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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宣教旅程第三次宣教旅程 使徒行传十八23至十九

保罗第二次旅程结束回程的时候，经过以弗所，

他把亚居拉 百基拉夫妇留在了以弗所他把亚居拉、百基拉夫妇留在了以弗所，

告诉他们说 ─我还会再来，就回到安提阿教会。

在他第三次旅行布道 就开始要往以弗所去了在他第三次旅行布道，就开始要往以弗所去了。

十八24-26 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
他生在亚力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

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
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

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只 晓
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

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
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

‧亚波罗与亚居拉夫妇 ‧圣灵的洗‧以弗所服事‧银匠骚动

亚居拉是先生，百基拉是妻子…
也许妻子口才比较好，做了很多教导的服事

亚居拉能够支持百基拉的服事，

作妻子的才能够有非常好的教导

亚波罗受了栽培之后，
以弗所教会就支持亚波罗往亚该亚去事奉以弗所教会就支持亚波罗往亚该亚去事奉。

宣教的基地 早是耶路撒冷，
然后转移到外邦世界安提阿 以弗所

十八27b 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

然后转移到外邦世界安提阿、以弗所。

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

圣经当中有非常多的福音队 布道队 宣教的队伍圣经当中有非常多的福音队、布道队、宣教的队伍，
在当时的外邦世界当中被主所用。

‧亚波罗与亚居拉夫妇‧圣灵的洗 ‧以弗所服事‧银匠骚动

十九章 第三次的旅行布道十九章 ─ 第三次的旅行布道，
保罗进入了以弗所，就是亚波罗先去服事过的地方…

十九1-7 保罗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
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

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甚么洗呢？」

他们说：「是约翰的洗。」

这是被亚波罗服事的结果…
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

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

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



‧亚波罗与亚居拉夫妇‧圣灵的洗 ‧以弗所服事‧银匠骚动

福音的扩展当中，这一群体很小 ─ 只有十二个，
可是路加用非常鲜明的笔法把他写下来，

让我们认知真理全备的认知跟传讲是多么的重要

讲述以弗所的教会，福音怎样进到那边，

圣灵一样降在这些人身上 ─说方言、又说预言预言，，

这个模式就是跟五旬节的时候一模一样

五旬节的模式 ─ 腓利传福音进入撒玛利亚；

哥尼流全家信主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哥尼流全家信主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

使徒行传用圣灵的记号，看见这是圣灵推动福音的进展，

每一个接受福音的人同时都会领受圣灵，每 个接受福音的人同时都会领受圣灵，

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外显的记号

让人无可推诿的知道，这群人是跟最原初的那一群人让人无可推诿的知道，这群人是跟最原初的那 群人
─纯正的福音接收者，是一模一样的

‧亚波罗与亚居拉夫妇‧圣灵的洗 ‧以弗所服事‧银匠骚动

读这个经文的时候，需要准确的解释、才能准确的应用，
不然每一次以为都要去给人家按手、然后圣灵降临…

觉得这是唯一的标准模式吗？

也要留意，使徒行传提到圣灵降临，

不是百分之百的都是说方言、说预言
只是福音进展的关键时刻，路加用这种方式方式来写来写

相对的看见 ─ 完整领受洗礼的当下，
到底在生命当中领受了多少的恩典呢？

罗马书教导 ─ 基督徒所受的洗，

是与主耶稣同死 同埋葬 同复活 表明与主联合是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表明与主联合，

因着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洗礼成为恩典的媒介，

耶稣基督所有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耶稣基督所有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

通通都临到我们的身上。

‧亚波罗与亚居拉夫妇‧圣灵的洗 ‧以弗所服事‧银匠骚动

父 子 圣灵当我们奉父、子、圣灵受洗的时候，

所有耶稣基督所传讲、约翰所带来的每一个每一个真理真理，，

因着信而受洗，每一个真理、应许，都发生在我们身上。

从约翰的洗开始，我们悔改转向神、心思意念被改变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借着洗礼我们与主同死，

我们已经罪身灭绝、与耶稣同钉十字架我 罪身灭 、与耶稣同钉十字架

耶稣死了、埋葬了…
我们的肉体、私欲，与主同死、同埋葬我们的肉体、私欲，与主同死、同埋葬

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圣灵保惠师降临
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也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这是整个的救赎恩典，洗礼包含了全部，

在我们受洗的那一剎那 每一个恩典 真理 应许应许在我们受洗的那一剎那，每一个恩典、真理、应许应许，，

百分之百的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亚波罗与亚居拉夫妇‧圣灵的洗 ‧以弗所服事‧银匠骚动

弗所这群门徒 真 悔改的洗以弗所这群门徒，接受的真理教导不完整 ─ 只有悔改的洗，
当他们再一次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包含圣灵的洗，

圣灵的洗成为使徒行传中很重要的一个记号 ─
证明他们跟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在这一段救恩进展的特别关键期，

把这个受洗的事件，在以弗所门徒身上用分解动作展现 ─
洗礼当中包含了多少丰富的恩典
在历史当中，见证以弗所门徒如同…

都是领受纯正的福音，接受了纯正的、

从上帝而来的圣灵浇灌，内住在他们的身上帝 来 灵 灌， 在 身

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时候，包含 ─
耶稣埋葬 复活 升天 所领受内住的圣灵耶稣埋葬、复活、升天，所领受内住的圣灵，

因着受洗通通在我们的里面了。



‧亚波罗与亚居拉夫妇 ‧圣灵的洗‧以弗所服事 ‧银匠骚动

见证以弗所教会在主后第一世纪的末期，
是非常重要、居于领导的位置。

十九8-10 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
辩论神国的事 劝化众人

是非常重要 居 领 的 置

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
在推喇奴的学房，这样有两年之久，

叫 切住在亚细亚的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
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

十九8-10 神藉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
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

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
病就退 鬼也 去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

‧亚波罗与亚居拉夫妇 ‧圣灵的洗‧以弗所服事 ‧银匠骚动

十九13-16 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
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

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
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士基瓦的七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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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他们说 「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
恶鬼跳在他们身上，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

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结尾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结尾的时候

太七22-23 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
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赶鬼 行许多异能吗？」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异能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有的时候上帝怜悯他的群羊有的时候上帝怜悯他的群羊，
使用某些软弱的、不合格的器皿，来释放了一些人，

只是使用了 下子 就必须丢掉的某些工具只是使用了一下子，就必须丢掉的某些工具；

上帝渴望用的是贵重的器皿，能够与神同工的。

‧亚波罗与亚居拉夫妇 ‧圣灵的洗‧以弗所服事 ‧银匠骚动

被耶稣认识 鬼 反讽这一群人不被耶稣认识，甚至从污鬼的口中带来极大的反讽，
更见证了福音的果效…

十九17-20 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
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

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
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

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

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

这个福音大跃进，使徒行传的第五次。亚西亚亚西亚

福音透过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回到了亚西亚，

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想要去 可是耶稣的灵不许；
以弗所

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想要去，可是耶稣的灵不许；

这时候福音在欧洲立稳了它的基准点 ─ 在以弗所。

‧亚波罗与亚居拉夫妇 ‧圣灵的洗‧以弗所服事 ‧银匠骚动

这段时间 保 计划要去拜访这段时间，保罗已经计划要去拜访罗马 ─使徒行传后头，
保罗成为一个带着锁炼的囚犯，一路往罗马去；

以弗所成为 个关键点 是 个战略位置的城市

十九21 保罗心里定意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

以弗所成为一个关键点，是一个战略位置的城市。

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
当时第一大城

十九22打发提摩太、
以拉都二人以拉都二人

往马其顿去，
自己暂时等在自己暂时等在

亚细亚。

关键城市 教会关键城市、教会，

被主兴起。



‧亚波罗与亚居拉夫妇 ‧圣灵的洗‧以弗所服事‧银匠骚动

路加不会只报导事件的光明面，也会写作所带来负面的影响。

十九23-24a 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十九23 24a 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
有一个银匠，名叫底米丢…

这 头头发 不对这个头头发现 ─ 不对，

当全城的人都不拜偶像、又把邪书焚烧了，

那我们还有生意可做吗？就开始带头作乱。

以弗所城敬拜女神亚底米，以弗所城敬拜女神亚底米，
神庙里供奉一个殒石，认为是亚底米的神像，

以弗所就是保管这块石头的神圣的城市；以弗所就是保管这块石头的神圣的城市；

就仿造这块石头，银匠造很多神像贩卖。

可以想象 ─ 当大家都信耶稣、不拜偶像了，可以想象  当大家都信耶稣、不拜偶像了，

这个行业就没饭吃了…

‧亚波罗与亚居拉夫妇 ‧圣灵的洗‧以弗所服事‧银匠骚动

在这当下，底米丢所率领的银匠开始罢工、闹事。
福音能够在一个城市有突破，以弗所要成为外邦宣教的据点，

是一个极大的属灵争战；反而让人更加儆醒在上帝面前。

十九28 众人听见 就怒气填胸十九28 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

跟犹太人对保罗的服事满心嫉妒，

圣灵充满门徒们被圣灵充满，是同一个字眼。
生命当中如果不是被圣灵充满，

其 多负 奇特 某 情会被其他很多负面的、奇特的某些情境，
充满、支配、引导我们的生命。

这 群人在作乱当中被怒气所支配 造成极大的动乱

当时几个同工已经准备要离开，要往下一个点去…

这一群人在作乱当中被怒气所支配，造成极大的动乱。

十九30 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

‧亚波罗与亚居拉夫妇 ‧圣灵的洗‧以弗所服事‧银匠骚动

十九35 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

外在的动荡是极大的挑战，可是也需要儆醒 ─外在的动荡是极大的挑战，可是也需要儆醒
在我们内在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人、事、物，

取代上帝在我们生命所应有居首位的位置？取代上帝在我们生命所应有居首位的位置？

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是能够以圣灵、以上帝为引导，

以上帝为我们生命当中所最在乎的以上帝为我们生命当中所最在乎的
如果上帝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占第一位，

我们会被怒气 嫉妒 其他的负面的东西所取代我们会被怒气、嫉妒、其他的负面的东西所取代

求主引导我们 ─ 在服事主的当中，
也留意生命当中我们是 个什么样的器皿也留意生命当中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器皿，

能够被主所用。

在他的恩典跟能力当中在他的恩典跟能力当中，

保罗这一群人，在艰难里面仍然被主所用。

祷告祷告爱我们的耶稣 我们感谢你
祷告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

当我们属于你，跟随你的时刻，

我们所追求的不能只是外在的工作有果效，

主啊！引导我们，在内里的诚实当中 ─
让我们始终能够尊你为大，

让我们始终可以经历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充满的；

我们可以顺服你、可以以你为乐的，

而不用任何的人事物、或者作工的果效，

来代替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为主、为王的位置。

谢谢你，引导你的儿女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谢谢你，引导你的儿女们，

让我们服事你的当中，都在圣灵充满里面来行事。

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