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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使使使徒徒徒徒行行行行傳傳傳傳預預預預查查查查    

（（（（19:2119:2119:2119:21----20:620:620:620:6））））    
11/2711/2711/2711/27/17/17/17/17    

一一一一....    保保保保羅羅羅羅在在在在以以以以弗弗弗弗所所所所引引引引起起起起的的的的暴暴暴暴動動動動（（（（11119999::::21212121----41414141））））        
1.1.1.1. 保保保保羅羅羅羅計計計計劃劃劃劃往往往往耶耶耶耶路路路路撒撒撒撒冷冷冷冷去去去去（（（（11119999::::22221111----22222222））））        

19:21 這些事完了、保羅心裡定意、經過了馬其頓亞該亞、就往耶路撒冷去、又

說、我到了那裡以後、也必須往羅馬去看看。 

19:22 於是從幫助他的人中、打發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馬其頓去．自己暫時等在

亞西亞。  
1) “這些事”是指保羅在以弗所，進會堂放膽講道，一連三個月。神藉保羅

的手，行神蹟和趕鬼。平素行邪術的把書拿來燒毀。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

得勝。 

2) 描述保羅在以弗所引起的暴動之前，路加簡略地告訴我們有關保羅下一步

的旅行計劃。在以弗所的事奉接近尾聲時，保羅就計劃【經過馬其頓和亞

該亞，往耶路撒冷去】。他的行程令人費解，因為耶路撒冷在東面，而馬

其頓和亞該亞是在以弗所的西面，並不順路。何況他在來到以弗所之前，

已經在那兩個地方宣了教。但保羅對他的計劃非常確定，因為他已經在腦

海裡仔細思考過，深切關心教會的合一。 

3) 耶路撒冷教會的許多信徒正處於貧困中，需要外來的經濟幫助來維生。為

了滿足他們的需求，保羅希望能將在他所建立的馬其頓和亞該亞外邦人教

會的愛心捐獻親自帶到耶路撒冷去舒困。因此他必須在回耶路撒冷之前，

特地到馬其頓和亞該亞去收集這些愛心奉獻（羅 15:25-27; 林前 16:1-4; 

林後 8-9 章）。這些外邦人信徒，藉著捐獻給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信徒所

需求的幫助，在實際上證明了他們對猶太人弟兄的愛心，強調了教會的合

一（林前 12:26）。雅各書中描述了這種關懷的重要（雅 2:15-16）。 

4) 然而，路加指出耶路撒冷不是保羅旅程的終點。保羅計劃到了耶路撒冷之

後，也必須往羅馬去看看。這正合乎他的願望，就是 “我立了志向、不

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方傳福音、免得建造在別人的根基上．”（羅

15:20）。他還沒有拜訪的羅馬（帝國的中心），就是一個基督的名沒有

被稱過的地方。按照傳福音的策略，他不能拖延太久。就如他對羅馬信徒

所解釋的，“因為我切切的想見你們、要把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使你

們可以堅固．”（羅 1:11）。 

5) 甚至羅馬也不是保羅傳福音的最後一站。在羅 15:22-24， 保羅表達，

“我因多次被攔阻、總不得到你們那裡去．但如今在這裡再沒有可傳的地

方、而且這好幾年、我切心想望到士班雅（西班牙）去的時候、可以到你

們那裡．盼望從你們那裡經過、得見你們、先與你們彼此交往、心裡稍微

滿足、然後蒙你們送行。”。自從他離開安提亞，他不斷地向西旅行，擴

展他的傳福音的疆域，而西班牙是羅馬帝國的最西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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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羅對他要去羅馬傳福音的簡單表達是使徒行傳中的一個轉折點。從此時

開始直到本書的結束，保羅心中的目的地就是羅馬。他終將在羅馬書結束

時到達羅馬；即使去羅馬的方式不是按他所能想像的。 

7) 但當時，他打發提摩太和以拉都兩人往馬其頓去，為他鋪路，以致他到時

親自去收捐獻時，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提摩太是保羅的朋友，門徒，同

工，和屬靈的兒子。提摩太在參加保羅的團隊之前，曾在哥林多事奉（徒

18:5）。聖經沒有說明以拉都是什麼人。到底他是羅 16:24 所提到的，或

是提後 4:20所提到的那個人。保羅自己留在亞西亞一段時間。他暫時停

止他的旅行計劃，因為正如他在林前 16:8-9 所寫的，“但我要仍舊住在

以弗所、直等到五旬節．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為我開了、並且反對

的人也多”。那些反對的人就是不久，因保羅福音事工的成功，在以弗所

發動對抗保羅的暴動的人。  
2.2.2.2. 暴暴暴暴動動動動的的的的原原原原因因因因（（（（11119999::::23232323----27272727））））     

19:23 那時、因為這道起的擾亂不小。 

19:24 有一個銀匠、名叫底米丟、是製造亞底米神銀龕的、他使這樣手藝人生意發

達。 

19:25 他聚集他們和同行的工人、說、眾位、你們知道我們是倚靠這生意發財。 

19:26 這保羅不但在以弗所、也幾乎在亞西亞全地、引誘迷惑許多人、說、人手所

作的不是神、這是你們所看見所聽見的． 

19:27 這樣、不獨我們這事業、被人藐視、就是大女神亞底米的廟、也要被人輕

忽、連亞西亞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榮、也要銷滅了。  
1) 《那時》是指在他離開以弗所之前（徒 19:21-22）。保羅傳福音所引起的

擾亂不小。【道】通常是指基督教信仰（徒 9:2; 19:9; 22:4; 24:14, 

22），可能因為耶穌稱自己為《道路，真理，生命》（約 14:6）。 

2) 這次擾亂的背後的原因是撒旦權勢抗拒神的道的興旺。那時福音正很快地

傳遍了亞西亞全地（徒 19:26; 19:10），撒旦就攪動人心來對抗福音。暴

動的煽動者是銀匠底米丟。他是以製造亞底米的銀龕（發音“刊”）為業

的。 

3) 底米丟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他使這樣的手藝人生意發達】。他甚至可能

是銀匠工會的會長。他們的生意是一門重要和厚利的行業。在羅馬帝國

中，敬拜亞底米是非常普遍的。至少有三十三個神龕(shrine)在全帝國，

在所有異教中為最普遍的。宏偉的亞底米廟（古代世界七大奇觀之一）就

位於以弗所城內，使以弗所成為亞底米女神的敬拜中心。每年春季的亞底

米節日時，許多朝聖者湧入以弗所，使觀光成為該城的主要經濟來源。本

段所提到的暴動很可能發生在節日期間。 

4) 底米丟警覺到基督教的擴張，導致敬拜偶像者的減少，就聚集他的同行和

工人們。在他還沒有想出一些更高尚的理由之前，他毫無遮掩地說，【眾

位，你們知道我們是依靠這生意發財的】。福音威脅到這行生意，導致那

些商人不得不採取行動。接著，底米丟提醒他們基督教的信仰和他們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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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言人（保羅）對他們的威脅是多大：【這保羅不但在以弗所，也幾乎

在亞西亞全地，引誘迷惑許多人，說，人手所造的不是神，這是你們所看

見，所聽見的】。保羅的佈道團否認人手所造的神是真神（林前 8:4-

6），並且他們已經說服了許多人接受真理。如同帖撒羅尼迦人一樣，有

些以弗所人離開拜偶像來事奉這位《又真又活的神》（帖上 1:9）。 

5) 底米丟是一個仇視基督教信仰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傳福音的效應。他找不

到可以控告基督徒的刑事罪狀（徒 19:37），他只在乎他的營業。當更多

人成為基督徒，銀龕的市場必定縮小，置他的事業於危機中。 

6) 福音工作在以弗所成功的原因有三： 

a) 保羅完全委身於耶穌基督，勤奮不懈地傳福音。 

*保羅成為一個人如何可以影響到一個城市，地區，或國家的榜樣。影

響的秘訣不在於一個有魅力的性格，一個聰明的市場籌劃，或政治性的

影響。在他與以弗所教會的長老告別時，勸誡他們，“因為 神的旨

意、我並沒有一樣避諱不傳給你們的。……所以你們應當儆醒、記念我

三年之久、晝夜不住的流淚、勸戒你們各人。”（徒 20:27, 31）。從

他對他的主和神的話語的忠誠中，流露出他的影響。 

b) 一個淨化的教會。 

*徒 19:18-19記載，“那已經信的、多有人來承認訴說自己所行的事。

平素行邪術的、也有許多人把書拿來、堆積在眾人面前焚燒．他們算計

書價、便知道共合五萬塊錢”。由於這淨化的行動，教會就得以潔淨，

並且  “主的道大大興旺而且得勝、就是這樣”（徒 19:20）。 

c) 教會採取恰當的屬靈方法。 

*以弗所信徒沒有去向當局關說，沒有站在銀匠的店門口抗議，也沒有

組織遊行反對對亞底米女神的敬拜。他們並沒有企圖成為受歡迎者。他

們只是傳道，活出他們所傳的道，以他們生活改變的能力面對並排除舊

的社會迷信。 

7) 底米丟接著開始說話，利用眾人對金錢損失的懼怕心理，操縱他們。警告

他們，他們的事業將被人藐視。這是典型的以物質來吸引人，使他們不顧

靈魂的得救。正如耶穌所說的，“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

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可 8:36-37）。地獄中將擠滿

像猶大一樣，愛金錢勝過神的人。 

8) 底米丟除了引發對個人財務的考量，接著利用眾人的宗教熱忱，提出申

訴。他提出一個令人心煩的可能，就是大女神亞底米的廟將不被人重視。

他警告，基督徒正在挑戰亞底米女神的尊榮。 

9) 最後，底米丟的申訴直接指向收入的問題。若亞西亞全地，和普天下所敬

拜的大女神之威榮被銷滅了，以弗所將會遭受損失。亞底米女神的廟在全

羅馬世界是有名的。任何使亞底米女神的名聲受損的事，都會降低以弗所

的地位，妨礙以弗所人的驕傲，令以弗所的經濟癱瘓。對以弗所忠誠的銀

匠團體就必須抵擋這威脅以弗所的名聲和經濟的新宗教。  
3.3.3.3. 暴暴暴暴動動動動的的的的特特特特質質質質（（（（19:2819:2819:2819:28----3434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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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眾人聽見、就怒氣填胸、喊著說、大哉以弗所人的亞底米阿。 

19:29 滿城都轟動起來．眾人拿住與保羅同行的馬其頓人該猶、和亞里達古、齊心

擁進戲園裡去。 

19:30 保羅想要進去、到百姓那裡、門徒卻不許他去。 

19:31 還有亞西亞幾位首領、是保羅的朋友、打發人來勸他、不要冒險到戲園裡

去。 

19:32 聚集的人、紛紛亂亂、有喊叫這個的、有喊叫那個的、大半不知道是為甚麼

聚集。 

19:33 有人把亞力山大從眾人中帶出來、猶太人推他往前、亞力山大就擺手、要向

百姓分訴． 

19:34 只因他們認出他是猶太人、就大家同聲喊著說、大哉以弗所人的亞底米

阿．如此約有兩小時。 

 

1) 對經濟災難的可能，對宗教信仰的挑戰，對市民驕傲的危害，使群眾難以

忍受。聽了底米丟的言論，他們【就怒氣填胸，喊著說，大哉以弗所人的

亞底米阿！】。底米丟達到他的目的，煽動群眾轟動起來。他們就上了街

頭，呼喊他們女神的名字。 

2) 被激怒的群眾顯出暴動的第一個特質，就是《怒氣》。在這種狀況中，人

無法分別是非善惡。這就是典型的世界對待基督教的方式，正如猶太人領

袖聽到司提反的護教辯證（徒 7:54）時的反應。 

3) 福音使人憤怒，因為福音針對他們的宗教和他們的罪，使他們不得不承認

他們的世界觀的不足，暴露他們生活方式的空虛。 

4) 暴動的第二特質是《紛亂》。當暴動者瘋狂地成群走上街頭，整個城市就

變得混亂。在以弗所的猶太人就拿住與保羅同行的該猶和馬其頓人亞里達

古，齊心湧進戲園裡去。亞里達古是帖撒羅尼迦人，而該猶是特庇人（徒

20:4）。亞里達古是保羅的親愛同工，陪伴保羅去羅馬上訴該撒（徒

27:2），並與保羅一同坐監（西 4:10）。他是一個猶太人信徒（徒

4:11）。 

5) 戲園，今天已成廢墟，通常是市民議會的地方，可以容納 25,000人，是

以弗所最大的公共場所。 

6) 當保羅聽到所發生的事，就想要進去戲園。勇敢的使徒想要搭救他的朋友

們，並藉此機會為基督的緣故對底米丟的控訴作出辯護。門徒們認為保羅

若出現在暴民的面前將置他自己於生命危險中，就不許他去。雖然保羅不

以生命為念（徒 20:24），其他的信徒卻不許他無必要地冒生命危險（徒

9:25, 30; 17:10, 14）。 

7) 不但保羅的同工阻止他冒險，連亞西亞的幾位首領也打發人來勸他。亞西

亞的幾位首領是亞西亞省的最高貴和最富有的家族。他們被選出來，為的

是聯合推展敬拜羅馬皇帝的異教。他們雖然不是基督徒，卻是保羅的朋

友。他們是有錢有勢的人，卻與保羅為友，說明他們並不視他為危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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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從事非法活動。可見當時羅馬還沒有開始逼迫基督教（徒 18:14-

15）。 

8) 在戲園裡，【紛紛亂亂，有喊叫這個的，有喊叫那個的，大半不知道是為

什麼聚集】。因此暴動的第三個特質是群眾完全《失去理智》。有些暴民

誤以為亞力山大是發起暴動的人，因此就推他往前說話。恰恰相反，群眾

認出亞力山大是一個猶太人。對於異教信徒而言，基督徒和猶太教徒都是

差不多的。兩者皆敬拜一位看不見的神。兩者也禁止拜偶像。他們知道亞

力山大將說什麼話，並不想听，就大家同聲喊著說，【大哉以弗所人的亞

底米阿】，要完全蓋過亞力山大的聲音。當時群眾完全失控，就這樣喊了

兩個小時。  
4.4.4.4. 暴暴暴暴動動動動的的的的平平平平靜靜靜靜（（（（19:3519:3519:3519:35----41414141））））     

19:35 那城裡的書記、安撫了眾人、就說、以弗所人哪、誰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

是看守大亞底米的廟、和從丟斯那裡落下來的像呢。 

19:36 這事既是駁不倒的、你們就當安靜、不可造次。 

19:37 你們把這些人帶來、他們並沒有偷竊廟中之物、也沒有謗讟我們的女神。 

19:38 若是底米丟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或作自有公

堂〕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對告。 

19:39 你們若問別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斷定。 

19:40 今日的擾亂、本是無緣無故、我們難免被查問．論到這樣聚眾、我們也說不

出所以然來。 

19:41 說了這話、便叫眾人散去。  
1) 終於在兩小時的暴動混亂之後，城裡的書記（相當於今天的市長）恢復了

秩序。身為代表羅馬政府的城裡最高行政官員和聯絡人，他是以弗所的首

要公民。他心裡明知羅馬人將要他為所發生的暴動負責。在安撫了群眾之

後，就告訴他們，【以弗所人哪、誰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亞底

米的廟、和從丟斯那裡落下來的像呢】。他提醒他們全羅馬帝國都知道這

回事（《從丟斯那裡落下來的像》可能是指隕星）。 

2) 他繼續告訴他們，【這事既是駁不倒的、你們就當安靜、不可造次】。他

保證基督徒的任何作為都不可能影響他們那偉大的女神；亞底米的能力是

無法否認的，並她的榮譽是確定的。雖然這位書記是誠心的，但很可悲

的，他所說的並不確實。今天，沒有人敬拜亞底米，而千千萬萬的人卻敬

拜主耶穌基督。 

3) 書記接著轉向一個更嚴重的問題，並辯駁他們，【你們把這些人帶來、他

們並沒有偷竊廟中之物、也沒有謗讟我們的女神】。連這個異教的書記也

見證了基督徒的特質；他們不是小偷，也沒有說出侮辱的言語。即使有底

米丟的宣稱，事實上基督徒並沒有任何不法的行動。 

4) 安撫了群眾的心之後，他接著批評底米丟和銀匠們引發起這次暴動。雖然

群眾沒有奉公守法，他卻避免將責任推給他們。他也提醒他們，【有控告

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自有公堂），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對告】。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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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事情不能在公堂解決，就應當【照常例聚集判斷】（be settled 

in the lawful assembly）。 

5) 城裡的書記用下面的話結束他的辯駁，【今日的擾亂、本是無緣無故、我

們難免被查問．論到這樣聚眾、我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他再次不責怪

基督徒，承認這次的暴動是莫名其妙的。後果是他們將難免被羅馬政府查

問，卻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若羅馬人來調查，以弗所人卻無法為自己辯

護。可能因而失去某些羅馬的特權。他的辯駁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因此當

他叫眾人散去，他們就安靜地離開。底米丟和他的同行銀匠沒有再繼續說

什麼。  
二二二二....    保保保保羅羅羅羅愛愛愛愛教教教教會會會會（（（（20:120:120:120:1----6666））））        

1.1.1.1. 保保保保羅羅羅羅勸勸勸勸勉勉勉勉以以以以弗弗弗弗所所所所和和和和馬馬馬馬其其其其頓頓頓頓信信信信徒徒徒徒（（（（20:1a, 2b20:1a, 2b20:1a, 2b20:1a, 2b））））        
20:1 亂定之後、保羅請門徒來、勸勉他們、就辭別起行、往馬其頓去。 

20:2 走遍了那一帶地方、用許多話勸勉門徒、〔或作眾人〕然後來到希臘．  
1) 暴亂終於平靜下來。多數人會對逃過生命危險而慶賀。但保羅不是這種

人。他所關心的是保護教會的屬靈狀況，過於他個人的安全。他沒有馬上

離開以弗所，而是最後一次請門徒來，勸勉他們。保羅非常清楚，正如他

警戒以弗所教會的領袖們的（徒 20:29-31），教會正面臨假師傅的危險。

毫無疑問，他也關心到信徒們可能對日後暴動的威脅感到膽怯。然而，對

這兩方面的解決方法就是從神的話語來的勸勉。完成這件事後，他才能放

心【辭別起行】，經過馬其頓和亞該亞回耶路撒冷去（徒 19:21）。  
2) 保羅離開以弗所，跨過愛琴海，往馬其頓去；可能經過特羅亞。這旅程的

目的是為耶路撒冷教會的貧苦信徒收集捐獻。他仍然不願錯過向馬其頓信

徒勸勉的機會。當他與馬其頓信徒在一起的時候，如同與以弗所信徒一起

時，【用許多話勸勉門徒】。他的勸勉包括聖經的教導和警戒。  
2.2.2.2. 保保保保羅羅羅羅往往往往馬馬馬馬其其其其頓頓頓頓和和和和亞亞亞亞該該該該亞亞亞亞收收收收取取取取捐捐捐捐獻獻獻獻（（（（20:1b20:1b20:1b20:1b----2a, c2a, c2a, c2a, c））））        

20:1 亂定之後、保羅請門徒來、勸勉他們、就辭別起行、往馬其頓去。 

20:2 走遍了那一帶地方、用許多話勸勉門徒、〔或作眾人〕然後來到希臘．  
1) 保羅此次的路程是從以弗所到耶路撒冷，經過馬其頓（希臘的北部）和亞

該亞（希臘的南部）。這樣的旅程似乎是不合理的，因為從以弗所往耶路

撒冷是向東行，而馬其頓和亞該亞是在以弗所的西面。但他採取這樣的旅

程是為了一個偉大的使命，就是藉著馬其頓和亞該亞教會（外邦信徒）給

耶路撒冷教會（猶太信徒）的捐獻，不但解決耶路撒冷信徒的需要，又可

藉此使外邦人和猶太人彼此相愛，證明同屬基督的身體。  
3.3.3.3. 保保保保羅羅羅羅對對對對傳傳傳傳福福福福音音音音的的的的堅堅堅堅持持持持（（（（20202020:3:3:3:3----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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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在那裡住了三個月、將要坐船往敘利亞去．猶太人設計要害他、他就定意從

馬其頓回去。 

20:4 同他到亞西亞去的、有庇哩亞人畢羅斯的兒子所巴特、帖撒羅尼迦人亞里達

古、和西公都、還有特庇人該猶、並提摩太、又有亞西亞人推基古、和特羅非摩。 

20:5 這些人先走在特羅亞等候我們。 

20:6 過了除酵的日子、我們從腓立比開船、五天到了特羅亞、和他們相會、在那

裡住了七天。     
1) 保羅在亞該亞住了三個月之後（大部分時間是在哥林多），就繼續他的行

程。他本來是想要在哥林多的港口 Centhrea乘搭一艘帶猶太人往耶路撒

冷朝聖的船。正如他經常遇到的，保羅再次面對從他自己同胞來的危險

（林後 11:26）。當他正要坐船往敘利亞去，卻發覺哥林多的猶太人正在

設計要害他。他們忘不了管會堂的基利司布和全家（徒 18:8）與管會堂的

所提尼（徒 18:17; 林前 1:1）的信主所帶給他們的震撼，或在方伯迦流

面前所遭受的屈辱和失敗（徒 18:12-17）。路加沒有詳細描述這個計謀，

但確定保羅在這隻小船上很容易被猶太人謀殺，尤其船上還有許多去朝聖

的猶太人。 

2) 這計謀耽延了保羅的行程，以至於他不能直接坐船從亞該亞回敘利亞去。

因此保羅決定經過馬其頓回耶路撒冷去。他就在亞該亞往北進入馬其頓，

然後度過愛琴海，在小亞細亞坐船往以色列去。這樣的耽延和改道使保羅

無法在逾越節前回到耶路撒冷；他只能希望至少能回耶路撒冷過五旬節

（逾越節後五十天）（徒 20:6）。 

3) 保羅並不是單獨旅行。與他同行的還有庇哩亞人畢羅斯的兒子所巴特，帖

撒羅尼迦人亞里達古，和西公都。還有特庇人該猶，並提摩太。又有亞西

亞人推基古，和特羅非摩。他們在腓立比就與保羅他們分手，先到特羅亞

等候他們。從第五和第六節的 “我們” 可見路加又再度與保羅在腓立比

會合，歸回保羅的團隊。顯然路加在保羅和西拉被逼離開後，繼續留在腓

立比（英文聖經的 17:1用了“they”這個字，表示路加不在內）。 

4) 保羅的各位同工來自保羅曾經牧養過的羅馬各個省份。他們可能是所屬教

會的代表，收集了為耶路撒冷教會的捐獻。所巴特（庇哩亞），亞里達古

和西公都（帖撒羅尼迦）是從馬其頓來的。該猶（特庇）和提摩太（路司

得）是從加拉太來的。推基古和特羅非摩（可能以弗所）是從小亞細亞來

的。這些人先走，在特羅亞等候保羅他們。在逾越節過後，保羅，路加，

或許加上提多，就從腓立比開船，往特羅亞去。路加是從腓立比來的，而

提多是從亞該亞來的。保羅的第二次旅行佈道時，他從特羅亞跨過愛琴

海，到尼亞波利只花了兩天（徒 16:11）。而這次花了五天才到達特羅

亞，與另外一班人會合，可能船是逆風航行的緣故。兩班人馬在特羅亞逗

留了七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