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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承福音的路加書信 

第 10 課：兩書中的差遣   (筆記) 

 

路加福音 使徒行傳 

1. 差遣十二門徒 

  （路 9：1－6） 

2. 差遣 70人（路 10：1－

7） 

   回來報告（路 10：17－20） 

 

 

 

 

 

 

1． 耶穌差遣門徒（1：8） 

2． 神差祂兒子（3：26） 

3． 打發彼得約翰往撒瑪利亞（8：14） 

4． 耶穌打發亞拿尼亞見掃羅，叫他能看見（9：

17） 

5． 神的使者叫哥尼流差僕人見彼得（10：5，20） 

6． 幾位先知和教師打發巴拿巴和掃羅去居比路

（13：3－4） 

7． 差幾個人與巴拿巴保羅往安提阿（15：25） 

8． 打發提摩太以拉都往馬其頓（19：22） 

9． 差保羅往外邦人那裡去（22：21） 

 
《 耶穌的差遣》 

一.  差遣十二個門徒 (路 9:1-6)                                                                           

1. 先「賜給他們能力權柄」才出去傳福音。 

2. 馬可記載是兩個兩個出去 (可 6:7) 。 

3. 主命令他們「寧可往以色列家….. 去」、「外邦人的路，你們不要走」、甚至

連撒瑪利亞人的城 …. 不要進」。(太 10:5-6) 

• 因撒瑪利亞人是雜民，與以色列人不和。 

• 出現一個原則：把福音先傳給猶太人。 

4. 為何耶穌要門徒不帶日用品 ( 柺杖、口袋、食物、銀子、不帶兩件褂子)(路 9:3) 

• 學習過信心生活。 

• 「因為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路 10:7)，這是耶穌差遣 70人時所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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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這是耶穌在世時門徒傳福音與耶穌升天後，門徒傳福音的任務截然不同。 

6. 最後警告，也是裝備 (太 10:16) 

 

二.  差遣七十人 (路 10:1-7)  ( 與差派十二人相似，這次是 70人 ) 

三.  耶穌差所有信徒 (大使命) (路 24:46-48；徒 1:8) 

 
耶穌差 12 門徒   →    70 個門徒   →    所有信徒。 

 

《 神差遣獨生子耶穌降世 》(徒 3:26)(約 3:17) 

 

《 保羅蒙差遣 》 

一.  被聖靈差遣 (徒 13:1-3) 

二.  主直接差遣 (徒 22:21) 

 

《 保羅的四次宣教行程 》                                                     

 
一.  保羅第一次的宣教行程：(徒 13-15 章)     AD 44-46 

1. 巴拿巴和和保羅被聖靈差派 (13:1-3) 

2. 在居比路的佈道 (13:4-12) 

3. 馬可的離開，保羅巴拿巴往彼西底的安提阿 (13:13-15) 

4. 保羅的講道 (13:16-41) 

5. 猶太人拒絕外邦人接納 (13:42-52) 

6. 前往以哥念受各種人的歡迎 (14:1-7) 

7. 在路司得保羅受人崇拜 (14:8-20) 

8. 堅固教會 (14:21-28)  

9. 一個決定性的問題： 

    規條的問題 (15:1-5) 

        彼得重申哥尼流的事 (15:6-11) 

 保羅巴拿巴提供證據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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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的議決 (15:13-21) 

  致外邦教會的信 (15:22-35) 

10. 保羅巴拿巴為馬可分開 (15:36-41) (參 13:13) 

 
二.  保羅第二次的宣教行程：(徒 16-18 章)   AD 49-52 

1. 保羅揀選提摩太 (16:1-5) 

2. 馬其頓異象，福音到了歐洲 (16:6-10) 

3. 歐洲第一個信徒呂底亞受洗 (16:11-15) 

4. 保羅驅巫鬼，結果被捕下獄 (16:16-24) 

5. 監門大開，禁卒全家歸主 (16:25-40) 

6. 保羅和西拉在帖撒羅尼迦講道，引起騷亂，急速離開 (17:1-10) 

7. 繼續往庇哩亞去 (17:10-15) 

8. 與猶太人和哲學家討論 (17:16-21) 

9. 保羅對哲學家講道及雅典人的反應 (17:22-34) 

10. 在哥林多認識亞居拉百基拉 (18:1-3) 

11. 保羅在哥林多一年零六個月講道 (18:4-11) 

12. 公平的羅馬審判官 (18:12-17) 

13. 回到安提阿 (18:18-23) 

 
三.  保羅第三次的宣教行程：(徒 18-26 章)   AD 53-57 

1. 亞波羅加入 (18:24-28) 

2. 未完備的信徒 (19:1-7) 

3. 保羅在推喇奴的學房辯論 (19:8-12) 

4. 士基瓦七個兒子冒耶穌的名趕鬼 (19:12-20) 

5. 以弗所的暴亂 (19:21-41) 

6. 暴亂後保羅返耶路撒冷 (20:1-6) 

7. 保羅在特羅亞叫推基古復活 (20:7-12) 

8. 一路行程與以弗所長老話別 (20:13-38) 

9. 最後行程到耶路撒冷 (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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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耶路撒冷信徒接待保羅 (21:17-26) 

11. 聖殿的騷動，保羅被捕及千夫長的解救 (21:27-40) 

12. 保羅的申辯 (22:1-21) 

13. 保羅利用羅馬的公民權 (22:22-29) 

14. 保羅利用在公會的機會 (22:30 - 23:10) 

15. 猶太人的陰謀暴露 (23:11-24) 

16. 革老丟呈文書給腓力斯 (23:25-35) 

17. 保羅在腓力斯面前的申訴 (24:1-27) 

18. 保羅要求上訴該撒 (25:1-12) 

19. 保羅的分訴 (25:13-27) 

20. 保羅再根據自己歸主的原因向亞基帕申辯 (26:1-29) 

21. 保羅獲釋 (26: 30-31) 

 
四.  保羅最後一次的行程：(徒 27-28 章)  AD 60-61 

1. 保羅坐船往義大利，遇上海難 (27章) 

2. 米利大島的接待 (28:1-6) 

3. 保羅的醫治工作 (28:7-10) 

4. 保羅到了羅馬 (28:11-15) 

5. 猶太人的冷漠 (28:16-29) 

6. 保羅在羅馬宣講福音 (28:30-31) 

 
五.  保羅的結局                                                                           

1. 聖經沒有交代保羅的結局。 

2. 向該撒上訴成功獲釋，期間寫了以弗所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腓利門書、提摩

太前書。(有傳說他寫希伯來書)。 

3. 後來保羅再被拘禁，寫了提摩太後書。 

4. AD 67 暴君尼祿 Nero 大大迫害基督徒，保羅被處死，因他是公民，故被斬首殉

道。 

5. 保羅臨終遺言： 

(1) 「要喜樂」(帖前 5:16-18) 



5 
 

(2) 保羅最後說的話：(提後 4: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