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矽谷基督徒聚會 

文字檔；使徒行傳 小組預查 

于宏潔 弟兄主講 （講稿整理） 

 

《使徒行傳》第十九章 

 

        弟兄姊妹，我們今天講保羅的第三次行蹤。我們大概花兩、三分鐘，很簡短地講一下

他的行蹤，然後來看它的細節。 

        保羅從安提阿經過加拉太、呂高尼這一帶，加拉太眾教會就是他以前去過的以哥念、

特庇、路司得等地，然後就來到了以弗所。所以，他第三次行蹤最重要的三個地方：一個

是以弗所，一個是馬其頓，一個是在哥林多、亞該亞這邊。 

        而他大概有幾乎百分之八十的時間是留在以弗所，甚至還不止。因為他這一趟出來大

概四年左右的時間，有三年都在以弗所。等一下我們會花多一點的時間，詳細來看他在以

弗所期間所發生的重要的事情。 

        在以弗所之後，《聖經》告訴我們他經過特羅亞，然後來到馬其頓，又待了一段時間。

在馬其頓的期間，他跟提多相會了，然後在這裡跟提摩太合寫了《哥林多後書》。 

        接下來，在馬其頓之後，《聖經》上只寫說他來到希臘，在那裡停了三個月。我們等

一下會從《聖經》的證明裡面知道，他這三個月的時間大部分還是來到亞該亞，在哥林多

的地方停了三個月。 

        結束之後，他本來想直接回耶路撒冷，到安提阿去，只是因為聽到了別人設計謀要害

他，所以，他就不走海路，直接再沿著馬其頓，一路回去了。然後坐船一直到推羅，再到

多利買、該撒利亞，到耶路撒冷。這是保羅整個第三次的行蹤，我們很簡短地就這樣看過

去。 

        現在我們要回來看他在以弗所的這一段時間。根據《使徒行傳》二十章裡保羅對以弗

所的長老說：我在你們中間，三年之久。所以，我們知道他這一段時間停留了大概三年。

這一段時間發生的事情都很重要。 

        上一堂課結束的時候，我曾經給弟兄姊妹出過幾個題目，對不對？保羅到底寫了幾卷

哥林多書信？到底保羅是到過哥林多幾次？《聖經》上只說他到了希臘，你怎麽知道他到

過哥林多呢？你又怎麽知道在哥林多，他寫了《羅馬書》？有沒有回去試著找答案？我是

說，你們不寫沒關係，但是至少自己要讀，好不好？有沒有讀？有沒有試著去找答案？這

個對我們的讀經是一個很好的挑戰。 



        我現在要講的，底下大概花十到十五分鐘要講的東西，非常非常重要！你可能要看很

多本書，或是要讀好幾遍《聖經》，才能夠把它整理出來；現在我幫你們省時間。就是他

在亞細亞以弗所的這段時間，所發生的重要事件的時間順序。 

       《聖經》上告訴我們說，當保羅來到以弗所的時候，這邊發生的事件。其他的事件我

等一下再講，我先講它的順序。他在這邊先是在會堂裡面放膽講道三個月，這是針對猶太

人，但是猶太人因為反駁、抵擋、抗拒，所以保羅跟他們辯論了很久以後，就離開他們，

轉而對外邦人開始傳福音。所以，他在「9 推喇奴的學房天天辯論。10 這樣有兩年之久，

叫一切住在亞細亞的，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都聽見主的道。」（徒 19:9-10）弟兄姊

妹，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在這邊兩年多的時間，讓亞細亞的衆人都聽見了主的道。 

        在這兩年多的時間裡面，發生了幾件重要的事情。我在這裡要跟大家提的還不是《使

徒行傳》十八章講的這些事件（event），我要講的是保羅跟哥林多教會之間、及保羅跟他

同工之間的關係。 

        第一件事情：他寫給哥林多教會第一封書信。這封書信在《聖經》上沒有記載，沒有

保留，就是沒有保留成為《聖經》。那麽我們怎麽知道呢？我們請翻到《哥林多前書》第

五章。所以《哥林多前書》並不是真正的前書，它之前有個前書。所以，我們現在要看的

是他第一卷的書信。「我先前寫信給你們說：不可與淫亂的人相交。」（林前 5:9）所以，

你要知道在寫《哥林多前書》以前有第一封的書信，那叫作「前前書」了，那是第一封書

信。所以《聖經》上的《哥林多前書》是第二卷書信，請大家記得。 

        第二件事情：寫完這卷書信以後，他打發提摩太和以拉都先到馬其頓去，這是在《使

徒行傳》十九章二十二節，說：他「從幫助他的人中，打發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馬其頓

去，自己暫時等在亞細亞。」然後，他們到了馬其頓以後，他又接著打發他們從馬其頓繼

續往哥林多去，這是在《哥林多前書》第四章十七節：「因此我已打發提摩太到你們那裡

去」。這個是寫給哥林多教會的，所以表示提摩太他們並不是只到馬其頓，從馬其頓以後

又接著往哥林多去。 

        在十六章第十節，也是同樣地提到，他說：「若是提摩太來到，你們要留心，叫他在

你們那裡無所懼怕，因為他勞力作主的工，像我一樣。」（林前 16:10）所以，請你們注

意到《哥林多前書》並不是託提摩太送去的，因為提摩太已經在路上了。因為我們剛剛讀

到的《哥林多前書》第四章十七節說到：「我已打發」，所以提摩太已經出發了。在十六

章他說：如果他到了你們這裡，所以你就知道提摩太正在路上，提摩太並沒有帶這卷書信。

《哥林多前書》是保羅在寫《提摩太前書》之前，已經打發了提摩太跟以拉都走了。這是

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他在這個時候寫第二封書信給哥林多教會，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哥林多

前書》，還是在以弗所寫的。這個怎麽知道呢？因為我們剛才讀的第十六章第十節的前面

說到：「8 我要仍舊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節，9 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

並且反對的人也多。」（林前 16:8-9）所以，你從這句話裡面知道，寫《哥林多前書》的

時候，保羅還在以弗所。但是，提摩太跟以拉都已經上路了。這是第三件事情。 



        第四件事情：在寫完《哥林多前書》以後，保羅很有可能寫了所謂的第三封書信，仍

然是沒有被保留。所以，換句話說，再加上《哥林多後書》，保羅至少寫了四封書信。當

然有的人認為三封，有的人認為四封，等一下我會跟大家講為什麽。 

        所以，如果有第三封書信的存在的話，很有可能是在這個時候寫的。而且在保羅寫哥

林多第三封書信之前，中間插進了一件事情，就是保羅親自跑了哥林多一趟。而這一趟去

哥林多是短期，速去速回的。這個是在《使徒行傳》裡面，路加並沒有記載的。 

        那麼，我們怎麽知道呢？我想我們可以看幾節的經文。我們請看一下《哥林多後書》

第十二章，今天的經文可能要翻來翻去，但是很重要，因為不然的話，我們會搞不清楚。

《哥林多後書》第十二章十四節：「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們那裡去，也必不累著你們。」

保羅說：我要第三次到你們那裡去，所以，表示第二次是《聖經》上沒有記載的。 

        因為第一次是保羅第二次出外佈道時去的，記不記得？那時候他在哥林多停了多久？

十八個月。那是保羅第一次到哥林多。保羅第二次出外佈道的時候，他停留最久的地方是

哥林多，停了十八個月。他本來要離開他們了，他抖下塵土，都要走了，結果半夜主對他

說：你不要怕，這個城裡有許多我的百姓，你要留在這邊放膽講，必沒有人害你。所以，

保羅在哥林多住了十八個月。那是保羅第一次去哥林多。 

        結果現在他在馬其頓寫《哥林多後書》的時候，卻説：「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們

那裡去」（林後 12:14）所以，中間他曾經去過一次。所以，很多的解經家和《聖經》學

者說到保羅自己第二次去了一趟哥林多，就是這種短期、速去速回的這一趟，很重要的目

的是因為那時候哥林多的問題太嚴重了。他們有淫亂的問題、有很多真理出了問題，而且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們整個反保羅的權柄，懷疑保羅使徒的職分。所以，保羅為了這

件事情，親自去了一趟，結果無功而返，受傷非常得重。這趟去並沒有達到他預期的果效。 

        所以，回來以後，他就寫了所謂的第三封信。這第三封信，我們可以從《哥林多後書》

第二章看一下。我們翻到《哥林多後書》第二章第三節，他說：「我曾把這事寫給你們，

恐怕我到的時候，應該叫我快樂的那些人，反倒叫我憂愁。」所以，保羅在寫《哥林多後

書》之前，他又寫過一封信，這封信是保羅在第二章前面說到的，他說：「1 再到你們那

裡去，必須大家沒有憂愁。2 倘若我叫你們憂愁，除了我叫那憂愁的人以外，誰能叫我快

樂呢？」（林後 2:1-2）這是《哥林多前書》裡面，我們比較看不太出來的。所以，很多解

經者認為說他寫了第三封信。 

        而且在第九節他又講了：「為此我先前也寫信給你們，要試驗你們，看你們凡事順從

不順從。」（林後 2:9）然後我們請翻到《哥林多後書》第七章第八節：「我先前寫信叫

你們憂愁，我後來雖然懊悔，如今卻不懊悔」，然後跳到十二節：「我雖然從前寫信給你

們，卻不是為那虧負人的，也不是為那受人虧負的，乃要在 神面前把你們顧念我們的熱心

表明出來。」（林後 7:12）所以，非常多的解經家都認為保羅在寫《哥林多後書》之前，

又插入了第三封書信。 

        華倫‧魏斯比（Warren Wiersbe）甚至把這封信稱為一封《痛苦的書信》（painful 

letter），因為緊接在他自己親自去了一趟哥林多，然後受傷而回，心情非常沉重，多多流



淚，而寫了這封所謂的第三封書信。有人叫它作《流淚的書信》，有人叫它作一封《痛苦

的書信》。這是夾在《哥林多前書》與《哥林多後書》中間。 

         這是贊成保羅一共寫了四封信的學者所認為的。有的人認為說也許可能只寫了三封信，

就是所謂的第一封信、然後《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等於我們剛剛讀的這幾節：

從前寫給你們的信，是指著《哥林多前書》說的，這是另外一種的説法。但是我個人裡面

覺得是很有可能寫了四封信，因為前書裡面保羅並沒有強調太多那個叫保羅那麽憂愁的事

情或是那麽重的話，而是在後書裡面寫的。這是給弟兄姊妹的一個參考。 

        保羅寫完了這個所謂的第三封信以後，心裡面實在放不下哥林多教會，因為他那封信

寫得非常非常地沉重，是在痛苦的心情底下寫的，為要叫哥林多的教會悔改，要去面對他

們的問題。他寫完以後，很不放心，所以就打發提多去了一趟哥林多。這都是在《使徒行

傳》裡面讀不出來的，而在《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裡面，從信息的内容裡面，

我們可以揣摩出來。 

        所以，在這裡有兩種的情形：就是所謂的第三封信要麼是提多親自帶去的，另外一種

可能性就是這封信先去了，但是保羅不放心，就打發提多親自去看他們一趟。然後跟提多

講好，探望完哥林多教會以後，就沿著國道，就是我們上次講的那條大道回來，然後在路

上相會。可能他們約好了是在特羅亞相會，所以，後來我們就發現保羅因為銀匠聚眾閙事

的事情，讓保羅被迫就提前離開了以弗所。所以，保羅到了特羅亞。 

        保羅到了特羅亞以後，因為沒有遇見提多，就心裡面不安。我們看一下《哥林多後書》

第二章十二節、十三節：「12 我從前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羅亞，主也給我開了門。13 那

時因為沒有遇見兄弟提多，我心裡不安，便辭別那裡的人往馬其頓去了。」所以，保羅到

了特羅亞發現提多還沒來，他不放心，所以他又繼續往前去，到了馬其頓。在馬其頓的時

候，提多來了。 

         我想，這就是大概的順序。有沒有疑問？有疑問的趕快舉手，好不好？ 

         簡單重複一遍。保羅在以弗所先寫了第一封信給哥林多教會，然後他們也有回音。在

《哥林多前書》第七章第一節，他說：「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有可能是他們的回音，

有可能是他們的寫信，反正這是在寫《哥林多前書》之前，保羅和哥林多教會已經有書信

的來往。這是大家記得的。 

         然後，接著他寫了《哥林多前書》。寫完《哥林多前書》以後，他又親自跑了一趟哥

林多。從哥林多回來以後，他不放心，心裡面很痛苦，好像白去了一趟！所以回來後，在

痛苦中，在流淚中，他寫了第三封信。寫完第三封信以後，他就請提多送去，或是就打發

提多去看望他們，然後，跟提多約好在特羅亞見面。結果這個時候發生了銀匠鬧事的事情，

保羅被迫離開以弗所，所以，他到了特羅亞。 

        到了特羅亞以後，福音的門為保羅打開來，保羅在那裡可以為主大大做工。可是，因

為看不見提多，他心裡不安，所以又繼續往前去。到了馬其頓，在馬其頓跟提多相會。 神



藉著提多來，安慰了保羅，讓保羅的心知道哥林多的教會因著他所寫的第三封信，他們心

裡面並沒有再那麽嚴重地抗拒保羅，反而悔改了，反而態度不一樣。 

        我想這是我們可以從《哥林多後書》第七章十三節得知的：「13 故此我們得了安慰。

並且在安慰之中，因你們衆人使提多心裡暢快歡喜，我們就更加歡喜了。14 我若對提多誇

獎了你們什麽，也覺得沒有慚愧，因我對提多誇獎你們的話成了真的，正如我對你們所說

的話也都是真的。15 並且提多想起你們眾人的順服，是怎樣恐懼戰兢地接待他，他愛你們

的心腸就越發熱了。」（林後 7:13-15）你看見了沒有，哥林多教會不一樣了！跟他第二次

自己專程跑去的那一趟，他們那個時候的態度相比，整個不一樣了。所以，保羅的第三封

書信，就是在《聖經》上沒有記載的這封書信，可能產生了它非常大的果效，或是至少提

多的這一趟看望，產生了一些的果效，叫保羅的心得到安慰。 

        我想我剛剛講的這十分鐘，可能是最複雜的一段，請你們一定回家再聽，好不好？因

為如果沒有從《聖經》的來龍去脈找出這些線索的話，你搞不清楚保羅到底去過幾次哥林

多？到底寫過幾封哥林多書信？現在有沒有稍微明白一點？有了啊。好！ 

        保羅從特羅亞以後，接著就到了馬其頓，在馬其頓那邊，他跟提多相會，然後他跟提

摩太聯手寫了《哥林多後書》。他在馬其頓的期間，走遍了馬其頓，《聖經》上說他在那

裡勸勉門徒，甚至遠達以利哩古，這是我們等一下會放地圖給大家看的。然後跟提多相會，

然後跟提摩太聯手寫《哥林多後書》。 

        在這個時候，他又再一次地打發提多跟兩個弟兄到哥林多去，為著耶路撒冷的窮人辦

理捐款的事情。這是在《哥林多後書》第八章十六節：「16 多謝 神，感動提多的心，叫

他待你們殷勤，像我一樣。17 他固然是聽了我的勸，但自己更是熱心，情願往你們那裡去。

18 我們還打發一位兄弟和他同去。」（林後 8:16-18）後面又說，還有另外一位弟兄，所以

在二十三節說：「論到那兩位兄弟，他們是眾教會的使者，是基督的榮耀。」（林後 8:23）

所以，這是在馬其頓發生的事情。保羅再次打發提多，提多老遠地回來跟他相會，安慰了

他以後，他就再次打發提多跟兩個弟兄到哥林多去，辦理為耶路撒冷窮人捐款的事情。很

有可能《哥林多後書》就是這個時候託提多親自帶去的。 

        我想保羅的四封書信，我們現在都講清楚了。第一封書信《聖經》上沒有保留，但是

在《哥林多前書》裡面已經給我們暗示，知道他曾經寫過第一封書信。然後接著寫《哥林

多前書》。寫完《哥林多前書》以後，他又親自跑了一趟哥林多，然後寫了第三封書信，

沒有記載的，《聖經》沒有保留的。然後，他離開了以弗所到了馬其頓，在馬其頓寫《哥

林多後書》，託提多送到哥林多去。四卷書信都講完了。 

        有沒有人自己在家讀，就是這樣的？都是。感謝主！至少沒有人反對。我想我就是研

究了很多學者的著述，比較了各種版本的《聖經》，按著《聖經》的歷史順序把這個很有

可能的情形找出來，讓大家了解。 

        我們現在回頭來看在以弗所期間的事。請弟兄姊妹記得，保羅在以弗所的期間，其實

是面對著非常、非常大的挑戰。論保羅在以弗所教會所面臨的挑戰，我們至少可以列出四

個。 



        最簡單的一個，也是所有宣教士共同面對的，就是一個新的環境所帶來的壓力，這是

所有宣教士都需要面對的。他們在那裡所面對的是一個新的文化、新的環境、新的社會、

新的風俗習慣、新的語言、新的氣候、新的食物，所有的東西都是新的。就像你突然進到

回教國家，那是一個非常辛苦的事情，你整個生活都需要調整，而且他們對宗教的排斥，

對基督教的威脅，這些都是一個壓力。 

        這是第一方面他所面對的壓力。保羅自己又不是一個身體很好的人。我們說過他到加

拉太，有人說他幾乎是摸著去的，因為他的眼睛非常嚴重地生病。他身上，有人說他的刺，

可能也是他的疾病，這都是我們沒有辦法確認的。但是《聖經》上說到他的身體不好是真

的。所以，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是外邦人的反對。以弗所在當時可以被稱為是一個宗教的中心，因為他們

拜偶像拜得非常得厲害。最有名的廟就是在《聖經》上這裡講到的亞底米廟，這是希臘女

神，專門管生育的。這個廟在當時是最發達的一個廟，曾經被列為古代七大世界奇觀之一。

這個廟蓋得非常宏偉，香火很甚，各地的人都來到這裡。所以，這是偶像非常盛行的地方。 

         而且以弗所的人非常流行福牌，或是一些短短的文字，算命的、念咒的會給你一些的

祝福，或是一些咒語等等。所以，在以弗所是一個外邦宗教非常盛行的地方。我們等一下

從銀匠鬧事就可以知道。 

        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像我們今天去臺灣，去泰國等佛教非常盛行的地方，你

發現很難去跟他們傳福音。你一跟他們講，他們就說：我已經有神了，我們已經拜了某某

神了！你發現這真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 

        可是保羅在以弗所這個地方，根本都不歇息！他不僅讓以弗所聽見福音，他讓整個亞

細亞都聽見福音，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這是保羅所面對的第二個挑戰，就是面對一個完

全拜偶像、充滿了假神、充滿了偶像的地方。還不只是像來到美國，或是來到一個至少比

較中性、沒有什麽偶像背景的地方，他們是來到有很強烈偶像背景的地方。這是第二個挑

戰。 

        第三個挑戰，是猶太律法主義者的攻擊、反抗和譭謗。這個是保羅不管到哪裡去，猶

太主義像狼一樣跟在他的後面，一直要攻擊他的。所以，保羅在那裡頭三個月先跟他們傳

福音、先跟他們辯論，「有些人心裡剛硬不信，在眾人面前譭謗這道。」（徒 19:9）請大

家注意：這個道不是道理的道，不是譭謗他所傳的信息（message），不是譭謗話語

（word），你如果去讀英文《聖經》的話，這個道就是這條路（the way）。在整個《使徒

行傳》，「這條路」（the way）出現六次，有些英文本的翻譯是用大寫的。 

        弟兄姊妹，我們就曉得，光講道理，人家的反對還不見得太強；當你要傳一條路，走

主的路，傳一個見證，一條主的道的時候，真正是走路的道，弟兄姊妹，你馬上受到逼迫。

屬靈的清談，人家還會跟你談，不見得會直接逼迫你，大家彼此說說聽聽嘛！可是你真正

要走路的時候，就像我們今天準備要面臨到一個很大的挑戰，等一下我們聚會也會講。我

們說要全家來禱告，甚至我們要有潔淨的聚會，我們要焚燒，你就發現馬上碰到抵擋。從

孩子們、從大人、從各方面來的就會說：哎呀，你們何必呢？你們為什麽要做這件事呢？



大家就有各式各樣的意見、各式各樣的看法、各式各樣不同的冷嘲熱諷或是反對，你就發

現你真要走路，一定遭到反對。 

        撒旦怕就是怕「道成肉身」，撒旦怕就是怕 神的兒女們真正在主的面前往前走，因為

腳掌所踏之地就是我們的！腳掌一踏，仇敵就少了；我們多向前走一步，仇敵就多退後一

步，因為 神應許要給我們。所以，我們發現一個人不走路，仇敵不太管他；一個教會不走

路，仇敵根本是在睡覺的。可是當 神的家要起來走路，真正信奉這道（the way），要起來

走路的時候，仇敵一定抵擋。 

        所以，我們發現猶太人就在這裡逼迫信奉這道的人。當然，這道（the way），主耶穌

自己說過：「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 14:6）就是逼迫信奉耶穌的人。這是第三方

面的攻擊，而且是非常非常強烈的攻擊。 

        第四個，是保羅對眾教會掛心的事。雖然他人在以弗所，可是他整個的心掛著眾教會，

這是《哥林多後書》十一章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的。保羅說他受的傷害、危險、江河的危險、

行路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勞苦、多次不得睡、又飢又渴…這些不過是外面肉身上的。

他說：「除了這外面的事，還有為眾教會掛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林後 11:28）

天天壓在保羅的身上，他人在以弗所，可是他整個的心掛的是眾教會的事情。所以，你看

他後來在哥林多寫《羅馬書》也好，寫《加拉太書》也好，整個加拉太就掛在他的身上。

他替他們憤怒，他替他們著急，他替他們再受生產之苦。所以，你就曉得眾教會的事情就

一直都掛在保羅的身上。 

        而在這麽多裡外交迫和艱難中，他在以弗所停留了將近三年的時間。這三年的時間，

我們看見了他做工的果效。 

        第一個，不僅僅《使徒行傳》十九章告訴我們：「叫一切住在亞細亞的，無論是猶太

人，是希臘人，都聽見主的道。」（徒 19:10）這真是太偉大的事情！這句話不光是保羅

自己講，自己講的話，也許我們會覺得說：哎呀！那會不會有私心，他誇大了他自己工作

的果效。我們發現連仇敵，這個銀匠底米丟都為他作見證，說：「這保羅不但在以弗所，

也幾乎在亞細亞全地，引誘迷惑許多人…」（徒 19:26）連仇敵都起來為這個人作見證，

這個傢伙不光在以弗所，他在亞細亞全地都讓人受了他的影響。 

         所以，保羅這個人的影響力，就是人在以弗所，可是他的信息、他的影響就一直出去，

這是 神使用保羅的地方。外面有這麽多的艱難、有這麽多的險惡與逼迫，可是我們看見他

這個人在主的面前，絕對不被困住。 

        而且保羅在以弗所的期間，跟在亞細亞的期間，是他描寫他受逼迫裡面最嚴重的地方。

我們看兩節《聖經》就好，一個是在《哥林多前書》十五章三十節：「我們又因何時刻冒

險呢？」他是在以弗所寫的《哥林多前書》。「31 弟兄們，我在我主基督耶穌裡指著你們

所誇的口極力地說，我是天天冒死。32 我若當日像尋常人在以弗所同野獸戰鬥，那於我有

什麽益處呢？」（林前 15:31-32）我們知道他在以弗所不是真的跟野獸打仗，以弗所已經

是一個非常進步的城市，它是亞細亞的首都。他不是跟真正的動物打仗，我們知道他在跟

仇敵打仗，這裡說的野獸是仇敵。他天天冒著死，跟以弗所的野獸戰鬥。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們今天有任何一個人的生活的遭遇、壓力或是爭戰，是和保羅一樣

的？他在以弗所，在這麽大的艱難中，天天冒死。 

        《哥林多後書》第一章第八節：「8 弟兄們，我們不要你們不曉得，我們從前在亞細

亞遭遇苦難，被壓太重，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9 自己心裡也斷定是必死

的，叫我們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復活的 神。10 祂曾救我們脫離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

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祂將來還要救我們。」（林後 1:8-10）他是在馬其頓寫的《哥林

多後書》，就是剛剛離開了亞細亞。你們看到了沒有？他在以弗所是同野獸戰鬥，天天冒

死；他在亞細亞的期間，是已經連活命的指望都絕了，連自己心裡面都斷定自己是死定的。 

        所以，《聖經》上雖然沒有那麽明説，在以弗所到底發生了什麽事，在特羅亞到底發

生了什麽事，我們從字裡行間裡面知道是非常得艱難。當保羅在寫《哥林多前書》寫到後

面的時候，他說我目前仍要留在以弗所，「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並且反對

的人也多。」（林前 16:9）所以，我們知道保羅留在以弗所，並不是因為只是工作順利，

只是因為福音興旺，只是因為有很多人得救，不！他說：因為反對的人多。 

        而且他説到這些人像野獸一樣，他天天冒著死在這裡傳福音。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而且在這裡被逼到一個地步，他自己都覺得死定了，他真的覺得死定了。叫他們「不靠自

己，只靠叫死人復活的 神。」（林後 1:9）弟兄姊妹，這是保羅那個時候在亞細亞的心境，

可是他卻叫一切在亞細亞的人，無論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都聽見了主的道。 

        第二方面， 神藉著他們行了許多的事，這是在《使徒行傳》我們看見的。他忙成這樣，

還需要自己織帳篷。他在那裡織帳篷維生，又在那裡傳福音；他忙到一個地步，甚至不見

得有空去應付所有在需要中的人。他說：「甚至有人從保羅身上拿手巾或圍裙放在病人身

上，病就退了，惡鬼也出去了。」（徒 19:12）哎呀！弟兄姊妹，我們真的是羡慕保羅！

這個圍裙不是弟兄炒菜穿的那個圍裙，人家說這是保羅織帳篷的時候的工作服，穿著圍裙，

因為他織帳篷的時候要碰很多的藥水，要碰很多的粗活。所以，他用毛巾擦汗，用圍裙做

工。這個人真的是親手做工，供應他自己和同仁的需要。 

         然後在福音上，他冒死、和野獸戰鬥，天天是在連活著的指望都沒有的底下，為 神

竭力作工。這是不得了的事情！他們在那裡，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我們就看見

《聖經》記載，當那個道興旺的時候，許多行邪術的人就把書拿來，堆積在眾人面前，他

們就焚燒。哎呀！弟兄姊妹，這個真的是讓人感動！ 

         現在，在我們教會，大家有感動，決定在未來的禮拜二，也要有這樣的一個潔淨聚會，

等下我們主日也會特別提到。弟兄姊妹，很多人就覺得為什麽在這個世代還要再做這件事

情呢？為什麽一定要帶到神家呢？弟兄姊妹，當 神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的時候，人就

不會去問為什麽，人裡面就是覺得說我們要起來！我們要潔淨自己！我們要討 神喜悅！人

就甘心情願地把這些東西帶到主的面前來焚燒。 

        他們算它的價值有五萬塊。我上次講過那個時候的工錢，一個人一天是一塊錢，一塊

銀錢。所以五萬塊換算一下，就是等於一個禮拜五個工作天，一百九十個人的工資，相當



於我們整個教會一年的工資。弟兄姊妹，上了一年班，錢不花，把所有的錢拿來，這麽多

錢。 

        所以，一方面來説，我們曉得以弗所那個時候如果不是福音傳來的話，他們真的是活

在偶像、黑暗的權勢底下！這些行邪術的書，這些得罪 神、不討 神喜悅、不能在 神面前

存留的邪惡的東西，就這麽多錢。但是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當 神的道進去的時候， 

神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他說：就是這樣。 神的百姓甘心把這些值錢的、捨不得丟掉

的東西、當初貪戀的東西、隱藏的罪惡，統統帶到 神的面前，用火把它給燒掉了。弟兄姊

妹，那是一個偉大的得勝！真是教會一個偉大的得勝！ 

        所以，剛剛我為什麽要先講一講保羅在以弗所教會所面對的挑戰、那個逼迫、那個壓

力有多大，然後，他所做出來的工卻又是怎樣，弟兄姊妹，那真是不得了！ 

        他在亞細亞的期間，「叫一切住在亞細亞的，無論是猶太人，是希臘人，都聽見主的

道。」（徒 19:10）《啓示錄》裡面講到的七個教會，從以弗所講起，士每拿、別迦摩、

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全都在亞細亞這一帶。不管有些教會是不是保羅親

自去建立的，或是藉著他所傳的道受影響的。 

        也有很多人說，因為亞底米廟太有名了，以弗所城太有名了，所以各地的人、觀光客、

附近的居民差不多定期都會來，好像朝聖一樣。他們會來到以弗所觀光、上香、在廟裡面

求福，所以他們來的時候，保羅就在這裡把福音一直傳。 當他打完工的時間，就是在眾人

比較可能來到以弗所的期間，他就在學房裡面跟人辯論，向人傳福音。所以，叫一切在亞

細亞的人都聽見福音。 

        所以，眾教會不管是他親自去建立的，或是藉著他所傳的福音，就在這邊一個一個建

立起來。保羅後來寫的書信，像《以弗所書》、《歌羅西書》，我想這都是我們非常熟悉

的教會，都在亞細亞這一帶。 

        所以，我們記得第二次出外佈道的時候， 神不要他去亞細亞，因為時候還沒有到。 

神在這裡預備保羅，先讓他在其他的地方學順服，在其他的地方 神繼續對他説話，十字架

的工作繼續在他身上。而當他來到以弗所的時候，他是來到了整個偶像權勢的中心，來到

了亞細亞這麽重要的一個據點， 神使用這個器皿， 大大地使用這個器皿，把整個亞細亞

幾乎都給吞滅下來，整個福音掃遍亞細亞。《聖經》上路加說：整個亞細亞都聽見了，連

仇敵都作見證說：不光在以弗所，幾乎在全亞細亞，這個人都影響了他們。 

       弟兄姊妹，有一本書叫作《翻天覆地一使徒》，這個人真的是翻天覆地（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他到哪裡去，就把 神的福音、屬靈的影響力、祝福，帶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這是我們提到保羅在亞細亞，在以弗所所發生的事。在以弗所還有其他幾件重

要的事情，我們很快地提一下。 

        第一個，是他到了以弗所後，聽説有很多的門徒是受了施洗約翰的洗，根本連聖靈都

沒有聽説過，很多的事情，他們都不知道。保羅就在那裡把福音傳給他們，然後他們就信



了耶穌，奉主耶穌的名受洗。保羅就按手在他們頭上，聖靈也降在他們身上，他們說方言，

又說預言。 

        有很多的學者認為說，這些人原來根本都沒有真正重生、得救。因為他們對耶穌不熟

悉，他們甚至也沒有受過洗，他們連聖靈都沒有聽過。他們不過就是接受了約翰所傳的悔

改的洗，他們認罪，他們願意相信，他們接受。但是，他們對基督、對聖靈，完全都是隔

了一層幔子，並不了解。是保羅來把福音清楚地傳給他們，所以他們立刻奉主的名受了洗，

保羅這個時候為他們按手，他們都受了聖靈。 

        另一件事情是，有一些人奉主的名在這裡趕鬼，反而被鬼制服。我想這個例子我們以

前講道也提過好幾次，他「說：“我奉保羅所傳的耶穌，敕令你們出來！”」（徒 19:13）

講的話都很有權柄，我敕令你們出來，人家就是不出來，甚至出來的時候是跳到你的身上。

「“耶穌我認識，保羅我也知道。你們卻是誰呢？”」（徒 19:15）所以，我常常跟弟兄

姊妹講，不要做一個被人誇獎自己屬靈的人，也不要做一個自己認為自己屬靈的人，要做

一個 神知道你愛祂的人，「若有人愛 神，這人乃是 神所知道的。」（林前 8:3）要做一個

仇敵怕你的人，仇敵知道你屬靈，所以怕你。仇敵知道你屬靈，那是真屬靈。 

        你愛 神，愛到 神知道，弟兄姊妹，那這是真愛 神。人誇獎你，你自己認為屬靈，弟

兄姊妹，我不是說這些一定就不屬靈，但是不夠好！要做到仇敵怕，仇敵識貨。仇敵最識

貨的，除了 神鑒察人心，沒有一件事情不曉得以外，弟兄姊妹，仇敵比我們人都識貨，仇

敵知道我們這個人幾斤幾兩。我們這個人講話的時候，牠到底是要休息呢，還是牠要起來

攻擊，起來抵擋呢，仇敵自己都知道的。所以，我們自己在主的面前，求 神幫助我們。這

是第二個點。 

        第三個，我剛剛提過了，行邪術者悔改、焚書。 

        然後，接下來，他寫了《哥林多前書》，接著打發提摩太和以拉都往馬其頓，再到哥

林多。 

        提多去哥林多，應該是在他快速往返哥林多以後，而且他就開始寫了所謂的第三封信，

寫完以後，他才打發提多。一種說法是提多送這封信去；一種說法是在信出去以後，他心

裡面仍然放心不下，他再打發提多去。 

       第四個，是講到銀匠底米丟聚眾鬧事。底米丟這個人非常厲害。他自己的生意利益受

了虧損，但是他卻美化了，找了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激動人心，在這裡做群眾運動。他

說：我們銀匠們會被人藐視。其實是他的錢受到虧損。 

        但是他在這裡，請我們看第十九章二十七節，說：「不獨我們這事業被人藐視」，第

二件事情，他說：「就是大女神亞底米的廟也要被人輕忽」。他把事情從他們的行業擴大

到整個廟。那個廟在當時是亞細亞最有名的，甚至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觀之一，所以你就知

道它的重要性，他說連這個廟也要被人藐視。接下來，他又說：「連亞細亞全地和普天下

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榮也要消滅了。」他一層一層地把這件事情擴大。《聖經》上說：

「眾人聽見，就怒氣填胸」（徒 19:28）滿城轟動起來。這個真的是應驗了《聖經》上說



的，一點點的麵酵可以使全團發起來。罪進來了，挑動的話進來了，你就發現那個反面、

反對、消極的勢力就一直擴大。 

        所以，不是因為我是傳道人，我覺得今天多少的教會被拆毀，差不多都是仇敵丟進了

一點東西以後，我們沒有立刻除去，而讓這個東西在神家發酵。我們攻擊 神的僕人也好，

或是彼此之間不服、爭競等等，有罪惡進到神家，有錯誤的教訓進到神家，結果就一直蔓

延，一直蔓延，一直蔓延。他從一個人到整城轟動，弟兄姊妹，你就曉得這個影響力了。 

        所以，我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影響力，但是是正面的，還是反面的？剛才我們看見了

保羅的影響力，他人可以在以弗所，他可以受這麽多的艱難，他可以天天冒死，他可以活

在一個壓力、壓迫的底下，甚至下到監獄裡面；可是這個人的影響力從來不受時空的限制，

一直傳遞出去。同樣的，在這裡一個銀匠，他可以讓整個以弗所反起來，以至於保羅被迫

離開以弗所，然後先到了特羅亞，再往馬其頓去。 

        弟兄姊妹，我想今天因為講以弗所比較花時間，所以我講的時間多了一點。下一次的

聚會只有一堂，請大家盡量準時，可以讓我省五分鐘。我們要趕快把他在馬其頓、亞該亞、

及回程，很快地提一下。然後我們需要提救恩論的四卷書。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對不對？

我們只能點到為止了。好，今天的時間到了，我們就停在這裡。 

        下一次我們要稍微看一下，保羅在這一段時間所寫的書信。可是在看書信之前，我們

需要先看保羅的内心，他的心路歷程，在這段時間保羅對主特別的經歷和認識。因為這些

經歷和認識成為他寫書信的主要的内容。這些書信的内容不只是像《哥林多前書》一樣，

是針對他們的一些問題來解決；而是在字裡行間裡面都表達出他這段時間對主的認識和經

歷。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我們讀保羅書信，不能只去讀他寫了什麽，而是要讀 神在他身

上特別的工作，我們能夠了解他的心路、他生命的歷程到底是怎麽回事。這是我們下一堂

課要講的。 

 

禱告： 

       主啊，雖然我們每一次匆匆忙忙的，我們讀過這麽多重要的信息和《聖經》，但是主

耶穌啊，我們求祢為我們保守！也讓這些話、保羅這個人、保羅所寫的信息，能夠在我們

裡面留下的深刻的印象，真正地在這裡讓我們晝夜思想，也讓這些話來改變我們，來影響

我們。 

       主啊，祝福祢的教會！祝福我們所有在座的，在祢面前這段時間的學習。主耶穌，主

耶穌，幫助我們。若有人愛 神，這個人是 神所知道的，主啊，讓我們都起來像保羅一樣，

盡心盡性地來愛祢！ 

        謝謝主！聽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問題討論 

        第十九章可分為三個段落：來簡述保羅在以弗所的事奉。 

第一段：19：1-12 保羅如何在以弗所勇傳福音見證主的道 

第二段：19：13-20 因耶穌的名行邪術的眾人悔改焚書自潔 

第三段：19：21-41 銀匠底米丟慫恿眾人聚集騷亂攻擊保羅 

 

1. 簡述保羅在以弗所除了身體的疾病之外還有什麼難處和挑戰呢？在這樣艱難的

環境中保羅是如何事奉神的呢？從他的身上我們學習到什麼？ 

 

2. 聖經說：“神藉著保羅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他去到哪裡就將屬靈的

影響力和屬靈的祝福帶到哪那裡。這給我們有什麼樣的提醒？怎樣才能讓 神藉

著我們將屬靈的祝福帶給身邊的人？ 

 

3. 將士基瓦的兒子們和保羅所做的進行對照時，你認為真正敬畏 神的人和行邪術

拜偶像的人有什麼不一樣的事奉和結局？什麼樣的人是被神知道的呢？ 

 

4. 銀匠底米丟為何事慫恿眾人攻擊保羅？他是如何把事情象面酵一樣擴大，使滿

城的人騷動起來聚集攻擊保羅的？在生活和事奉中面對罪和論斷等負面言語時

我們該如何止息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