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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课 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行 

逐字稿 

 

围绕基督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今天进入到 39 课。在这一课，我们会

来追寻使徒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的脚踪。我们仍然会分三部分来陈述。首先，

保罗在以弗所，记载于《使徒行传》18 章 23 节到 19 章 20 节。其次，以弗

所人的亚底米，记载于《使徒行传》19 章 21-41 节。最后，保罗赴耶路撒

冷，记载于《使徒行传》20 章。 

首先，保罗在以弗所，记载于《使徒行传》18 章 23 节到 19 章 20 节。

保罗决定再次启程，开启第三次宣教旅行的征途。他离开了叙利亚的安提阿，

依次看望各地的教会，就是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宣教旅行中创立和访问的教

会。在他的行程安排中，以弗所是必须要去的。因为他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快

结束的时候，曾经短暂路过以弗所，并向当地信徒承诺过，他一定会再回来

拜访他们。当保罗离开后不久，有一个叫亚波罗的犹太人来到了以弗所。此

人大有学问口才，最能讲解圣经。他聚集众人教导他们。不过，尽管他熟悉

圣经，却只单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因此，当保罗稍后来到以弗所时，遇到聚

集在那里的几个门徒，就问他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我们

甚至都不知道圣灵；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有关圣灵的教导，因为我们只

受了约翰的洗礼。保罗就根据耶稣基督的受苦、受死、复活和得荣耀，将福

音的真理教导他们。这些门徒很愿意奉耶稣的名受洗。保罗又按手在他们的

头上为他们祝福，他们就受了圣灵。圣灵浇灌的情景在他们身上同样发生了。

我们看到圣灵浇灌的事件曾经发生在五旬节，后来发生在哥尼流的家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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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在以弗所人中间又再次发生了。上帝掌管祂自己的工作，并且随己意倾倒

祝福。保罗继续进到会堂里教训犹太人，和他们辩论关于福音的事，有三个

月之久。但犹太人的心刚硬不信，于是保罗离开他们，转向外邦人布道。他

在以弗所待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将恩典和救恩之道教导外邦人。他又施行了

许多特别的神迹，比如医治病人，赶出恶鬼。 

当时在以弗所有一个犹太人名叫士基瓦，他有七个儿子。这七兄弟看到

保罗所行的事，就心想：嘿，我们也可以依样画葫芦试一试。于是他们找到

一个被恶鬼所附的人，对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恶

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 恶鬼所附

的人就攻击他们，跳到他们身上。这些人受了伤，赤身露体，落荒而逃。当

以弗所的民众听到这事，心里就大大惧怕，许多人相信了耶稣基督。主的名

从此就尊大了。在信徒中间，有不少人把他们的藏书带过来，就是有关各种

迷信和邪门歪道的书籍，都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之后他们算计书价，大概

总值五万块钱。信徒将各人收藏的世俗读物都清理出来并付之一炬，这实在

是悔改之心所结出的果子。上帝的道大大兴旺，不仅在以弗所得以宣扬，更

广传到欧洲的其他地方。在结束这一部分时，我要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中间

有多少人愿意将自己收藏的有害读物和垃圾音乐拿出来烧掉？不，我不是要

你送给别人，那样做只会毒害他人，而是要劝告你把它们彻底烧掉，因为这

些东西都是从撒旦而来。如果我们的心归向主，那么我们就不再需要这些书

籍和音乐。 

接下来我们进入本课的第二部分，以弗所人的亚底米，也叫狄安娜，记

载于《使徒行传》19 章 21-41 节。因为上帝的道传遍了以弗所和亚细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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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所以很多信徒再也不去购买亚底米的银龛和偶像了，这亚底米是以弗所

人历来所供奉的大女神。于是那些制作银龛和偶像的工匠们就坐不住了。有

一个名叫底米丢的银匠，是专门以制造这些偶像和银龛为业的。他召集同行

的工匠，对他们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靠制造这些银龛作为生计，靠

这门生意养家，这也是我们的财路。但是现在，这个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

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众人，不再敬奉亚底米女神。照这样下去，大

家以后就不会再来买我们的偶像和银龛了。因为保罗教导他们说，人手所做

的，不是神。”底米丢接着说，“若是这样，不仅我们的饭碗要被砸，我们的

生意要泡汤，而且大女神亚底米的神庙也要被人轻忽，因为那些跟随保罗的

信徒，再也不会来亚底米的神庙烧香进贡了。”众银匠和手艺人听到这话，

就怒气填胸，开始大声喊道：“大哉，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 他们狂呼乱

叫，以至于整座城市都轰动起来。众人都开始齐声大喊：“大哉，以弗所人

的亚底米啊！”保罗听到以后，就想进到场内去教导众人。但门徒告诉他，

现场太危险，并且拦阻他，不让他过去。最后是城里的书记赶过来安抚了众

人。他责备和质问聚众闹事者，对他们说：“以弗所人哪，我们都知道亚底

米女神是伟大的，而且我们都敬奉她。但你们为什么行事愚昧呢？你们为什

么引发这样一场喧闹和骚乱呢？如果罗马人查问下来，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因为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如果底米丢和他

的同行想打官司或者有什么纠纷，他们应该到方伯那里去告状。方伯可以召

集会议，按照合法程序来审判断案。”说完这话，书记便叫众人散去。 

之后保罗就离开了以弗所。现在我们进入第三部分的内容，就是保罗去

往耶路撒冷，记载于《使徒行传》20 章。在以弗所的骚乱之后，保罗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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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返回耶路撒冷之前，顺便去拜访更多的教会。保罗有一个愿望，在回到

耶路撒冷之后，有一天还要去访问罗马。当保罗路过特罗亚的时候，当地的

基督徒在七日的头一日集中聚会。请注意，这一天是主日。所以他们已经开

始实践在主日举行礼拜聚会，并在聚会中有讲道和擘饼仪式，后者也称为圣

餐。他们在一座房子的楼上聚集，并且请保罗对他们讲道。那是一篇很长的

讲道，保罗一直讲到半夜，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拜访特罗亚教会，而且他很

快就要离开他们。当时在楼上聚会的人当中，有一个少年人名叫犹推古，他

坐在窗台上听保罗讲道。但是他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然后就从三楼的窗台上

掉了下去。当他落地后，众人都认为他摔死了。但保罗下去，弯下身子伏在

他身上，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身上。他还活着呢。”第二天早

上，保罗离开了特罗亚，匆匆上路，巴不得赶在五旬节之前能到达耶路撒冷。 

但保罗仍然希望在回程的路上和以弗所的长老们见最后一面。于是他

请教会的长老们过来。保罗提醒这些长老们，过去三年之久他在以弗所教会

所做的一切事工。他在传道上没有忽略任何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

而是忠心地向所有人传讲耶稣基督的全备福音。保罗告诉长老们，他现在要

往耶路撒冷去，心情非常迫切，因为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他确实

晓得，往后以弗所的信徒再也见不到他的面了。保罗深知，在耶路撒冷有捆

锁和患难等着他。然而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满

怀喜乐地侍奉我的上帝、我的君王、我的主人。”保罗又警告长老们说，“你

们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侍奉和牧养上帝的教会，忠心教导信徒。

我知道我离开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要毁灭羊群。假教师和

假先知也会带来错误的教义，企图破坏已经建造的根基和工程，要引诱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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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正路。”最后，保罗将他们交托上帝和祂恩惠的道，并和众人一同跪下，

再一次为他们祷告说，愿上帝看顾他们，并且亲自建造祂自己的教会。以弗

所的长老和门徒们都伤心痛哭，因为他们相信保罗所说的那句话，就是他们

再也见不到他的面了。于是保罗上路前往耶路撒冷。 

最后，我们用一个警告或教训来结束今天的课程。我们必须总是用圣经

来证明耶稣是基督。如果我们考察保罗的整个事工，就会发现，无论保罗去

到哪里，他总是教导圣经的内容，然后上帝透过祂的圣灵大能地使用保罗所

传讲的经文，并将这些经文应用在听众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能将我们的信

心建立在自己的个人经历上面，也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经历上面。我们要常常

谨记，上帝透过祂的话语和圣灵做工，来带领罪人归信、并建造祂的教会；

只有这样，祂的名才能够得到荣耀。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