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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五日  第三十一卷第二十八期  

愛心關懷並代禱 

一、 為著青年特別聚會禱告，願神使用這聚會叫更多的青年人被主得

著，也請記念各項的服事。 

二、 請為本週四至週六的兒童暑期聖經班禱告，求主吸引更多的兒童

參加，也記念當中的服事安排。 

三、 記念應屆畢業的弟兄姊妹之前路，求主賜他們信心，能以專心倚

靠祂。也記念在學的弟兄姊妹假期的時間運用，求主給他們愛惜

光陰的心。 

四、 記念身體軟弱及家人有患病的肢體，求主施恩扶持。 

 

聚會報告 

一、 今天下午二時正有事奉交通聚會，聚會的第一段時間會為

教會往前禱告，接著有讀書分享。 分享書籍「傳福音」：

第一篇「務要傳道」，請所有有崗位服事的同工按指定交

通的範圍先作預備，並依時出席。 

二、 兒童暑期聖經班於本週四(七月十九日)上午九時開始舉

行。請弟兄姊姊為聚會禱告，並請已報名者按時參加。 

三、 本週二晚為禱告聚會(為兒童暑期聖經班禱告) 

四、 今天場地整理：各班主日學 

下主日服事崗位 

通訊 



上主日信息摘要  
題目：亞居拉與百基拉                         詩歌 392 首 
經文：徒 18:1-3，徒 18:18，徒 18:24-26，羅 16:3-4，林前 16:19，

提後 4:19 

引言： 
□□葵芳家今年學習的主題是「合乎主用」，神拯救我們的其中一個目的乃是要我

們服事衪。因此甚願弟兄姊妹都好好裝備自己，能被主使用。今天我和大家交通

聖經裏一對合乎主使用的夫婦，甚願他們同心服事神的美好榜樣，能成

為我們每一個肢體，無論已婚未婚，年青人及少年人的吸引及激勵。這對

同心服事神的夫婦，就是「亞居拉與百基拉」。 

背景資料 
□□「這事以後，保羅離了雅典，來到哥林多。遇見一個猶太人，名叫亞居拉，他

生在本都；因為革老丟命猶太人都離開羅馬，新近帶著妻百基拉，從義大利來，保

羅就投奔了他們。他們本是製造帳棚為業，保羅因與他們同業，就和他們同住作工。」

（徒 18:1-3) 

□□亞居拉是丈夫，聖經中沒有詳盡記載他的家世，只知道亞居拉生在小亞細亞東

北部，黑海沿岸的本都省，是一個居於海外的猶太人。亞居拉和他的妻子百基拉後

來遷到意大利的羅馬居住。一般相信這對夫婦於使徒行傳第二章記載五旬節時，「那

時，有虔誠的猶太人從天下各國來，住在耶路撒冷。」 

□□（徒 2:5)他們從羅馬來到耶路撒冷，彼得在五旬節被聖靈充滿，傳講福音，有

三千人、五千人信主，他們是當中蒙恩得救的一對夫婦。之後他們返回羅馬，在羅

馬他們熱心傳揚福音。當時是革老丟作羅馬皇帝，革老丟在主後五十年，因福音在

羅馬城猶太人社區中傳揚而引起動亂，革老丟便將猶太人驅逐出境。亞居拉、百基

拉夫婦因此離開了羅馬，來到位於希臘半島亞該亞省的哥林多。 

□□保羅約在主後四十九年開始作第二次旅行佈道，他從敘利亞的安提阿出發，從

陸路先探望第一次旅行佈道中所建立的加拉太各教會，包括特庇、路司得、以哥念

和安提阿。聖靈禁止保羅向北往庇推尼，所以他向西去到特羅亞，在夜間保羅看見

異象，有一個馬其頓人站著求他過去馬其頓幫助他們。因此保羅就從亞洲到了歐洲

馬其頓，建立了歐洲第一間教會，就是腓立比教會。之後因受逼迫而南下，建立了

帖撒羅尼迦教會，再經庇哩亞、雅典，最後來到哥林多。保羅在哥林多逗留了一年

零六個月，建立了哥林多教會，並且在這裏認識了亞居拉與百基拉夫婦。 

亞居拉與百基拉値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1. 夫婦同心 
□□亞居拉與百基拉夫婦在五旬節時信了主返回羅馬後，雖然是初信，卻立即夫婦

同心，起來服事主，熱心地傳揚福音。他們是帶職服事的，是製造帳棚為業，他們

的生意做得不錯。後來亞居拉與百基拉被革老丟驅逐出境，他們被迫放棄在羅馬已

建立的生意及福音禾場，最後來到哥林多。雖然他們因為傳福音而招來這樣沉重的

打擊，他們卻沒有放棄服事主的心志。他們仍然夫婦同心，共同進退，同走屬天的

道路，彼此配搭服事，並願意為福音受苦。 

□□感謝神，在我們弟兄姊妹中間，也有許多同心服事神的夫婦。但撒但總不甘心，

要用各種方法來破壞其他夫婦的同心。撒但或許用方法來破壞夫婦的感情、或許用

工作的忙碌、或許用照顧兒女的重擔、或許用各樣屬世的追求，總要達到破壞夫婦

同心服事神的目的。若然我們因得著了神的祝福，在工作上升上高位，或神給了我

們孩子，或神給了我們進修的機會，可以有更美好的前途，但我們卻因著忙碌的緣

故，就不能再盡心的服事神，這實在是忘恩！又或許夫婦其中一方很願意服事神，

但配偶卻未能同心，常發出埋怨或攔阻，這實在是可惜！許多弟兄姊妹結婚時，在

婚禮讀經的環節中，都選讀「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書 24:15）

這句話並不是用來點綴一下我們的婚禮，這乃是表達夫婦相同的心願，並且是在神

和人面前一個嚴肅的宣告。甚願我們每一對夫婦都能彼此配合、彼此配搭，同心勝

過生活上各樣的纒累重擔，能同心的服事神！甚願年青人也渴望進入這樣的婚姻！ 

2. 接待使徒 
□□保羅來到哥林多，他需要一份職業，因為他為了不讓哥林多人論斷他以傳福音

得利益，要教會供應他的生活所需，所以他情願帶職服事。保羅也是以製造帳棚為

業，所以就投奔亞居拉夫婦。亞居拉夫婦當時在哥林多剛開始他們的生意，維持生

計並不容易，但他們卻沒有因為同行如敵國，怕保羅分薄了他們的生意而將他拒諸

門外，反倒因著愛主的緣故，顧念肢體的需要，接待保羅。另一方面，保羅來到歐

洲，從馬其頓的腓立比一直南下到雅典，因傳揚福音及建立教會受到許多的逼迫和

危險，而最終來到亞該亞的哥林多。亞居拉夫婦因著有同心服事主的心志，他們不

畏危險艱難，全心接待保羅。他們對保羅，也存著一個謙卑的心。亞居拉與百基拉

是在五旬節時信主，是屬於第一批信主的猶太人；而保羅卻是後來得著大馬色路上

經歷才信主的。他們卻沒有比較屬靈的資歷和年日，他們看重保羅的服事，夫婦同

心，全力扶持保羅，並與保羅同工。另一方面，他們也謙卑的從保羅那裏領受了從

神而來的真理啟示。當哥林多有騷動時，他們竭力保護保羅。他們不單止接待保羅，

後來他們跟隨保羅去到以弗所，也接待了另一位同工亞波羅。 

 我們是否願意開放家庭來配合神家的需要呢？我們是否願意接待有需要的肢體

呢？我們是否願意多邀請肢體們到家裏吃飯相聚，彼此相交呢？我們是否願意關

心、扶持在軟弱、難處中的肢體呢？在我們預算家庭開支時，除了向神作金錢奉獻

外，我們是否願意在金錢上顧念一些有需要的肢體呢？這些都是夫婦在家庭中，以

及個別肢體該學習的功課，亞居拉夫婦已給了我們美好的榜樣！ 

3. 將基督放在首位 
□□保羅在哥林多住了一年零六個月，亞居拉夫婦與保羅同心作主的工。後來「到

迦流作亞該亞方伯的時候，猶太人同心起來攻擊保羅，拉他到公堂。」（徒 18:12) 

之後「保羅又住了多日，就辭別了弟兄，坐船往敘利亞去；百基拉、亞居拉和他同

去。」（徒 18:18）保羅在哥林多因受猶太人的攻擊，就辭別了弟兄，開始回程，

結束第二次的旅行佈道，坐船返回敘利亞，途中曾留在小亞細亞的以弗所。當保羅

離開哥林多時，「百基拉、亞居拉和他同去」。（徒 18:18）上次亞居拉夫婦是被

迫離開羅馬而到達哥林多的，但今次卻是為了服事主，願意主動放棄在哥林多建立

了的製造帳棚的生意，隨從保羅離開哥林多。他們雖然是帶著職業來事奉神，但卻

是全心的服事。他們不是以地上的生活為念，卻是以神的工作為先，把基督放在首

位。當神有需要時，他們就願意放下自己的需要，配合神的工作！ 

□□其實他們一生中至少有四次是為著事奉而遷居的，由羅馬遷至哥林多雖是被迫

的，但也是因著服事主的緣故。由哥林多遷去以弗所，是為著與保羅同工。後來

革老丟死了，羅馬危險的形勢稍為緩和，因羅馬很需要傳福音的同工，

他們夫婦二人又從以弗所遷回羅馬服事。最後當保羅差派提摩太服事以弗所

教會時，他們又按著需要遷回以弗所，與提摩太同工。他們多次跨越歐亞，長途遷



居，並沒有其他原因，只是為著服事神。保羅寫哥林多前書時說：「亞西亞的眾

教會問你們安。亞居拉和百基拉，並在他們家裏的教會，因主多多的問

你們安。」（林前 16:19)由此可知亞居拉和百基拉無論去到那一個地方，

無論是在哥林多、以弗所或羅馬，他們都願意開放家庭，使自己的家成為信

徒聚會的地方。他們夫婦二人的確是將基督放在首位，以神的事為念！ 

□□許多弟兄姊妹家裏都掛著一個牌匾，上面寫著「基督是我家之主」。我們面對

這個牌匾，夫婦需要常常在主面前反思。今天基督是否仍然在我們的家裏作主呢？

我們的家是否仍然凡事讓基督居首位呢？我們是否仍然以神的事為念為先呢？抑

或我們已將生活、工作、前途、子女等等居了首位，以致基督不能再在我們的家中

作主呢？亞居拉夫婦多次跨越歐亞，長途遷居，只是為著服事神。我們都會遷居，

但我們遷居的目的，是否只像一般人一樣，只是為了自己的前途或家庭的需要，而

沒有考慮神家的需要呢？我並不是說遷離聚會所太遠是錯的，尤其現今樓價租金高

企，選擇居所有許多方面需要考慮。但我們卻要將容易參加聚會作為選擇居所的其

中一個重要條件，與其他條件一併在神面前禱告尋求。並且不可因為搬得太遠，而

影响了參加聚會的心，影响了服事及與肢體的相交。甚至因著搬得太遠，就輕率的

轉往別處聚會，離開自己蒙恩得救、接受栽培，學習服事的家。甚願我們每個家庭，

每對夫婦都能在凡事上將基督放在首位。 

4. 造就聖徒 
□□保羅在回程中，到了以弗所，逗留了一段短時間，就繼續返回敘利亞的旅程。

保羅離開以弗所時，將亞居拉夫婦留下，服事當地的信徒和傳揚福音。當亞居拉夫

婦留在以弗所時，「有一個猶太人，名叫亞波羅，來到以弗所。他生在亞力山太，

是有學問的，最能講解聖經。這人已經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訓，心裏火熱，將耶穌的

事詳細講論教訓人；只是他單曉得約翰的洗禮。他在會堂裏放膽講道；百基拉，亞

居拉聽見，就接他來，將神的道給他講解更加詳細。」（徒 18:24-26) 亞波羅是一位

較年青的信徒，他心裏火熱，有講解聖經的恩賜，在會堂裏放膽講道。百基拉，亞

居拉在會堂裏聽他講道，發覺他對真理的認識不夠全面，因為亞波羅「單曉得約翰

的洗禮」。他的信息只根據舊約聖經和施洗約翰悔改的道理，對聖靈的工作及信而

受洗的真理不夠瞭解。因此百基拉和亞居拉就接待亞波羅到他們的家裏，將自己所

領受的真理毫無保留、詳細地和亞波羅分享交通。因著百基拉和亞居拉純正穩固的

真道，盡心的服事及成熟生命的表現，亞波羅得著成全造就。後來亞波羅有負擔往

亞該亞服事，百基拉和亞居拉就勉勵他，並寫信請當地的門徒接待他。後來亞波羅

在亞該亞省各教會，包括哥林多教會都擺上非常美好的服事，能澆灌、教導信徒，

是因著百基拉，亞居拉所造就成全。 

□□弟兄姊妹我們有沒有負擔造就弟兄姊妹呢？我們有沒有負擔作主日學或團契

的導師呢？若夫婦其中一方有這方面的服事，需要擺上許多的時間和心力；另一方

是否願意全力配合，在家務或照顧子女上多負一點責任，彼此配搭呢？夫婦又是否

願意同心，彼此激勵，多研讀聖經，多作屬靈的追求，以致屬靈生命成熟，能幫助

造就其他的肢體呢？ 

5. 為真道將生命置之度外，終身服事，至死忠心 
□□在聖經中共有六處的經文記載有關亞居拉夫婦的名字，除了剛才提過在使徒行

傳的三段經文外，另外的三段都是保羅向他們夫婦的問安，包括：「問百基拉和亞

居拉安，他們在基督耶穌裏與我同工。也為我的命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不但我

感謝他們，就是外邦的眾教會也感謝他們。」（羅 16:3-4）「亞西亞的眾教會問你們

安。亞居拉和百基拉，並在他們家裏的教會，因主多多的問你們安。」（林前 16:19) 

「問百基拉、亞居拉，和阿尼色弗一家的人安。」（提後 4:19）保羅在這些問安中

說百基拉和亞居拉「為我的命將自己的頸項置之度外」，就這一句簡單的話，已經

將亞居拉夫婦對他的幫助、扶持、保護和捨己的愛，以至忠心服事主，至死不渝的

情操描述得淋漓盡致！亞居拉夫婦受眾教會的問安和感謝，是因著他們也服事其他

的眾教會，並且他們的服事絶非出於一時的熱心，遇到艱難逼迫就後退，而是貫徹

始終的。保羅在為主殉道前寫最後一卷提摩太後書，當他開始作問安時，就最先問

百基拉和亞居拉的安。當時距離他們初次在哥林多認識，已有十五、六年之久。亞

居拉夫婦服事主的心志是始終如一，至死忠心。在主後六十四年，羅馬王尼祿散佈

謠言，說基督徒放火燒羅馬城，之後就向基督徒展開大規模的殺戮，保羅、彼得也

因此在兩三年後為主殉道，相信亞居拉夫婦也很有可能是在那些時候為主殉道的。 

□□今天我們在香港服事主，在一般情況下，並沒有機會為主殉道，也沒有機會好

像倪柝聲弟兄一樣，為了不肯否認主的名而坐監至死。但我們有沒有為著服事神，

而有願意受苦的心志呢？忠心服事神固然能得著永遠屬天的獎賞，但服事神卻並非

輕省的事情，是需要付代價的。在我服事的經歷中，雖然常有喜樂滿足，但也有不

少疲於奔命，心力交瘁，以至為著肢體的情況焦慮、難過、憂傷、徹夜失眠的經歷。

撒但亦會攻擊我們的服事，但我們若能堅持向撒但說「不」，神必定粉碎撒但的攻

擊，難處就必定被帶過去。甚願每一對夫婦都同被主愛激勵，無論環境怎樣，都願

意彼此扶持、彼此配搭，忠心的服事神，因為這是蒙福的途徑！ 

6. 彼此尊重，彼此相愛 
□□在聖經中六次提到這對夫婦的名字時，其中有四次是妻子百基拉的名字排在丈

夫亞居拉的前面（徒 18:18 ；徒 18:24-26 ；羅 16:3-4 ；提後 4:19）。這與聖經一

般的排序有所不同，因為一般都是丈夫的名字排在前的。最合理的原因可能是

妻子百基拉比丈夫亞居拉更有服事神的恩賜，在教會中常常扮演比丈夫更重要的

角色。這並不是說百基拉在家庭和教會的服事中作了丈夫亞居拉的頭。男人是女人

的頭，丈夫是妻子的頭，基督是各人的頭，這是我們當學習順服的真理。但神總是

照著每一個人對神的信心和愛心並屬靈的光景和恩賜來使用。所以當神使用姊妹超

過弟兄時，弟兄需要被提醒激勵，要更積極的追求長進；而姊妹就需學習謙卑、順

服的功課。百基拉在與丈夫配搭服事的事上積極盡她的一份，他們能終身配搭，至

死同心，百基拉必定有美好謙卑、順服的表現。他們夫婦彼此尊重，彼此相愛，

各按其恩賜來事奉神，的確是美好的榜樣。  

□□我們若要夫婦同心服事神，最重要的是夫婦同心愛神，並且彼此相愛。若只得

一方愛神，這並不能令夫婦更加相愛。惟有夫婦同心愛神，才能令相方更加接近、

更加親密、更加相愛。夫婦同心愛神，同心服事神就是甜蜜美滿婚姻的最大保障！ 

結語 
□□甚願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神得著更多夫婦像亞居拉、百基拉夫婦，同

心愛神，同心服事神，同跑屬天的路。也願未婚的青少年人渴慕這樣的夫婦關係，

在屬靈的追求上先裝備好自己，並在神面前盡忠尋求合乎神心意的配偶，將來也能

夫婦同心的服事神！ 

                                □ 李德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