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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由貝洛雅前往雅典



保祿由貝洛雅前往雅典



14弟兄們遂立即打發保祿往海邊去；息拉和弟茂
德仍留在貝洛雅。15送保祿的人領他⼀一直到了雅
典。(宗17:14-15)



從西面遠眺雅典 (公元前350年)

往海港 Piraeus



雅典衛城的雅典娜巴特農神殿
(Athena Parth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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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市集廣場 (Ag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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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衛城上的雅典娜巴特農神殿建
於公元前447至438年間 



雅典衛城 (Acropolis)



雅典衛城的雅典娜巴特農神殿
(Athena Parthenon)







雅典衛城：雅典王神廟 (Erechtheion)
的女像柱 (Caryatides)



阿塔路柱廊 (Stoa of Attalus)1954年重建



阿塔路柱廊 (Stoa of Attalus) 現用作博物館







從雅典衛城上遠眺阿勒約帕哥
(Areopagus)：雅典議會以此為名



16保祿在雅典等候他們
時，見城裡滿是偶像，心
神很是悲憤。17所以他就
在會堂裡，同猶太人和敬
畏天主的人辯論，每天也
在街市上，同所遇到的人
辯論。18有幾個伊壁鳩魯
派(Epicureans)和斯多噶
派(Stoics)的哲士同他爭
論，有的說：「這個饒舌
多言的人想說甚麼？」有
的說：「看來他是個外國
鬼神的宣傳者」──因為
保祿宣講耶穌及復活的福
音(宗17:16-18)。

保祿在雅典講道阿勒約帕哥山下的銅版刻有宗17:22-31



❖擬人化的神(anthropomorphic deities)：
有情慾、需要、愛恨、鬥爭

❖長生不死，具有神力，卻也受命運的控制
❖需要人崇敬服事，供他們飲食(祭祀)
❖常干預人類的事，充滿浪漫、惡作劇、
好事的色彩，有時會化身成人或動物

❖希臘人除對神明獻祭外，還舉行體育競
賽和戲劇：奧林匹亞 (Olympic Games) 
每四年⼀一次，格林多(Isthmian Games) 
每兩年⼀一次

希臘神話 (Greek Mythology)



奧林匹斯山的主神 (Olympian Gods)
不留在奧林匹斯山上



Zeus 宙斯/則烏斯—眾
神之神，等同羅馬人的
朱庇特(Jupiter)神，他
除與其妻Hera生了子女
外，也常有不忠於妻子
的風流韻事，涉及許多
女神或凡人女子。

群眾看見保祿所行的，就大聲用呂
考尼雅話說：「神取了人形，降到
我們這裏了！」他們遂稱巴爾納伯
為則烏斯(宗14:11-12)



Athena 雅典娜—全副
武 裝 由Zeus的 頭 出
生，是智慧、技藝和戰
爭的女神，又是雅典
(Athens)的保護神。
她並不喜愛戰爭，寧願
以智慧平息戰事，但必
要時也會奮勇上陣。



Ares 阿瑞斯—Zeus及Hera
之子，專司戰爭，性格暴
戾，凶殘成性，等同羅馬人
的馬耳斯(Mars)戰神。
他們遂帶保祿，領他到了阿勒約帕
哥 (Areopagus = Hill of Ares)。保
祿遂即站在阿勒約帕哥當中說：
「眾位雅典人，我看你們在各方面
都更敬畏神明，因為我行經各處，
細看你們所敬之物，也見到⼀一座祭
壇，上面寫著「給未識之神。」現
在，我就將你們所敬拜而不認識的
這位，傳告給你們。(宗17:16-23)



Aphrodite 阿佛洛狄特—她是由
被沖上帕佛島(Paphos)上的
Uranus精液所生，是愛情與美
麗的女神，等同羅馬人的維納斯
(Venus)。她的法寶就是愛情的
腰帶，凡佩帶者能使⼀一切人著
迷。眾神迷戀她的美麗，眾女神
亦趨之若鶩，為借用她的腰帶。

他們走遍了全島，直到帕佛，…
以後，保祿和同他⼀一起的人，從
帕佛乘船來到旁非里雅的培爾革
(宗13:6,13)



Apollo 阿波羅—Zeus與凡人
Leto所生之子，與Artemis為孖
兄妹，專司陽光、智慧、占卜、
預言、音樂、詩歌、醫葯及男性
美，亦即太陽神。

當我們往祈禱所去時，有個附占卜之神
的女孩，向我們迎面走來；她行占卜，
使她的主人們大獲利潤。她跟著保祿和
我們，喊叫說：「這些人是至高者天主
的僕人，他們來給你們宣佈得救的道
路。」她這樣行了多日，保祿就厭煩
了，轉身向那惡神說：「我因耶穌基督
之名，命你從她身上出去。」那惡神即
刻便出去了。(宗16:16-18)



Artemis 阿爾特米 — Zeus與
Leto所生之女，與Apollo為孖
兄妹。當Hera得悉Leto懷了
自己丈夫的孕時，便派毒龍追
趕她，幸而清風送她到了厄弗
所山上的樹林去生產。阿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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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厄弗所的保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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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19:35)



Hermes 赫爾默斯—Zeus與
Maia所生之子，是眾神的使
者，亦是專司疆界、道路、
商業、科學發明、辯才、幸
運、靈巧之神，但也是盜賊
和賭徒的保護神。他等同羅
馬人的墨丘利(Mercury)。
群眾看見保祿所行的，就大聲用呂考尼
雅話說：「神取了人形，降到我們這裡
了！」他們遂稱巴爾納伯為則烏斯，稱
保祿為赫爾默斯，因為它是主要發言
人。在城關的則烏斯的司祭，就帶著公
牛與花圈來到大門前，要同群眾⼀一起獻
祭。(宗14:11-13) 



22保祿遂即站在阿勒約帕哥當中說：「眾
位雅典人，我看你們在各方面都更敬畏神
明，23因為我行經各處，細看你們所敬之
物，也見到⼀一座祭壇，上面寫著『給未識
之神。』現在，我就將你們所敬拜而不認
識的這位，傳告給你們。…

保祿在阿勒約帕哥講道



…24創造宇宙及其中萬物的天主，既是天
地的主宰，就不住人手所建的殿宇，25也
不受人手的侍候，好像需要甚麼似的，
而是他將生命、呼吸和⼀一切賞給了眾
人。26他由⼀一個人造了全人類，使他們住
在全地面上，給他們立定了年限，和他
們所居處的疆界；…

保祿在阿勒約帕哥講道



…27如他們尋求天主，或者可以摸索而找
到他。其實，他離我們每人並不遠，28因
為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他內，正
如你們的某些詩人說的：『原來我們也是
他的子孫。』29我們既是天主的子孫，就
不該想：神就像由人的藝術及思想所製的
金銀石刻的東西⼀一樣…

保祿在阿勒約帕哥講道



…30天主對那愚昧無知的時代，原不深
究；如今卻傳諭各處的人都要悔改，31

因為他已定了⼀一個日期，要由他所立定
的人，按正義審判天下，他為給眾人⼀一
個可信的憑據，就叫這人從死者中復活
了。」…

保祿在阿勒約帕哥講道



…32他們⼀一聽見死人復活，有的譏笑，有
的卻說：「關於這事，我們後來再聽你
罷！」33這樣，保祿便從他們當中出去
了。可是，也有幾個人依附保祿而信從
了，其中有阿勒約帕哥的官員狄約尼削，
和⼀一個名叫達瑪黎的婦人；同他們⼀一起信
從的，還有其他⼀一些人。(宗17:22-34)

保祿在阿勒約帕哥講道



❖保祿的宣講可清楚分為四段：

·•對雅典的稱頌(17:22-23)；
·•萬物造主及主宰與偶像不同(17: 

24-25)；
·•我們是生活的天主的子女，應設法認
識祂(17:26-29)；

·•啟示及悔改的時候已來臨，耶穌的復
活保證了這⼀一切(17:30-31)。

保祿在阿勒約帕哥講道



❖保祿也知道，昔日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BC)也因被懷疑介紹不同於
當地的神明，最終被議會判處自盡之
刑。

❖斯多葛派和伊壁鳩魯派，根本不能接
受死人復活的可能，誠如希臘劇作家
埃斯庫羅斯(Aeschylus 525-456)在
《歐默尼德斯》(Eumenides)⼀一書所
說的：「人死入土血流盡，豈有復生
再世夢？」

保祿在阿勒約帕哥講道



❖也許⼀一些人更誤以為保祿所講的耶穌
和復活的福音(ton Iesoun kai ten 
anastasin euengelizeto)，是兩個新
神祇：男的叫「耶穌」(Iesous)，女的
叫「亞納斯大西斯」(Anastasis，意
即復活)。

保祿在阿勒約帕哥講道



❖況且保祿指出：「創造宇宙及其中萬
物的天主，既是天地的主宰，就不住
人手所建的殿宇，也不受人手的侍
候…不該想：神就像由人的藝術及思
想所製的金銀石刻的東西⼀一樣」(宗
17:24,29)。無形中就是對雅典引以為
榮的諸神像、廟宇和祭祀，來⼀一個當
頭捧喝，不留餘地。

保祿在阿勒約帕哥講道



❖結果，保祿飽受排斥，並沒有像在別處⼀一
樣，建立起教會團體後才離開。但⼀一位阿
勒約帕哥的議員狄約尼削(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和 ⼀一 位 名 叫 達 瑪 黎
(Damaris)的婦人，卻因此而皈依了基
督。相傳達瑪黎是狄約尼削的妻子，而狄
約尼削後來成了雅典城的首位主教。

保祿在阿勒約帕哥講道



聖狄約尼削(St.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相傳是雅
典首位主教。更有傳統指
他其後到了高盧 (法國) 傳
教，在今日巴黎為主殉
道。在法國他的名字由St. 
Dionysius成了St. Denis，
再成了Sydney，順理成章
地成了法國巴黎和澳洲悉
尼的主保。

保祿在阿勒約帕哥講道



❖經此教訓，保祿放棄了這個傳教策略，
⼀一如他在寫給格林多人的信上說的：

1弟兄們，就是我從前到你們那裡時，
也沒有用高超的言論或智慧，給你們宣
講天主的奧義，2因為我曾決定，在你
們中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這
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

保祿在阿勒約帕哥講道



…3而且當我到你們那裡的時候，又軟
弱，又恐懼，又戰兢不安；4並且我的
言論和我的宣講，並不在於智慧動聽的
言詞，而是在於聖神和他德能的表現，
5為使你們的信德不是憑人的智慧，而
是憑天主的德能。(格前2:1-5) 

保祿在阿勒約帕哥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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