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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預查預查預查預查    

6:16:16:16:1————7:167:167:167:16    

7/37/37/37/3/17/17/17/17    

    

一一一一....    屬靈的組織屬靈的組織屬靈的組織屬靈的組織（（（（6:16:16:16:1----7777））））    
1) 有人說，當基督教有組織的時候，就非常不像基督教。到底基督教應否有

組織？有史以來，對此有兩極的看法。一極端堅信基督在祂自己的教會裡

掌權，因此教會不應當有組織；只要隨聖靈的帶領就夠了。組織或體系都

是出乎人意，不是從神來的。這樣散漫，無組織的教會形式低估了肉體的

強大，其實與神的性情不一致（林前 14:33）。所有的被造物都反映出他

們有高度組織的本性。因此這種人的想法，並不符合新約聖經的教導。 

2)  另一極端則認為教會應當像一個大企業公司一樣，有完整的組織結構圖

(organization chart)，職責(job description)，董事會，委員會，等

等。這樣才能幫助聖靈運行得順暢。他們拒絕接受任何大膽或創新的建

議，因為“我們從未這樣做過”。他們常常低估恰當的創新和聖靈的大

能。 

3) 這兩極端都是錯誤的；教會既不是一個大公司，也不是一個散漫的社群，

而是一個有機體系。它具有一個有機的聯合，和一個運作的生命原則，因

為所有的肢體都連接於頭，就是耶穌基督。然而，就如一個有生命的有機

體需要結構和組織才能正常操作，教會也是如此。 

4) 早期教會立下一個有生命的，互相依賴的有機體的榜樣。他們的合一和能

力給他們一個迅速蔓延全耶路撒冷的見證。許多人來信耶穌基督。猶太人

領袖的逼迫和對抗不能阻止福音的傳播。從信徒們的分享物質上的需要，

表現出他們的彼此相愛，給社會留下一個深刻的影響。結果，甚至連不信

的人也尊重他們（5:15）。 

5) 教會迅速的成長使它固有的初步組織有必要變為更完備。他們在信主人數

(2:41)，會員總人數(4:4)，各聚會的時間和地點的安排，收集奉獻的錢

與物，並分配給有需要的弟兄，教會對罪的處理，等等，各方面都需要有

人負責，也需要某一程度的組織，來應對教會的生活和成長的需要。 

6) 遵照聖經的教會組織必須常常以組織配合聖靈的工作。去籌備一個教會的

活動，然後期待聖靈的參與，是走在神的前面；我們不能嘗試去強迫聖靈

配合我們的行動。組織本身絕不是一個目的，而只是配合神在教會裡的作

為的一個方法。 

7) 在第 6章中，教會面臨第一個組織上的大難題。為了避免可能導致教會分

裂的問題的發生，教會需要改組。我們可以從以下四方面：原因，條件，

成員，和結果，來看教會組織的第一個改變。  
1.1.1.1. 原因原因原因原因（（（（6:16:16:16:1----2; 42; 42; 42; 4））））    

6:1 那時、門徒增多、有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因為在天天的

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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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十二使徒叫眾門徒來、對他們說、我們撇下 神的道、去管理飯食、原是不合

宜的。 

6:3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

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6:4 但我們要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    

1) 【那時，門徒增多】，問題就產生了。人數增加雖好，但卻因此帶來問

題。沒有人知道教會人數到底加增到多少，因為聖經在 4:4記載教會人數

約五千男丁後，就不再記載了。加上女人和孩童，和新加入教會的人

（5:14），耶路撒冷教會的人數可能達到兩萬人。 

2) 在這龐大的教會中，帶領和管理教會的問題日益增加。單單供應屬靈上的

需要已經是一個繁重的事工，何況還有生活上的需要。教會人數不但大大

增加，增加的速度也是迅速的，沒有給使徒們有足夠緩衝的時間來作出適

當的調節。結果，使徒們沒法兼顧到全會眾的需要。 

3) 另一原因，就是使徒們已經做到主在 1:8所吩咐的四部分的第一部分；他

們已經將福音傳遍耶路撒冷（5:28），並開始傳給耶路撒冷附近的人

（5:16）。現在他們預備將傳福音延伸到撒瑪利亞，和外邦人的世界。要

如此行就必須有周詳的計劃和對全會眾的動員。這也是一項繁重的事工。 

4) 在這兩萬人的教會中，無可避免的，有些人的需要被忽略了。當時，【有

說希利尼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這並不令人驚奇。就是因為教

會的組織不健全，關懷上沒有兼顧到各方面，因此【在天天供給上忽略了

他們的寡婦】。這件事表面看來只不過是人為的疏忽，但卻給撒旦一個攻

擊教會的機會。他已經使用逼迫的方式（4:1-31; 5:17-41），但卻使教

會成長地更快（4:4）。接著，撒旦希望藉著罪入教會，使教會失去能力

（5:1-11）。聖靈介入這件事，快速地審判了亞拿尼亞和撒非喇，使撒旦

的詭計再次失敗。反而使這被潔淨的教會更加有效地傳播福音。 

5) 撒旦就試用第三個詭計，就是在教會內製造紛爭。一個紛爭的教會失去福

音的見證和能力。當一個教會集中力量對付內部的分裂，就發現它難以將

福音傳給不信的人。它必須先解決內部的分裂才能傳福音給外邦人。這個

需要激勵了教會的改組。 

6) 【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是指散居在猶太外各地的猶太人。他們是說希臘

語的，而不是亞蘭話或希伯來話。他們所使用的聖經是七十士希臘文譯本

（Septuagint），而不是希伯來文聖經。他們仍然持守猶太教，但也摻雜

了周圍的一些希臘文化。因此他們得不到巴勒斯坦猶太人的認同，特別是

法利賽人，瞧不起他們。這一些種族和文化的仇視存在教會裡。 

7) 許多說希臘語的猶太人每年逢時來耶路撒冷過逾越節和五旬節。信主後，

他們決定留在耶路撒冷領受使徒的教導。另有一些老年的海外猶太人，回

歸巴勒斯坦來度過他們的晚年。他們在教會中是少數人，也因此他們的需

要被忽略了。 

8) 給教會帶來爭吵常常是一些不重要的事。說希臘語的猶太人發怨言，因為

他們的寡婦在天天的供給上被忽略了。看顧寡婦是猶太人社會的傳統（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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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9; 16:11; 24:19-21; 26:12）。後來保羅將它定為教會的責任（提

前 5:3）。說希臘語的猶太人和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本來就是兩類不同的

人。若不馬上處理，這事件有可能造成教會分裂。而前者特別提到【他們

的】寡婦，表示他們認為這是教會故意的偏待。 

9) 說希臘語的猶太人的埋怨終於得到使徒們的注意，但使徒們卻沒有時間去

處理這事。因為放下他們的主要事工（祈禱傳道），而分心去解決這飯食

的問題，這並不合神的心意。他們的優先事奉是祈禱，傳道，教導，和研

讀聖經。他們不能讓其它的事使他們在這些責任上分心。 

10) 今天在教會裡，許多為領袖的人不專心在祈禱傳道，反而參與行政上的

細節，沒有太多時間代禱和研讀聖經。然而，神賜給教會牧師和教師的恩

賜和責任，為的是“成全（裝備）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弗 4:12）。神對他們的呼召是使信徒成熟，以致可以參與教會的事奉。

忽視這呼召將使會眾陷入失去屬靈的活力，停留在吃奶的階段。  
2.2.2.2. 條件條件條件條件（（（（6:36:36:36:3））））    

6:3 所以弟兄們、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

我們就派他們管理這事。 

1) 最後的決定就是揀選出七位來管理飯食，條件有五：男人（“men”），

【從你們（信徒）中間】，【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

足】。 

2) 神的心意一直是男人在教會作帶頭的作用（林前 11:3, 8, 9; 14:34; 提

前 2:11-12）。當然這不表示男人高於女人。 

3) 【你們中間】是指信徒中間。帶領教會的必須是基督徒，無論他的社會地

位多高，若不是基督徒就不合格。另一方面，教會也應當盡量從會眾中發

掘領袖。從教會外聘請牧師常常會埋沒了神放置在教會中有恩賜的人。 

4) 【有好名聲】是領袖必須要的條件，就是如同教牧書信中所提的“無可指

責”。神的僕人必須有好的榜樣讓會眾效法。他們必須有好的屬靈行為，

不單在教會裡，也在世人面前。 

5) 【被聖靈充滿】，以致於在生活中被聖靈所控制。 

6) 【智慧充足】是指聖經和神學的知識，並知道如何將這些知識應用在日常

生活裡。     
3.3.3.3. 成員成員成員成員（（（（6:56:56:56:5----6666））））    

6:5 大眾都喜悅這話、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又揀選腓

利、伯羅哥羅、尼迦挪、提門、巴米拿、並進猶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6:6 叫他們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禱告了、就按手在他們頭上。 

1) 大眾都喜悅使徒們的計劃，就選出了七個執事。這七個人的希臘名字顯示

出他們都是說希臘語的猶太人，可見教會中的愛心與合一。因為埋怨的是

說希臘語的猶太人，揀選七個他們中間的人可以平息他們的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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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司提反是一個促成將福音傳到耶路撒冷外的主軸人物。就是因為教會遭受

逼迫和司提反的殉道，“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

處”（8:1）。司提反是一個【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 

3) 腓利也是使徒行傳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他將福音傳到撒瑪利亞去（8:4-

25），並傳給埃提阿伯來的太監（8:26-40）。他的四個女兒都是說預言

的（21:8-9）。 

4) 聖經沒有另五位執事的記載，除了尼哥拉是【進猶太教的安提亞人】。 

5) 會眾叫這七位執事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為他們禱告，然後【按手在他們頭

上】。初期教會的按手儀式的意義：教會與這些人認同，加以肯定和支持

他們的事工。當時對長老，執事的按立也是用按手的方式（13:3; 提前

4:14; 5:22; 提後 1:6）。 

6) 雖然這些執事中有些沒有名氣，他們卻在教會歷史基礎中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因著他們，使徒不至於在主要責任上分心，初期教會也不至於分裂；

兩者皆會嚴重傷害教會。  
4.4.4.4.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6:76:76:76:7））））    

6:7  神的道興旺起來．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這

道。 

1) 就如所見，教會組織起來，就變得更有效率。當使徒們專心在祈禱傳道

上，【神的道就興旺起來】，並且教會不至於分裂。當神的話得以傳開，

【在耶路撒冷門徒人數就加增甚多】。如同 5:14 所記載的“許多”，此

處的“甚多”表示加增的人數已經多到難以計算。令人驚奇的是連【許多

祭司也信從了這道】。這也可能是引起民眾反對司提反的原因之一。 

2) 依照同樣的理由，今天的教會也需要有組織。牧師長老必須專心在祈禱傳

道上。更好的組織可以更周到地滿足會眾的需求，並減少摩擦。一個合

一，滿有教導的教會將是一個對世人有力的見證。  
二二二二....    一個臉如天使的人一個臉如天使的人一個臉如天使的人一個臉如天使的人（（（（6:86:86:86:8----15151515））））    

3) 司提反在教會早期歷史中是一個關鍵人物。除了他的歷史角色，他的特質

也佔有重要地位。他短暫的記載證明一個人的生命和事奉能產生的影響力

不是在乎時間的長短。他的事工，雖然短暫，在神傳福音給世人的計劃中

是不可缺少的。他顯示出一個勇敢的人的努力，即使短暫，仍然可以產生

長遠的效果。 

4) 司提反因為傳福音導致他的死。當原本“尊重信徒們的百姓”（5:13）被

公會煽動，而轉變仇視基督徒，他就成為第一個殉道的基督徒。他的死引

發了長時期，一連串對初期教會的逼迫。當司提反死時，教會“為他搥胸

大哭”（8:2），因為他是一個神重用的傳道人，也備受基督徒愛戴。他

的死是在他完成神給他的託付之後。雖然聖經中沒有記載聽他講道後得救

的人數多少，他的事工卻有其重要性。福音的種子肯定藉著他所傳的道撒

在許多人的心裡。在神的系統中，有些人栽種，有些人澆水，另一些人收

割（林前 3:6）。一個豐收的收割者是因司提反撒下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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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世人不認識到司提反的偉大並不令人驚奇。因為世人以聲望，地位，物質

的財富來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因此不能明白什麼是真正的偉大。畢竟他

們殺害了耶穌，將保羅砍頭，處死彼得，並逼迫教會。雖然民眾判決司提

反為一個褻瀆者而殺害他，他卻是有史以來最高貴和最有能力的人之一。

將他與亞伯拉罕，摩西，以利亞，大衛，施洗約翰，和使徒們並列是絕不

會過分。 

6) 在 6:1-7 中，有一點可以證明司提反的美德。從耶路撒冷教會數千信徒

中，他被揀選為七人之一來管理飯食。他被排列在七人之首，顯示教會對

他的尊重。他們給他除了使徒之外的最高職分，而使徒不是人選的，是神

選的。 

7) 在 6:8-15 中，更進一步列出司提反三個屬靈高貴的證明：他的特質，他

的勇氣，和他的面容。     
1.1.1.1. 他的特質他的特質他的特質他的特質（（（（6:86:86:86:8））））    

6:8 司提反滿得恩惠能力、在民間行了大奇事和神蹟。    

1) 在第 5節，司提反被形容為“大有信心，聖靈充滿”。司提反是完全被信

心，聖靈，恩惠，和能力所控制。 

2) 很可惜地，今天的許多基督徒不是大有信心的。就如耶穌醫治那被鬼附的

孩子的父親所說的，“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幫助”（可 9:24）。雖然

他們相信神在他們身上最終的目的，但卻無法在每日生活上的難處上完全

相信神。司提反正好相反。他完全相信神，他的焦點放在神要他作的事

上。他將結果完全放在神的手裡。 

3) 司提反不但滿有信心，並且被聖靈充滿（7:55）。這是每一個基督徒享有

的特權（弗 5:18）。滿有信心是信賴神；被聖靈充滿是完全順服神的旨

意。司提反信賴神，順服聖靈的帶領。這兩個特質概括了基督徒生活的力

量。 

4) 第三點屬靈的特性就是滿有恩惠。因為司提反相信神，憑聖靈行事，神賜

他恩惠可以面對逼迫。甚至在面臨死亡時，司提反也滿有恩惠。他將他自

己擺在神的手裡（7:59），他願意以神的恩惠來忍受一切。他也將神的恩

惠流到其他人身上，甚至也以恩惠對待那些丟石頭打死他的人，求神赦免

他們（7:60）。 

5) 最後，司提反也是滿有能力。這是他被聖靈充滿的一個直接結果

（1:8）。他【在民間行了大奇事和神蹟】說明他雖然只是一個執事，卻

能與使徒們一樣行了神蹟奇事。在新約聖經中，只有使徒們，司提反，腓

利（8:6-7），和巴拿巴（15:12）行過神蹟。 

6) 將第 5節與第 8節一起可以看到向神方面和向人方面的基督徒特質。一個

對神充滿信賴的人，並順服聖靈的管制，就會以恩惠對其他人，並彰顯出

屬靈的大能。     
2.2.2.2. 他的勇氣他的勇氣他的勇氣他的勇氣（（（（6:96:96:96:9----1414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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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當時有稱利百地拿會堂的幾個人、並有古利奈、亞力山太、基利家、亞西亞、

各處會堂的幾個人、都起來、和司提反辯論。 

6:10 司提反是以智慧和聖靈說話、眾人敵擋不住． 

6:11 就買出人來說、我們聽見他說謗讟摩西、和 神的話。 

6:12 他們又聳動了百姓、長老、並文士、就忽然來捉拿他、把他帶到公會去、 

6:13 設下假見證說、這個人說話、不住的蹧踐聖所和律法． 

6:14 我們曾聽見他說、這拿撒勒人耶穌、要毀壞此地、也要改變摩西所交給我們

的規條。    

1) 看到司提反的事工的影響力，當時有幾個從被稱為【利百地拿

（Freedmen）會堂來的幾個人】，包括【古利奈】和【亞力山太【、並有

些從【基利家】、【亞西亞】來的，都起來，和司提反辯論。【起來

(rose up)】並非只指他們站起來，而是指他們情緒激動的行動。因這些

人對主耶穌的仇恨，和自以為義的罪念，憤然攻擊司提反。 

2) 到底這些人是來自多少個會堂？這成為聖經學者爭辯的問題。希臘原文並

沒有明確指明，但好像路加認為有三個會堂：利百地拿會堂，包含古利奈

和亞力山太的會堂，和從基利家和亞西亞來的人的會堂。由於文化和語言

的相異，不太可能這些人都參加同一個會堂。 

3) 會堂是猶太人聚集，朗讀聖經，和敬拜神的地方。會堂是從猶太人在巴比

倫被擄的時期開始，那時他們無法去聖殿。根據猶太人的文獻，當時在耶

路撒冷就有 480個會堂。許多會堂是說希臘語的猶太人所組成的。 

4) 利百地拿會堂是主前 63年被羅馬擄為奴的猶太人的後裔。後來得以釋

放，組成一個群體。古利奈（路 23:26）和亞力山大是北非的兩大城市，

有許多猶太人居民。基利家和亞西亞是羅馬在小亞細亞的兩個省。 

5) 這三個會堂的人聯合起來【和司提反辯論】。路加沒有告訴我們辯論什

麼。可能是有關他們控告司提反的罪狀（6:13-14）。但肯定這辯論的內

容是以耶穌的死，復活，和彌賽亞的身份，並摩西律法和聖殿禮儀不能救

人為中心。 

6) 無論辯論的題目是什麼，【司提反以智慧和聖靈說話】，使他的對手【抵

擋不住】。他們用人的推理應付不了司提反用神賜予的【智慧】。 

7) 他的對手辯論不過，就改用別的戰略。於是【就買出人來說】，【我們聽

見他說毀謗摩西和神的話】。【他們又聳動百姓，長老，並文士，捉拿

他，把他帶到公會】。【設下假見證】，誘導證人說，司提反說話，【不

住的糟蹋聖所和律法】。 

8) 第 14節就是一個公會毀謗司提反的例子。他們見證他說過，【拿撒勒人

耶穌要毀壞此地，也要改變摩西的規條】。     
3.3.3.3. 他的他的他的他的臉孔臉孔臉孔臉孔（（（（6:156:156:156:15））））    

6:15 在公會裡坐著的人、都定睛看他、見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1) 這一節襯托出一個觸動人心的對比。司提反站在公會面前，是一個被控訴

褻瀆神，聖殿，和律法的惡人。但當公會的人定睛看他，他們所看到的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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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天使的面貌】。他不但不是惡人，他的臉上發出神的榮耀和聖潔

的光輝。 

2) 神將祂的榮耀放在司提反的臉上，親自替司提反反駁那些假控訴。除了摩

西，歷史上還沒有人有這樣的經歷（出 34:27-35）。因此神顯示出祂贊同

司提反所教導的（林後 3:7-11）。 

3) 司提反的高貴品格和不尋常的勇氣反映出他的偉大。教會揀選他為執事表

明對他的看重。更重要的，神也看重他。神榮耀他如同摩西一樣，特別將

他看作一個偉人。他的生活和見證深深影響到一個更偉大的人，就是大數

的掃羅。 

4) 每一個信徒都應當記得司提反，並效法那些使他的臉好像天使的特性。我

們永遠會記得這個面貌如天使的人。     
三三三三....    捍衛真理捍衛真理捍衛真理捍衛真理----神神神神（（（（7:17:17:17:1----16161616））））…………………..…………………..…………………..…………………..繼續至繼續至繼續至繼續至 53535353 節節節節（（（（神神神神，，，，摩西摩西摩西摩西 17171717----37373737，，，，律律律律

法法法法 38383838----43434343，，，，聖殿聖殿聖殿聖殿 44444444----53535353，，，，第一殉道者第一殉道者第一殉道者第一殉道者 7:547:547:547:54----8:1a8:1a8:1a8:1a））））    

7:1 大祭司就說、這些事果然有麼。 

7:2 司提反說、諸位父兄請聽．當日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在米所波大米還未住哈蘭

的時、榮耀的 神向他顯現、 

7:3 對他說、『你要離開本地和親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7:4 他就離開迦勒底人之地住在哈蘭．他父親死了以後、 神使他從那裡搬到你們

現在所住之地． 

7:5 在這地方 神並沒有給他產業、連立足之地也沒有給他．但應許要將這地賜給

他和他的後裔為業．那時他還沒有兒子。 

7:6  神說、他的後裔、必寄居外邦、那裡的人、要叫他們作奴僕、苦待他們四百

年。 

7:7  神又說、使他們作奴僕的那國、我要懲罰、以後他們要出來、在這地方事奉

我。 

7:8  神又賜他割禮的約．於是亞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給他行了割禮．以撒生

雅各、雅各生十二位先祖。 

7:9 先祖嫉妒約瑟、把他賣到埃及去． 神卻與他同在、 

7:10 救他脫離一切苦難、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

作埃及國的宰相兼管全家。 

7:11 後來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饑荒、大受艱難、我們的祖宗、就絕了糧。 

7:12 雅各聽見在埃及有糧、就打發我們的祖宗、初次往那裡去。 

7:13 第二次約瑟與弟兄們相認、他的親族也被法老知道了。 

7:14 約瑟就打發弟兄請父親雅各、和全家七十五個人都來。 

7:15 於是雅各下了埃及、後來他和我們的祖宗都死在那裡。 

7:16 又被帶到示劍、葬於亞伯拉罕在示劍用銀子從哈抹子孫買來的墳墓裡。 

1.1.1.1. 司提反為捍衛真理殉道司提反為捍衛真理殉道司提反為捍衛真理殉道司提反為捍衛真理殉道（（（（7:17:17:17:1----60606060））））    

1) 在向世人有效地傳福音以先，信徒必須能夠護衛我們的信仰。當保羅指示

提多按立牧師長老時，他要求那些人必須“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就能將

純正的教訓勸化人．又能把爭辯的人駁倒了”（多 1:9）。這不只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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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那些“不服約束，說虛空話，欺哄人的人閉口”（多 1:10-11），而

且要教導會眾，使他們也可以做到同樣的地步。彼得也有類似的教導，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

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前 3:15）。很可惜地，許多基督徒沒有做

到這個地步，不知道為什麼要信主。缺少一個堅固的信仰基礎，他們就很

容易“中了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

就隨從各樣的異端”（弗 4:14）。因著對信仰的疑惑和無知，他們就不能

為主耶穌基督作出有效的見證。 

2) 然而在保羅之前，還有一位偉大的護教者叫司提反。辯不過司提反，那些

猶太人就假造褻瀆的罪來控告他。接著就捉拿他，把它帶到公會面前受

審。司提反在公會面前的辯護完全根據舊約聖經，如同他常作的，逐字引

用裡面的經文。他知道他所信的，也知道他為何信，就勇敢地為他的信仰

辯護。他的辯證是如此地有說服力，以致控訴他的人從頭到尾都出神地

聽。 

3) 第七章記載他的辯護。他反駁他們無中生有地控告他褻瀆神（1-16），毀

讟摩西（17-37），糟踐律法（38-43），和聖所（44-53）；這些在猶太

人中都是嚴重的罪狀。他的辯駁顯露出猶太人的罪。7:54-60記載了猶太

人因此惱怒，司提反卻定睛望天，看到神的榮耀和耶穌。毫無畏懼地殉

道，並為暴民求赦免。當時保羅也在場。  
2.2.2.2. 為褻瀆神的罪名辯護為褻瀆神的罪名辯護為褻瀆神的罪名辯護為褻瀆神的罪名辯護（（（（7:17:17:17:1----16161616））））    

1) 司提反首先回應被控告的最嚴重的罪，就是“褻瀆神”。他要說明他完全

相信以色列的神，並且舊約不會被廢除，而是應驗在基督身上；這就是神

的旨意。 

2) 大祭司（該亞法？）開始審問程序，就問司提反【這些話果然有嗎？】意

思就是“你如何回應這控訴：有罪還是無罪？”司提反好像答非所問。他

的回答不是提供一個使他脫罪的解釋，而是敘述當時猶太教熟悉的以色列

歷史和先祖，藉此來宣告一個對猶太人領袖的控告，就是猶太人的領袖不

認識拿撒勒人耶穌是他們的彌賽亞，也就沒有接受賜予他們的救恩。 

3) 司提反藉著回顧以色列過去的歷史來為自己辯護。他引用許多舊約的經文

（尼 9:5; 詩 78, 105, 106），目的是要證明他所傳的基督與基督教信仰

是完全應驗舊約的。他追踪神的旨意從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摩

西，和大衛，直到主耶穌基督，“義者”（7:52）。 

3.3.3.3. 亞伯拉罕時亞伯拉罕時亞伯拉罕時亞伯拉罕時代代代代（（（（7:17:17:17:1----7777））））    

1) 司提反首先提到亞伯拉罕（我們的祖宗）。他是信心之父，和神的選民的

祖宗。司提反在講道的開頭先建立了”他相信亞伯拉罕的神之主權，和承

認亞伯拉罕是以色列人之祖宗”這個論點。他想證明他既不是一個褻瀆神

者，也不是他同胞的叛徒，來表明他的無辜。 

2) 接著，司提反肯定他對神掌控以色列的命運的堅定信心。他開始述說亞伯

拉罕在米所波大米還未住哈蘭的時侯蒙神的呼召。創 11:31卻記載亞伯蘭

當時住在吾珥，後來去了哈蘭，在哈蘭蒙神的呼召（創 12:1-4）。這與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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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反的描述有出入。首先，司提反是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他的敘事必定

正確，是可以與其它相關經文和諧的。很明顯地，神起初在吾珥呼召亞伯

拉罕（創 15:7; 尼 9:7），然後再次在哈蘭呼召他。兩位著名的古代歷史

家, 非羅(Philo)和約瑟夫(Josephus)，都為這樣的解釋背書。 

3) 神【對亞伯拉罕說，『你要離開本地和親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

去。』。他就離開迦勒底人之地住在哈蘭。】哈蘭在吾珥之西北約 500

哩，以拜月神而有名。亞伯拉罕住在哈蘭，直到他的父親死了（創

11:32）。神指示他從哈蘭搬到迦南地。亞伯拉罕順服神的旨意，讓神的

計劃和目的成就在他身上，因此被稱為“信心之父”。 

4) 司提反強調亞伯拉罕是一個有信心的人。靠信心，他順服神的呼召，離開

他的故鄉，不知道神要帶他去哪裡。即使當他到達迦南地，【神並沒有給

他產業，連立足之地也沒有給他】。亞伯拉罕唯一擁有的只是他埋葬之地

（創 23章）。除了神的應許，他什麼都沒有。神應許【要將這地賜給他

和他的後裔為業】，而當時【他還沒有兒子】（創 12:7; 13:15; 15:18; 

17:8）。亞伯拉罕生前只有從以撒的出生稍微看到一點這應許的應驗。 

5) 接著，神給亞伯拉罕一個啟示，更進一步試驗他的信心。就是【他的後裔

必寄居外邦，那裡的人，要叫他們作奴僕，苦待他們四百年】（創

15:13）。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的確實年日是四百三十年（出 12:40）；司

提反只不過照創世紀的記載，提供一個四百年的整數。亞伯拉罕相信神的

應許，就是【祂要懲罰使他們作奴的那國】。神進一步應許在以色列人為

奴的日子完畢之後，【他們要出來，並在這地方事奉祂】（以色列地，創

15:14）。  
4.4.4.4. 列祖時列祖時列祖時列祖時代代代代（（（（7:87:87:87:8----16161616））））    

1) 隨著救恩歷史的演變，司提反的講道進入列祖時代。神在後來的時代繼續

掌控以色列的命運，確認祂對亞伯拉罕後裔的約。神與亞伯拉罕立約的記

號是割禮。在亞伯拉罕生了以撒後，他在第八天為以撒行割禮，表明順服

割禮的約。【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十二位先祖】，就是十二支派的

頭。司提反在 7:9開始為他將要在 7:51-53發出的譴責埋下伏筆。十二先

祖被猶太人認為是以色列歷史中最虔敬的人之一，卻【嫉妒約瑟，把他賣

到埃及去】。約瑟的哥哥們如此行，等於棄絕了那位神分別出來要給他特

別囑咐的（創 37:5; 代上 5:1）。這事充分表現出這民族的屬靈瞎眼，在

釘死耶穌這件事上達到最高峰。 

2) 雖然他的弟兄們棄絕他，【神卻與約瑟同在，救他脫離一切苦難、又使他

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作埃及國的宰相兼管全

家】。司提反清楚地指出先祖對抗神和祂的計劃。因此以色列人反叛神是

從先祖開始的。當時這些說希臘語的猶太教人犯了當初以色列先祖所犯的

同樣罪。他們控訴司提反的罪是完全不實的。 

3) 雖然司提反等到講道將結束時才公開宣告耶穌就是彌賽亞（7:52），但從

他對以色列歷史的敘述中可以略略看到基督。約瑟的生平在多方面與基督

相似。兩人都是出自以色列民族。耶穌與約瑟一樣，因嫉妒被賣（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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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15:10）。耶穌因假見證被判死刑；而約瑟因波提乏妻子的假見證被關

在監獄裡。 

4) 司提反提醒他們，當約瑟被他的哥哥們棄絕了，【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飢

荒，大受艱難，以色列人的祖宗就絕了糧】。相似地，以色列人棄絕耶穌

後，他們就落在一個屬靈的飢荒裡，直到“以色列全家得救”（羅

11:26）。 

5) 由於飢荒的嚴重，當【雅各聽見在埃及有糧，就打發用了他們的祖宗，初

次往埃及去】。然而，直到他們【第二次去埃及，約瑟才與他的弟兄們相

認，他的親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直到基督第二次降臨之前，以色列人才

認識祂是誰（亞 12:10-13:1; 14章）。 

6) 在與他的兄弟們相認之後，【約瑟就打發弟兄請父親雅各，和全家七十五

個人都來】。創 45:26-27; 出 1:5; 和申 10:22 都記載“七十個人下埃

及”。然而七十士譯本中的創 46:27 卻說是七十五人。司提反是一個說希

臘語的猶太人，習慣性地採用七十士譯本的數字。然而解經家對七十人或

七十五人的算法也有不同。以下僅供參考：  
A. 【雅各家來到埃及的共有七十人】（創 46:27） 

a) 雅各與利亞的兒孫共共共共 33333333 人人人人（創 45:15）：流便加 4兒（共 5人）+西

緬加 6兒（共 7人）+利未加 3兒（共 4 人）+猶大加 5兒，2孫（共

8人）+以薩迦加 4兒（共 5人）+西布倫加 3兒（共 4 人）。 

b)  雅各與悉帕的兒孫共共共共 16161616 人人人人（創 45:18）：迦得加 7兒（共 8人）+

亞設加 4兒，1女，2孫（共 8人）。 

c) 雅各與拉結的兒孫共共共共 14141414 人人人人（創 45:22）：約瑟加 2兒（共 3 人）+便

雅憫加 10 兒（共 11 人）。 

d) 雅各與辟拉的兒孫共共共共 7777 人人人人（創 45:25）：但加 1兒（共 2 人）+拿弗

他利加 4兒（共 5人）。 

B. 【那與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兒婦之外、凡從他所生的、共有六十六

人】（創 46:26）= 加上雅各，減去猶大 2個死去的兒子，減去約瑟，

瑪拿西，以法蓮，共六十六人。 

C. 七十五人包括瑪拿西和以法蓮的五個兒子（代上 7:14-21）  
7) 在雅各下了埃及後、死在那裡。後來猶太人的祖宗也都死在那裡。在他們

死後，【又被帶到示劍、葬於亞伯拉罕在示劍用銀子從哈抹子孫買來的墳

墓裡】。這一節有兩處難解之處。 

8) 首先，雅各並非被埋葬在示劍，而是在亞伯拉罕的埋葬地，麥比拉田間的

洞裡（創 50:13）。因此被埋葬在示劍的應該限於第 15 節所提的“我們的

祖宗”，包括約瑟和他的兄弟們。但不包括雅各。根據書 24:32，約瑟被

埋葬在示劍；司提反告訴我們雅各的其他兒子也是被埋葬在示劍。 

9) 第二個難解之處是根據書 24:32，雅各買了在示劍的墓地。許多解經家有

不同的解釋，但只有兩種解釋看來比較合理。第一種解釋：非常可能亞伯

拉罕在示劍從哈抹子孫買了這地。他在那裡築了一座壇（創 12:6-7），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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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有可能買下周圍的地。亞伯拉罕並未定居下來，過了很久，這地的產權

就回歸住在那裡的哈抹家族的人。因此，後來雅各必須再次將這地買回

來。  

10) 第二種解釋：司提反在此處套疊了兩件多年前發生的事件，將之當作一

件，就如第 2節神對亞伯拉罕的呼召一樣。 

11) 司提反因此為自己辯護褻瀆神的罪。他否認褻瀆神，反而肯定了神按照

祂所立的約，藉著亞伯拉罕和列祖所行的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