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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反殉道司提反殉道 使徒行传六8至七60

六8-12 司提反满得恩惠、能力，

使徒行传常常出现「充满」 圣灵充满 被忌恨充满使徒行传常常出现「充满」─ 圣灵充满、被忌恨充满…
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

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 并有古利奈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

…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司提反辩论。

司提反在服事的当中遭遇敌对者司提反在服事的当中遭遇敌对者…
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敌挡不住，

就买出人来说就买出人来说：

「我们听见他说谤讟摩西和神的话。」

犹太教的领袖们作假见证犹太教的领袖们作假见证…
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

样是捉拿使徒们 稣的 个 会同样是捉拿使徒们、耶稣的那一个公会

‧司提反被捉拿 ‧司提反的申诉‧司提反殉道

六13 设下假见证，说：
「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

十诫第九诫 ─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公会的人明显的违反了十诫公会的人明显的违反了十诫。

司提反被捉拿、被控告的场景，

逼着司提反开始出来答辩逼着司提反开始出来答辩 ─
其实他在讲道、在见证耶稣基督…

六15 在公会里坐着的人…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作见证跟殉道 希腊文是同一个字作见证跟殉道，希腊文是同 个字，

他用全部的生命在作见证，不是用说话而已…
他的内在就是一个殉道者他的内在就是一个殉道者
艰难的环境显露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司提反被捉拿 ‧司提反的申诉‧司提反殉道

抱怨环境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抱怨环境…
环境，我们无法控制，很多人都暴露在同样的环境下下；；

环境的主 ─ 上帝掌管这个世界，

每一个环境都是在上帝的治理之下
环境反而是暴露出 ─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也许有好的品格、能够坚忍：也许很会发牢骚、发怨言…

环境中突显司提反是 个什么样的人

不是环境的问题，是我们里面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环境中突显司提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殉道之前、讲道、公会当中 ─

的 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

不知我们的面貌在上帝的光照中，是什么样的面貌貌呢？呢？不知我们的面貌在上帝的光照中，是什么样的面貌貌呢？呢？

不在乎环境，在乎我们里面的本质。



‧司提反被捉拿‧司提反的申诉 ‧司提反殉道

历史司提反讲的内容全部都是历史 ─ 以色列人的历史，

当时公会当中审讯、听证的人，

他举用了他们非常熟悉的旧约历史来为自己辩护，

其实更多的是见证耶稣是谁。

圣经当中写作历史有三个角度 ─
1 希伯来的民族史1. 希伯来的民族史

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拣选亚伯拉罕…发展成一个大民族，
 上帝把圣言、圣经托付给这个民族 上帝把圣言、圣经托付给这个民族
 耶稣基督也是从这个民族所产生的

会读到一些家谱 ─ 在整个民族中上帝一直在工作……会读到 些家谱  在整个民族中上帝 直在工作……
不是我们去赚得上帝的爱，而是上帝的本质就是是爱爱

上帝立了约，他从不更改，上帝守约、施慈爱，上帝立了约，他从不更改，上帝守约、施慈爱，

对着一个一个人物，上帝从来没有忘记他们。

‧司提反被捉拿‧司提反的申诉 ‧司提反殉道

犹太的宗教史2. 犹太的宗教史
在历史当中，上帝启示他作为犹太人的神，

他喜悦什么、他不喜悦什么，

 定立了十诫，让以色列人明白什么是道德律
 颁布礼仪律法，邀请每一个属于他的百姓来亲近他，

透过献祭，罪能够被解决…
 还颁布相当多的民事律法，

让他们明白上帝治理当中的公义、圣洁

这一位上帝，
赐下细腻的爱，来关照以色列人生活的点点滴滴赐下细腻的爱，来关照以色列人生活的点点滴滴

是犹太人所敬拜的神，也是基督徒所认识、所跟随的神

从历史当中 让我们认识犹太的宗教史从历史当中，让我们认识犹太的宗教史，

认识这位上帝的属性、作为。

‧司提反被捉拿‧司提反的申诉 ‧司提反殉道

3. 救赎的历史
上帝在历史当中的作为，

 不是单单为着以色列人，不是为着去建立一个犹太教
 上帝是要透过以色列民族显明出 ─

赎
什么是救赎、什么是救恩、

什么是上帝拯救的作为

救赎的历史

什 是 帝 作为
旧约
历史司提反在公会前受审的讲道，

他用历史来见证 ─
见证耶稣基督是主

希伯来民族史 犹太宗教史

见证自己并没有糟蹋圣所和律法

见证糟蹋律法跟圣所的是你们 ─糟蹋律法跟 所

是公会里的宗教人士把耶稣钉十字架

‧司提反被捉拿‧司提反的申诉 ‧司提反殉道

他首先讲到列祖时期 从亚伯拉罕开始他首先讲到列祖时期，从亚伯拉罕开始…
迁居到巴勒斯坦，就是他们今天所在的地方，

上帝赐给他割礼 就是约 从约当中上帝赐给他割礼、就是约，从约当中，
产生了后面的族长、希伯来的民族。

之后从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讲到雅各的十 个儿子十 个儿子

七9 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

之后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讲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十二个儿子……

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上帝的选民真的明白上帝的作为吗？

在整篇讲道 埃及出现十四次 选民常跟埃及牵扯不清在整篇讲道，埃及出现十四次，选民常跟埃及牵扯不清，
埃及在讲道中，象征着罪的缠累

选民被拣选出来服事上帝 有没有专心跟随呢？跟随呢？选民被拣选出来服事上帝，有没有专心跟随呢？跟随呢？

其实他们常常偏离…
这一群民族在埃及长成一个大民族这 群民族在埃及长成 个大民族，

后来上帝拣选摩西，要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



‧司提反被捉拿‧司提反的申诉 ‧司提反殉道

七22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摩西是埃及王子 在法老的宫中被养大摩西是埃及王子，在法老的宫中被养大，
他为了要帮助自己的百姓，曾经一拳头打死埃及人。

摩西以为他的弟兄们应该要明白摩西以为他的弟兄们应该要明白 ─
他为了拯救自己的百姓，才打死埃及人。

后来有两个希伯来人吵架的时候后来有两个希伯来人吵架的时候，

他的弟兄竟然说 ─你想杀死我…
摩西就只好逃跑 他变成通缉犯了摩西就只好逃跑，他变成通缉犯了。

七25 他以为弟兄必明白以为弟兄必明
神是藉他的手搭救他们；

他们却不明白他们却不明白。

‧司提反被捉拿‧司提反的申诉 ‧司提反殉道

上帝差遣摩 帅等到上帝差遣摩西去作他们的元帅、
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

七35 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

上帝所立的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角色是摩西上帝所立的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角色是摩西，
不论是百姓弃绝他或是欢迎他，这是上帝就是要做的。

七39 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

上帝派来拯救的角色，
当时的选民能够明白、了解、接受的吗？

都不是！

耶稣基督也是被这一些公会的领袖们所弃绝的，
就像选民 列祖过去弃绝了上帝所拣选的拯救者是 样的；

都不是！

就像选民、列祖过去弃绝了上帝所拣选的拯救者是一样的；

这个罪，上帝的选民从来没有离开过、悔改过…

‧司提反被捉拿‧司提反的申诉 ‧司提反殉道

我糟 圣所是从哪里来的呢

七44-45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

你们说我糟蹋圣所 ─ 圣所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
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

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这帐幕，我 相 受
七47 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

司提反非常正面的用以色列人的历史 上帝说了什么司提反非常正面的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帝说了什么…
一方面证明耶稣是基督

方面见证到底是谁糟蹋了圣所跟律法？一方面见证到底是谁糟蹋了圣所跟律法？

不是司提反，其实是审判他的公会的人

天地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七48 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

天地都是上帝所创造的，
神这么的大，不需要住人手所造的殿。

‧司提反被捉拿‧司提反的申诉 ‧司提反殉道

七51-53 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
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

那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
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
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

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

他讲了这么长一段历史，是公会当中审讯他的人所熟悉的，
司提反却见证 你们领受了律法 有遵守吗？司提反却见证 ─你们领受了律法、有遵守吗？

圣灵多次多方差遣来的先知、你们有听从吗？

许多的先知被你们逼迫 杀害许多的先知被你们逼迫、杀害，

你们常常抗拒圣灵

耶稣基督整个抗拒、悖逆的最高峰，是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司提反被捉拿‧司提反的申诉 ‧司提反殉道

司提反讲述了犹太民族发展史、宗教史 ─
是背叛的历史，悖逆史；

上帝不停的透过律法、会幕对他们说话，

以色列人却不停的抗拒、悖逆，

对当代从约瑟开始到摩西
悖逆的最高峰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七54 众人听见这话…
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

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

本来想要定司提反罪的人，
反而被定罪 ─ 恼羞成怒！

‧司提反被捉拿 ‧司提反的申诉‧司提反殉道

七55-56 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
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一般经文描述 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一般经文描述 ─ 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表明耶稣已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

回到天家 完成了救赎回到天家、完成了救赎

司提反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
迎接司提反 这位殉道者回到天天家家

七60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

迎接司提反，这位殉道者回到天天家家

「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在司提反的殉道当中 上帝的荣耀充满着在司提反的殉道当中，上帝的荣耀充满着，
人的悖逆同时也是暗流汹涌、交错在此。

祷告祷告亲爱的耶稣 祷告祷告亲爱的耶稣，

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求你对我们说话。

有的时候我们会违逆你、会与你对抗，

主耶稣求你怜悯，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 ─稣求你怜悯，用你的 来光照我们
让我们常常因为看见你的作为，
让我们从心底的深处愿意转向你，不再偏行己路。，

主耶稣也求你记念，

历世历代有非常多的司提反 用他们的生命在作见证；历世历代有非常多的司提反、用他们的生命在作见证；

也求主恩待，让我们今天明白你话语，

让我们的生命也乐意成为 个让我们的生命也乐意成为一个 ─
高举的救恩的杯，来传扬你的作为。

阿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