，
故此在身體上給了我一根剌，就是撒殫的
使者來拳擊我，免得我過於高舉自己。關
於這事，我曾三次求主使它脫離我；但主
對我說：「有我的恩寵為你夠了，因為我
的德能在軟弱中纔全顯出來。」⋯



⋯所以我甘心情願誇耀我的軟弱，好叫
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為此，我為基
督的緣故，喜歡在軟弱中，在凌辱中，
在艱難中，在迫害中，在困苦中，因為
我幾時軟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時候。(格
後12:7-10)



保祿回到派遣他們的安提約基雅後： 

就在那裡同門徒們住了不少時日。有從猶
太下來的幾個人教訓弟兄們說：「若是你
們不按梅瑟的慣例行割損，不能得救。」保
祿和巴爾納伯同他們起了不少的爭執和辯
論。⋯

耶路撒冷宗徒會議(公元49年)



⋯大家就指定保祿和巴爾納伯，與他們中

的幾個人，上耶路撒冷去見宗徒和長老，
討論這問題。(⋯)宗徒和長老們就開會商討

此事。(宗14:28-15:6)



大家討論後，伯多祿和雅各伯也先後發
言，最後⋯ 

宗徒和長老同全教會決定，從他們中選
幾個人，派他們同保祿和巴爾納伯去安
提約基雅。(宗15:22)



他們帶著宗徒的信到安提約基雅去，信
中寫道： 

聖神和我們決定，不再加給你們甚麼重
擔，除了這幾項重要的事：即戒食祭邪
神之物、血和窒死之物，並戒避奸淫；
若你們戒絕了這一切，那就好了。祝你
們安好！(宗15:28-29) 



換言之，宗徒們決定外邦人皈依基督，無須

遵守猶太人的習例和割損禮。史稱這會議為

「耶路撒冷宗徒會議」，而宗徒的決定則稱

為「宗徒指令」。



我若傳福音，原沒有什
麼可誇耀的，因為這是
我不得已的事；我若不
傳福音，我就有禍了。
(格前9:16)

保祿傳教的反思



我為外邦人成了耶穌基督
的使臣，天主福音的司祭，
好使外邦人經聖神的祝聖，
成為可悅納的祭品。⋯我
不敢提及別的，只說基督
藉我，以言語，以行動，
藉著奇跡、異事的能力和
天主聖神的德能，所作的
使外邦人歸順的事。(羅
15: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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