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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祿第三次傳教之旅



聖保祿第三次傳教旅程  
(AD53-57)



保祿在第二次傳教回程時，曾打
發阿桂拉(Aqu i l a )和普黎史拉
(Priscilla)夫婦二人，先在厄弗所
籌備一切，待他下次到來展開傳
教工作。

聖保祿第三次傳教之旅(AD53-57)



次年，保祿與弟茂德和路加出發，
先巡視迦拉達和夫黎基雅，然後在
厄弗所傳教兩年零三個月。



回程時，保祿巡視馬其頓及阿哈雅
後，從斐理伯乘船到特洛阿，再在
米肋托靠岸，召集厄弗所長老話
別。保祿抵達耶路撒冷，原定再由
那裏回安提約基雅，卻在聖殿被
捕，在凱撒勒雅拘禁兩年，等候到
羅馬向凱撒上訴(宗18-21)。



阿頗羅在厄弗所傳教
(當阿桂拉兩夫婦在厄弗所等候保
祿時)有一個在亞歷山大里亞出生
的猶太人，名叫阿頗羅(Apollo)，
是個有口才的人，長於聖經，他
到了厄弗所。⋯



⋯這人學過主的道理，講論耶穌
的事，心神熱烈，教訓人也很詳
實，卻只知若翰的洗禮。這人開
始在會堂裡放膽講論。普黎史拉
和阿桂拉聽了他的講論，就把他
接來，給他更詳實地講解了天主
的道理。⋯



⋯阿頗羅有意往阿哈雅去，弟兄
們都鼓勵他，並且給門徒寫信，
叫他們接待他；他到了那裡，依
賴恩寵，給了信友們很多的貢獻，
因為他經常有力地當眾駁倒猶太
人，用聖經指明耶穌就是默西亞。
(宗18: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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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弗所(Ephesus)位於亞細亞的愛
琴海岸，是該區最重要的政治、
宗教、文化和商業城市。 

公元前133年，厄弗所成了羅馬帝
國亞細亞行省的行政及宗教中心。

厄弗所 EPHESUS



厄弗所佔有地理優勢，是亞細亞
於托羅斯山以西最大的商業中心。
亞細亞當時的大路，都以厄弗所
作起點(caput viae)，可謂「條條
大路通厄弗所。」



厄弗所的猶太人
厄弗所有許多猶太人居住，大部
分是營商的人，他們大部分在安
提約古二世(Antiochus II Theos 
261-247 BC)時代，取得了希臘
公民權。



公元前200年左右，大批猶太人
由巴比倫遷來，形成一大僑民團
體。希臘人雖曾設法令他們喪失
公民權利，他們卻求得羅馬長官
馬爾谷阿格黎帕(Marcus Agrippa)
保証權利不失，還可以繼續守安
息日和其他猶太習俗及梅瑟法律。



⾄至今我們仍不知厄弗所的猶太會
堂何在，但可以肯定其存在，⽽而
且可能不只⼀一所。在建於公元⼆二
世紀的塞爾蘇圖書館⾨門外⽯石階上，

發現了七燭燈台(Menorah)的粗
刻，可能是⽤用來指⽰示會堂所在。 



⽯石階上的七燭燈台粗刻 厄弗所塞爾蘇圖書館(Library of 
Celsus)



阿頗羅在格林多的時候，保祿走遍
了高原地帶後，來到厄弗所，遇見
了幾個門徒，向他們說：「你們信
教的時候，領了聖神沒有？」他們
回答說：「連有聖神，我們都沒有
聽過。保祿說：「那麼，你們受的
是甚麼洗？」他們說：「是若翰的
洗。」⋯

保祿在厄弗所傳教



⋯保祿說：「若翰授的是悔改的
洗，他告訴百姓要信在他以後來的
那一位，就是要信耶穌。」他們聽
了，就因主耶穌之名領了洗。保祿
給他們覆手，聖神便降在他們身
上，他們就講各種語言，也說先知
話。他們一共約有十二人。(宗19:1-7) 



以後，保祿一連三個月在會堂講
道，來勸化人。但有些人心硬不
信，辱罵聖道，保祿便離開他
們。連續兩年，每天在提郎諾
（Tyranus）的學堂裡辯論，以致所
有亞細亞的人，都聽見了主的道，
猶太人希臘人都有。(宗19:8-10)



據一些古抄卷，提郎諾在早上十
一時至下午四時這段時間(由第五
至第十時辰)，租出講堂給保祿作
授課之用。這是地中海居民習慣
回家吃午飯及午休(siesta)的時
間，且是一天最酷熱的時候，並
非黃金時段：無人會租用講堂！



保祿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在厄弗所傳
道，先以自己的臨在(宗18:11)，
繼以一封書信，鞏固教會，提升當
地信友在信仰和道德生活。



保祿勸勉信友：「生活不要再像外
邦人，該脫去你們照從前生活的
舊人，就是因順從享樂的慾念而敗
壞的舊人，應穿上新人，就是按天
主的肖像所造，具有真實的正義
和聖善的新人。(⋯)



至於邪淫，一切不潔和貪婪之
事，在你們中間，連提也不要
提：如此才合乎聖徒的身份。」
(弗4:17-24; 5:3)



厄弗所的街道和店鋪



厄弗所的衛生設備



手執花冠及棕枝的勝利女神 (Nike)



厄弗所街道上的「妓院」標誌



厄弗所是個充滿巫術和迷信的
城市，甚至連耶穌和保祿的名字
也被用作咒語。

保祿在厄弗所傳教



天主藉保祿的手，行了一些非常
的奇事，甚至有人拿去他身上的
毛巾和圍裙，放在病人身上，疾
病便離開他們，惡魔也出去了。
那時，有幾個周遊的猶太驅魔者，
擅自向附有惡魔的人，呼號主耶
穌的名，說：「我因保祿所宣講
的耶穌，命你們出去！」⋯



⋯有個猶太司祭長，名叫斯蓋瓦，
他的七個兒子都作這事。惡魔回
答他們說：「耶穌我認識，保祿
我也熟識；可是，你們是誰呀？
於是那個身附惡魔的人，便撲到
他們身上，而制服了他們，勝過
了他們，以致他們赤著身子，帶
著傷，從那屋裡逃走了。⋯



⋯凡住在厄弗所的猶太人和希臘
人，知道了這事，就都害怕起來；
主耶穌的名字也傳揚開了。信教
的人中，有許多來承認，並報告
自己以往所行的事；⋯



⋯其中有好些曾行過巫術的人，
把書籍一起帶來，當著眾人的面
燒燬了；他們估計書價，得知共
值五萬銀幣。這樣，主的道理大
為發揚，日漸堅固。(宗19:11-
20)



這些被燒燬的巫書當中，必然
也包括著名的「厄弗所靈符」
（Ephesia Grammata），這是一
種寫上巫術咒語的護身符，用來保
護那些誦唸或佩帶它的人。



ASKION KATASKION  
LIC TETRAC

DAMNAMENEUS AISION

Ephesia  
Grammata

亞歷⼭山⼤大⾥里亞聖克萊孟(St. Clement of Alexandria)
告訴我們，厄弗所靈符由六個希臘詞組成：“askion 
kataskion lix tetrax damnameneus aision”象徵
「⿊黑暗、光明、⼤大地、四季、太陽和真理」。

「厄弗所靈符」 Ephesia Grammata



厄弗所的阿爾特米女神殿
Artemision，被喻為古代世界
的「七大奇觀」之一。厄弗所
是崇拜阿爾特米女神的中心。
厄弗所人自認是「那從天降下
的阿爾特米神像及其神廟的看
守者。」(宗19:35)

厄弗所的阿爾特米女神崇拜



阿爾特米女神的敬禮，把小亞
細亞及全世界的異教信徒，
都吸引過來。他們把所謂的阿
爾特米月（即三至四月間）奉
獻給這女神，期間會為了尊
敬這女神而舉行特別的慶
典，包括神像遊行、戲劇和
競技。 



阿爾特米是月亮和
狩獵女神，及大自
然和家畜的保護
神，等同羅馬人的
狄安娜(Diana)女
神。她也是厄弗
所的保護神，但有
另一個形像。

阿爾特米女神 
Artemis



厄弗所的阿爾特米女神 Artemis

厄弗所人敬禮的阿
爾特米不同於希臘
本土的，她胸前
滿佈乳房，身上
的長衣飾以各種真
實和神話動物。
她被稱為多乳的
阿爾特米（Artemis 
Polymaste）。



阿爾特米女神殿 (Artemision) 模型



神殿長約115米，闊55米，有127
根巨柱，每根柱基的直徑有1.8
米，高約17米，豎立在一個6
方米的柱座上。相傳放在神殿內
的女神態像，是用隕石雕刻而成
的，為此也被稱為「從天而降」的
（見宗19:35）。 

阿爾特米女神殿 (Artemision)



這裡除阿爾特米的敬禮外，還有
羅馬凱撒敬禮，這是厄弗所最具
吸引力的地方。在羅馬帝國中，只
有很少帝國中心以外的城市，享有
設立敬禮凱撒用的神廟的特權。

羅馬皇帝敬禮 



厄弗所四度獲此特權，得稱為帝
國神廟的「廟祝」(Neokoros)。
這對當地的猶太人和基督徒而
言，確是一大誘惑和挑戰 。



向皇帝像獻香，成了對帝國效忠
的象徵。參與崇拜的人，可領取
證明文件，以確保他享有公民的
權利。基督徒不事二主，只崇拜
在天大父，不免失去許多公民的
權益。



哈德良皇帝廟 Temple of Hadrian



公元二世紀厄弗所銀幣 
重10.5克、直徑28毫米 

  
   正面：HADRIANVS AVG COS III P P  
 哈德良皇帝 (Hadrian AD 117-138) 
  背面：DIANA (= Artemis)EPHESIA 
      阿爾特米神廟 (Artemision)



ΠΡΩΤΩΝ ΑCΙΑC ΕΦΕCΙΟΝ − Δ ΝΕΩΚ[ΟΡΟC] 
Proton Asias Ephesion - D Neok[oros]

厄弗所也因能三度成為敬禮羅馬皇帝的
帝國廟祝(Neo ko r o s )－包括喀勞狄
(C l a u d i u s )、尼祿(N e r o )和哈德良
(Hadrian)，而感到自豪。



有個名叫德默特琉的銀匠，製造阿
爾特米的銀龕，使工匠們獲利不
少。他把他們和同業的工人集合起
來說：「同人們！你們知道：我們
是靠這手藝發財的。你們看見，也
聽到：這個保祿，不僅在厄弗所，
而且幾乎在整個亞細亞勸服了許多
人說：人手製造的，並不是神。⋯

厄弗所的銀匠騷亂



⋯這不但使我們這分行業，有遭人
唾棄的危險，而且連偉大女神阿爾
特米的廟，也要被視為無物，甚至
整個亞細亞和天下所敬拜的女神的
尊威，也將被消滅。」他們聽了，
滿懷怒氣，喊著說：「大哉！厄弗
所人的阿爾特米！」⋯



⋯於是滿城混亂起來，他們捉住
了保祿的旅伴馬其頓人加約及阿
黎斯塔苛，一起衝到劇場。保祿
願意進去會見民眾，可是門徒們
不讓他去；還有幾位亞細亞的首
長，是他的朋友，也打發人到他
那裡，勸他不要冒險到劇場去。(宗
19:24-31)



⋯書記官使群眾安靜下來，說：
「厄弗所人啊！誰不知道厄弗所
人的城，是偉大阿爾特米的廟，
和那從天降下的神像的看守者
呢？⋯如果德默特琉和他同業的
工匠，有什麼案件反對某人，有
訴訟期，又有總督在，他們儘可
彼此對告。⋯



⋯但你們若還要求什麼餘外的事，

可以在法定的集會裡解決。關於

今天的，我們實在有被控作亂的

危險⋯。」他說了這些話，才把

集會遣散了。(宗19:35-40)



金製小型阿爾特米神像及還願獻禮



可容納25,000人的厄弗所大劇院



阿爾特米月（即三至四月間）為敬禮這
女神而舉行的神像遊行、戲劇和競技，
以這劇院為中心。 



這騷亂在大劇院發生，保祿原想
到那裡會見民眾，但幾位亞細亞
首長(Asiarchs)勸他不要去。最後
民眾在書記官(grammateus)的安撫
下才平息下來(宗19:30-40)。



厄弗所的亞細亞首長(Asiarchias)



保祿在厄弗所下獄

路加雖然沒有提及保祿在厄弗所
被囚的事，但我們可從保祿書信
中的話推斷這事：「大多數的弟
兄，因見我帶鎖鏈，就依靠主，
更敢講論天主的道理，一點也不
害怕。」(斐1:14)這封信是他藉
弟茂德的手由厄弗所送往斐理伯
教會的(斐2:9)。



有學者認為保祿是在息拉諾(Junius 
Silanus)任總督時被囚禁的。這正是
保祿所經歷的「猶太人為我所設的
陰謀」(宗20:19)。

相傳保祿在厄弗所的監獄



「我若只憑人的動機，當日在厄弗
所與野獸搏鬥，為我有什麼益
處？」(格前15:32) 

「但是主卻在我左右，堅固了我，
使福音的宣講藉著我而完成，使一
切外邦人都能聽見；我也從獅子口
中被救了出來。」(弟後 4:17)



「弟兄們！我們深願你們知道，
我們在亞細亞所受的磨難：我們
受到了⾮非⼈人⼒力所能忍受的重壓，
甚⾄至連活的希望也沒有了；⽽而且
我們⾃自⼰己也認為必死無疑，這是
為叫我們不要倚靠⾃自⼰己，⽽而只倚
靠那使死⼈人復活的天主。」(格後
1:8-9)



偽經《保祿大事
錄》更指他曾在
競技場上與野獸
搏鬥(bestiarius)。
但基於他的羅馬
公民身份，這是
極不可能發生的
事。

厄弗所競技場上
的武士



保祿在厄弗所及附近的亞細亞地方
傳教兩年多（宗19:10）。保祿大
概與亞細亞各教會都有聯繫，尤其
是哥羅森（Colossae）和耶辣頗里
（Hierapolis）。

保祿與亞細亞教會



《致厄弗所人書》可能是保祿寫給
上述教會的公函，大概寫於凱
撒勒雅（Caes a r e a）或羅馬。
保祿也寫了一封信給勞狄刻雅
（Laodicea）的教會，現已失傳
（哥4:16)。



厄弗所聖保祿山洞



洞內壁畫重構圖 聖女德克拉之母：德
敖克里亞 (Theolclia) 

聖保祿 Pavlos



保祿在厄弗所傳教時，曾寫信給格
林多信友，甚至有可能匆匆到訪格
林多，處理團體的問題，但不得要
領而回。稍後他又再寫信給他們，
這些信即今日的《格林多前、後
書》。

速訪格林多



在厄弗所二年多傳教後，保祿在回
程中，巡視了馬其頓和希臘的信
友，然後又路過特洛阿： 

⋯一週的第一天，我們相聚擘餅
時，保祿便向民眾講道，因為他第
二天要走，遂把話拖長，直到半
夜。⋯

第三次傳教回程



⋯在我們聚會的那座
樓上，有許多燈。有
個青年名叫厄烏提曷
(Eutychus)，坐在窗
台上，因保祿講道稍
長，就沉沉欲睡；及
至熟睡後，就從三樓
墮下；扶起來時，已
經死了。⋯



⋯保祿下來，伏在他
身上，抱住他說：
「你們不要慌亂，因
為他的靈魂還在他身
上呢。」遂上去，擘
開餅，吃了。又談了
很久，直到天亮，這
纔出發。他們把活了
的孩子領去，都非常
快慰。（宗20:7-12)



特洛阿 (Alexandria Troas)



⽶米肋托古城

1. 獅子石 
2. 獅子港 
3. 猶太會堂 
4. 海港紀念碑 
5. 公眾柱廊大廳 
6. 劇院 
7. 拜占庭聖彌額爾堂 
8. 主教府及座堂 
9. 聖路

保祿在米肋托告別厄弗所長老



米肋托 (Miletus)，今日土耳其巴
拉特 (Balat)：羅馬劇院



由希臘劇院(可容5,300人)擴建而成，有三
層觀眾席(可容納15,000人)的羅馬大劇院



羅馬劇院希臘刻文

Τοπος  Ειουδεων  των  και  Θεοσεβιον
為猶太人及敬畏天主者留座



ΑΡΧΑΓΓΕΛΟΙ  ΦΥΛΑΣΣΕΤΑΙ  Η  ΠΟΛΙΣ  ΜΙΛΗΣΙΩΝ  ΚΑΙ ΠΑΝΤΕΣ  ΟΙ  ΚΑΤ...

眾總領天使，請保佑米肋托城及全體人民

米肋托劇院希臘刻文：向總領天使的祈禱：
（參閱哥1:15-16; 2:14-15,18; 弗1:21-22; 3:10)



由米肋托通往狄狄瑪（Didyma）的
巡行聖路被滲入的潮水淹沒



位於獅子港口以西，紀念公元前31年阿
克齊雍戰役的羅馬紀念碑

阿克齊雍戰役 
羅馬紀念碑

港口的石獅子像



為免躭誤，保祿選擇不到厄弗所
去，卻在米肋托召見厄弗所的
長老，在海港對他們說：「看，
現在，我為聖神所束縛，必須往耶
路撒冷去，聖神在各城中向我
指明說：有鎖鏈和患難在等待
我。」⋯

保祿在米肋托告別厄弗所長老



⋯他又說：「我曾在你們中往來，
宣講了天主的國，但現在，我知道
你們眾人以後不得再見我的面了。
你們要警醒，記住我三年之久，日
夜不斷地含淚勸勉了你們每一個
人。要記住主耶穌的話，他說過：
『施予比領受更為有福。』」⋯



⋯說完這些話，便跪下
同眾人祈禱。眾人都大
哭起來，並伏在保祿的
頸項上，口親他。他們
最傷心的，是為了保祿
說的這句話：以後他們
不得再見他的面了。他
們便送他上了船。(宗
20:22-38）



保祿到了凱撒勒雅（Caesarea），住
了多日，再上到耶路撒冷，受到
弟兄的歡迎。翌日，他們去會見雅
各伯和眾長老，述說天主藉他們在
外邦人中所作的大事，他們聽
了，就光榮天主。（宗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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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傳教之旅回程 (AD 57)



保祿帶了四位講希臘語的猶太弟
兄到聖殿還願，被誤作帶外邦人
進入聖殿而被捕，他不願在耶路
撒冷受審，遂被拘禁在凱撒勒雅
兩年，等候到羅馬向凱撒上訴。
(宗21-26)



保祿在聖殿被捕 (57年)
第二天，保祿同他們一起行了
取潔禮，以後進了聖殿⋯。從
亞細亞來的猶太人見保祿在殿
裡，就煽動所有的群眾，向他
下手，喊著說：「以色列人！
請幫忙，這就是到處教訓眾人
反對人民、法律和這地方的那
個人。⋯



⋯還領了希臘人們進聖殿，褻瀆
了這聖地。」原來他們以前見過
厄弗所人特洛斐摩(Trophimus)
同他在城裡，就以為保祿領他進
了聖殿。於是全城震動，百姓一
起跑來，拿住保祿，把他拉出殿
外，立即把門都關上。⋯ 



嚴禁外邦人進入聖殿 
範圍的（希臘）碑文

異民庭院

異民庭院聖殿

耶路撒冷聖殿 Temple of Jerusalem



⋯千夫長前去，拿住保祿，下令
用兩條鎖鏈綁了，遂查問他是誰，
作了甚麼事⋯。保祿答說：「我
是猶太人，是塔爾索人，基里基
雅的一個並非無名城市的公民。
我求你，准我向百姓講話。」千
夫長准許了；保祿就站在台階上
向百姓揮手，大家都安靜下來
後，⋯



⋯保祿便用希伯來話致辭說：「諸
位仁人弟兄(⋯)，我原是猶太
人，生於基里基雅的塔爾索，卻
在這城裡長大，在加瑪里耳足前，
對祖傳的法律，曾受過精確的教
育；對天主我也是熱忱的，就如
你們大家今天一樣。」（然後保
祿重述了他在大馬士革路上與主
相遇的經過）。⋯



⋯他們聽他說到這句話，便揚聲
說：「從地上除掉這樣的人，他
不該活著！」他們遂喧嘩吶喊，
扔下衣服，並向空中揚土。千夫
長只得下令將保祿帶進營裡。 (宗
21:26-22:24)



當士兵用皮條將保祿綁好時，保
祿向旁邊站著的百夫長說：「一
個羅馬人，又沒有被定罪，難道
你們就可以鞭打他麼？」百夫長
聽了，就來到千夫長前報告說：
「你可怎麼辦？這個人是羅馬
人！」千夫長就前來問保祿說：
「告訴我，你是羅馬人嗎？」⋯



⋯保祿說：「是。」千夫長回答
說：「我用一大筆錢才購得這個
公民權。」保祿說：「我卻生來
就是。」於是那些要拷問保祿的
人，便立即離開他走了。千夫長
一知道他是羅馬人，又因為曾綑
綁了他，就害怕起來。(宗22:25-
29)



保祿一看出他們一部份是撒杜塞
人，另一部份是法利塞人，就在
公議會中喊說：「諸位仁人弟兄！
我是法利塞人，是法利塞人的兒
子，我是為了希望死者的復活，
現在受審。」他說了這話，法利
塞人和撒杜塞人便起了爭辯，會
眾就分裂了⋯。



⋯爭辯越來越大，千夫長怕保祿
被他們撕裂，便命軍隊下來，把
保祿從他們中間搶出來，帶到營
裡去了。次夜，主顯現給保祿說：
「你放心罷！你怎樣在耶路撒冷
為我作證，也該怎樣在羅馬為我
作證。」⋯



⋯千夫長（知道猶太人陰謀殺害
保祿）遂叫來了兩個百夫長說：
「預備二百士兵，七十騎兵，二
百長槍手，今夜第三時辰，往凱
撒勒雅去，並備妥牲口，叫保祿
騎上，把他平安護送到斐理斯
(Antonius Fel ix)總督那裡（即
凱撒勒雅）。(宗23:6-24) 



公元前22年黑落德用了十年時間建成地中
海東岸一個最具規模的海港。新城定名為
「凱撒勒雅」（Caesarea），作為他對凱
撒奧古斯都的敬意，而海港則名為「色巴斯
特」（Sebaste），即奧古斯都的希臘名稱。

凱撒勒雅港(Caesarea Maritima)



1992-94年凱撒勒雅遺址所進行考古發掘



保祿於57年在耶路撒冷聖殿被捕，囚禁在
凱撒勒雅的黑落德王府內。由於他堅持要
向凱撒上訴，遂在那裡等候乘船被押解至
羅馬去。(宗21-26)

凱撒勒雅港 (Caesarea Maritima)



大黑落德在凱撒勒雅所建的奧古斯都廟
的墩座和內港遺跡



凱撒勒雅是羅⾺馬駐猶太省的總督駐守地，
在海灘附近的劇院曾發現⽐比拉多(Pontius 
Pilate AD26-36)碑⽂文

CAESARIENS(IBVS)  
…………….TIBERIEVM 
…….PONTIVS PILATVS 
PRAEFECTVS 
IVDAEAE碑文：「猶太總督般雀比

拉多為凱撒勒雅居民奉獻
此提庇留神廟」 



黑落德王府(Praetorium)泳池遺跡



保祿被拘禁在凱撒勒雅 (57-59年)
過了五天，大司祭阿納尼雅
(Ananias)同幾個長老和一個名叫
特爾突羅(Tertullus)的律師下來，
向總督控告保祿⋯。保祿回答說：
「為了死者的復活，我今天纔受
你們審判。」⋯



⋯斐理斯對於這道，既有比較確
切的認識，便有意拖延⋯。滿了
兩年，頗爾基約斐斯托(Porcius 
Festus)接了斐理斯的任；斐理斯
願意向猶太人討好，就將保祿留
在監裡。(宗24:1-27)



斐斯托上任後三天，就從凱撒勒
雅上了耶路撒冷。(⋯)斐斯托住
了不過八至十天，就下到了凱撒
勒雅。第二天坐堂，下令將保祿
帶來(⋯)。斐斯托想要向猶太人
討好，就向保祿說：「(⋯)你願
意上耶路撒冷，在那裏於我面前
受審嗎？」⋯



⋯保祿卻說：「我站在凱撒的公

堂前(⋯)，我向凱撒上訴。」斐

斯托與議會商議之後，回答說：

「你既向凱撒上訴，就往凱撒那

裡去！」(宗25:1-12)



過了幾天，阿格黎帕
王(Agrippa II)剛巧在
凱撒勒雅，有意見保
祿。斐斯托遂下令把
保祿帶來。保祿在王
前自辯時，重述了自
己在大馬士革路上皈
依主的經歷 (見宗
25:13-26:29)。

保祿在阿格黎帕前受審



於是阿格黎帕王、總督和貝勒尼
切，以及和他們同坐的人都起來，
退到一邊，彼此談論說：「這人
並沒有作過甚麼該死，或該監禁
的事。」阿格黎帕對斐斯托說：
「這人若沒有向凱撒上訴，早就
可以釋放了。」(宗26:30-32)



保祿在凱撒勒雅靜候到羅馬的船



我原是宗徒中最小的一
個，不配稱為宗徒，因
為我迫害過天主的教會。
然而，因天主的恩寵，
我成為今日的我；天主
賜給我的恩寵沒有落空，
我比他們眾人更勞碌；
其實不是我，而是天主
的恩寵偕同我。(格前 
15:9-10)

保祿傳教的反思



我已學會了，在所處的環
境中常常知足。我也知道
受窮，也知道享受；在各
樣事上和各種境遇中，或
飽飫、或饑餓、或富裕、
或貧乏，我都得了秘訣。
我賴加強我力量的那位，
能應付一切。（斐4:11-
13）



我原是自由的，不屬於任何人；但我
卻使自己成了眾人的奴僕，為贏得更
多的人。對猶太人，我就成為猶太
人，為贏得猶太人；對於在法律下的
人，我雖不在法律下，仍成為在法律
下的人，為贏得那在法律下的人；對那些
法律以外的人，我就成為法律以外的人，
為贏得那些法律以外的人；⋯



⋯其實，我並不在天主的法律以外，
而是在基督的法律之下。對軟弱的
人，我就成為軟弱的，為贏得那軟弱
的人；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為
的是總要救些人。我所行的一切，都是為
了福音，為能與人共沾福音的恩許。
(格前9:19-23） 

Omnibus Omnia factus sum!



Stanislaus Lee 2017

Ο  Αγιος  Παυλο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