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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第七章 

 

在第六章結束的時候，我們曾經提到「聖殿」和「律法」一直是以色列人、猶太人，

他們最引以為傲的兩件事。 

「聖殿」在他們那裡。說到： 神與他們同在； 

「律法」在他們手中。說到： 神把祂的聖言、 神永遠的心意託付在他們手中。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他們是憑著外面來看這些事、來接受這些事，完全失去了屬靈

的真義。因此爲了這兩件事，他們攻擊耶穌，甚至殺害了耶穌。 

同樣的，今天也是為這兩件事，他們「設下假見證說：“這個人說話不住地糟踐聖所

和律法。」（徒 6:13）要來陷害司提反。 

我們上一次結束的時候也曾經說過了， 基督其實就是那個屬靈的殿，祂比地上任何

的殿都更大。而且不僅僅這樣，在聖靈裡面，教會出現以後，教會也成爲 神的殿。這

是《以弗所書》第二章告訴我們的。《哥林多前書》三章十六節，也說到：「豈不知你

們是 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裏頭嗎？」到了《哥林多前書》第六章十九節，更說到

我們基督徒「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我們的身體就是聖靈的殿。 

所以，基督來，祂並沒有真正地要去踐踏或是藐視    神的聖所，而是祂要真正讓 神兒

女們看見甚麼叫作「殿」，基督是這個「聖殿」真實的意義。所以，祂來是要成爲聖殿

的替代；祂來是要成爲律法的成全者，祂並不是在這裡踐踏，而是非常積極、正面地要

讓這些能夠被恢復到 神心中對「聖殿」、對「律法」的期盼。 

但是，這些反對者卻用消極、攻擊性的反面的角度來詆毀、來誣告主耶穌和司提反。

所以，在第七章一開始，「大祭司就說：“這些事果然有嗎？”」就是針對聖殿和律法

的這些，他們所指控司提反的事。「大祭司就說：“這些事果然有嗎？”」（徒 7:1）所

以，整個第七章司提反的信息，基本上就是針對大祭司這個問話，或是這兩件事在做回

答。這是我們首先要看到的。 

那麼，司提反整個的回答，他基本上是一篇很長的歷史的敍述。他並不是只是在做

一個無所謂的歷史的重述；他乃是從一個全新的、屬靈的角度來看這些歷史。他一方面

在這裡證明這些控告者，他們不真實的控告；另外一方面，他也在這裡從正面提出到底



甚麼才是 神所要的。所以司提反的信息，基本上我們可以把它分成五個階段，雖然他

提到的人物不止這五位，但是我們就是把這個歷史分成這五個段落。 

第一段：第二節到第八節： 

提到亞伯拉罕，從在迦勒底的吾珥被 神帶出來，然後帶到迦南，這是第二節到第八

節。 

第二段：第九節到第十六節： 

講到約瑟，也提到了一下雅各，這是第九節到十六節，講到 神的百姓在埃及。 

第三段：第十七節到的第四十四節： 

講到摩西，是從十七節一直到四十四節。 

第四段：第四十五節 

簡單提到約書亞，這是在四十五節的後半。 

第五段：第四十五節的最後到五十節 

提到了大衛和所羅門。 

所以，你就發現，司提反等於把整個以色列的很重要的歷史和重要的人物，都包括

在這篇信息里。那麽，從他所講的信息裡面，我們要特別注意到兩個很重要的主幹。 

一. 神是無所不在的 神，而且 神是永遠跟列祖們同在的 神 

第一件事情：司提反試著想要用這些列祖的故事向當時的猶太人證明一件事情—— 

神是無所不在的 神，而且 神是永遠跟列祖們同在的 神。不管他們是在拜偶像之地，迦

勒底的吾珥，或是在半路上，在哈蘭，甚至被擄到埃及，或是像約瑟被關在監獄裡面，

或是在埃及的寶座上，或是 神的百姓在曠野裡面，或是到最後進到迦南來到了所羅門

所蓋的聖殿中，不管在哪裡， 神的同在是不受這些限制的。 神永遠是一個無所不在，

而且樂意跟這些敬畏祂的人同在的 神。 

所以，關鍵是在於，人是不是真的敬畏 神、討 神喜悅，讓 神樂意跟人同在，而不

在乎人手所造的殿宇。所以，司提反在結束的時候，他就特別提到「48 至高者並不住人

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49‘主說，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腳凳，你們要為我造何

等的殿宇，哪裡是我安息的地方呢？50 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嗎？’」（徒 7:48-50） 

真正殿宇的意義是要讓 神可以得安息的；真正殿宇的意義是討 神喜悅，敬畏 神、

敬拜 神的地方。所以，這些列祖不管他們有怎樣的遭遇、在甚麼地方， 神都跟他們同

在。這是屬靈的實際。 



司提反提這個就是想讓他們知道，今天我們沒有在這裡糟蹋聖所。耶穌來，祂也沒

有糟蹋聖所，祂反而是這個聖殿的屬靈的實際。因爲 神的喜悅、 神的旨意，全部都集

中在祂的身上。所以這是第一件事情，我們要看到的。 

二. 司提反在信息里所講的這些列祖，他們都是以色列心中最崇拜的屬靈人物。 

第二件事情，司提反的信息在這裡所講的這些列祖，他們都是以色列心中所最崇拜

的屬靈人物。 

我們去以色列的時候，以色列的導遊，不見得都是基督徒，還有很多還是猶太教的。

我們從約旦進迦南地，到毗斯迦山，就是摩西在那裡最後的禱告。 神讓他在那裡看著

迦南地，然後 神把他取去了。導遊就跟我們講說：為甚麽 神把摩西的尸體取走了，讓

以色列百姓找不到他？他說：因爲以色列百姓太懷念摩西了，他們太愛摩西，太敬仰摩

西。敬仰到一個地步，就是如果他們找到摩西的尸體，他們把他安葬了。他們寧可不進

迦南，他們願意陪著摩西，圍繞著摩西就在那裡安居了。就跟河東的那兩個半支派一樣，

他們就不肯過約旦河，不肯進到應許之地去。 

但是你卻發現，在三十五節，祂說，這樣一位他們所崇拜的摩西，當初 神興起來，

帶領百姓，「這摩西，就是百姓棄絕說‘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的。」（徒 7:35）

那一位。換句話說，就是 神所重用的僕人在這一般 神百姓中間是常常被他們棄絕的，

被他們悖逆的，被他們抗拒的，甚至他們曾經要用石頭打死的。 

大衛也受過逼迫；亞伯拉罕在迦南地也受苦；約瑟也被賣，被兄弟出賣，被下到監

裏面去；雅各也經過那麽苦的日子，被剝奪，到最後因為飢荒而下了埃及。亞伯拉罕早

期，在《使徒行傳》第七章第五節，甚至說他到了應許之地以後「在這地方 神並沒有給

他產業，連立足之地也沒有給他」換句話說，這些人都經過了很多的苦難、很多的傷害、

很多被害的經歷，被拒絕、被抗拒、被不服的這些經歷。但是他們至終卻是以色列百姓

的拯救、以色列百姓的祝福。 

所以，司提反在這裡講到，你們所殺害的義者耶穌，祂來了，跟眾先知一樣來了，

要把 神的旨意帶給你們，但是你們卻悖逆，你們卻殺了祂。所以，今天不是我們在這

裡踐踏律法，也不是我們在這裡踐踏 神的聖殿，真正踐踏 神的聖殿、踐踏 神律法的，

其實是你們。所以，第五十三節，他說：「你們受了天使所傳的律法，竟不遵守。」因

爲連十誡，連所傳的十誡，最基本的誡命，他們都犯了。他們不僅僅殺人，而且是殺 

神所差來的使者，殺了 神所差來的義者，甚至連彌賽亞來了，他們都殺了。 

整個司提反的信息，他從歷史的角度，帶百姓們回頭去看 神所要的聖殿，其實不是

外面的，乃是一個祂安息的地方，是合 神心意的地方，是真正以 神為中心敬拜 神的地

方。 神所要的律法是從裡面守的，是真實的，不是外表上守，但是我們實際上卻不是

這樣。 

在五十一節到五十三節，司提反當他講完信息的時候，他非常勇敢地話鋒一轉，直

接指責這些假冒僞善的文士、法利賽人和祭司，他說：「51 你們這硬著頸項、心與耳未

受割禮的人，常時抗拒聖靈；你們的祖宗怎樣，你們也怎樣。52 哪一個先知不是你們祖



宗逼迫呢？他們也把預先傳説那義者要來的人殺了。」（徒 7:51-52）這個「人」是複

數，所以表示是先知，包括施洗約翰。「如今你們又把那義者賣了、殺了。」（徒 7:52）

真正的耶穌來了，那個義者來了，他們也出賣了祂、也殺了祂。「你們受了天使所傳的

律法，竟不遵守。」（徒 7:53）所以，我們可以看見司提反信息的中心和重點。 

接下來，第五十四節一直到結束的地方，就是講到司提反殉道、受逼迫。「54 衆人

聽見這話，就極其惱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齒。55 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定睛望天，看見 

神的榮耀，又看見耶穌站在 神的右邊，56 就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 神的右

邊。”」（徒 7:54-56）請我們注意到「被聖靈充滿」，並不是只是叫我們喜樂，叫我

們可以跟人家誇耀我有聖靈充滿的經歷。「聖靈充滿」不僅僅讓我們結出聖靈的果子，

讓我們滿有聖靈的生命和能力為主作見證，也是讓我們在這裡能夠有勇氣，有力量去面

對殉道者的結局。他能夠那麽勇敢地在這裏面對這些向他咬牙切齒的人。 

底下說到：「57 衆人大聲喊叫，捂著耳朵，齊心擁上前去，58 把他推到城外，用石

頭打他。」（徒 7:57-58）他們就把他給打死了。我們在這裡看見這些人沒有辦法忍受

司提反所作的見證。其實就像我在辦公室跟同工們預查的時候也曾經分享，真正受不了

的其實是撒旦。因爲司提反在這裡見證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 神的右邊。」

（徒 7:56）講到第一個帶著人性居然可以進到 神的面前。這是一個道成肉身偉大的得

勝。這是一個道成肉身榮耀的見證。耶穌不光是帶著 神性和人性在地上過生活，祂更

是第一個帶著人性可以回到榮耀的 神面前。所以，這是撒但最怕的。因爲 神就是在人

性裡面，「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詩 8:2）

輸的心服口服。所以，當司提反看見的時候，他在作這個見證的時候，仇敵受不了，衆

人也受不了，覺得他褻瀆 神，他們就把他給打死了。 

司提反實在是非常非常地像耶穌。他看見了主榮耀的形象，雖然石頭像雨一樣落在

他的身上，血流，全身疼痛，即將殉道。但是他向這位向他啓示的耶穌，「跪下來大聲

喊著說：“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徒 7:60）他真的像耶穌，耶穌走以前不

也是這樣禱告嗎？「說了這話，就睡了。掃羅也喜悅他被害。」（徒 7:60）我非常感動，

路加用這麽好的筆法來描述一個這麽榮耀的殉道者的結局。 

雖然從人來看，是一個很悲慘、很可憐的結局：他被亂石頭打死，在衆人的忿怒中

把他給殺害了，可是他那麽榮耀地把耶穌的美麗表現出來，甚麼角度都像耶穌。他講的

道、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跟人的應對、他的尊貴，到最后他被害的時候，他的禱告、

他裡面的愛，沒有一樣不是在表達耶穌。 

讀到這，我就想起《提摩太前書》三章十六節說：「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

爲然，就是： 神在肉身顯現」。祂不光在拿撒勒人耶穌的身上顯現，如今那一粒麥子落

在地裡死了，就結出了許多的子粒來。在司提反的身上，我們看見了耶穌，在後來其他

的使徒身上，到了保羅的身上，我們都看見了耶穌。保羅甚至能作見證說：「我活著就

是基督」（腓 1：21）這對我們來説，司提反的殉道不僅僅是一個感人而且得勝的見證，

對我們來説，更是這個救恩、這個福音所帶給我們一個榮耀的盼望——就是人人不僅僅

都需要耶穌，我們也可以像耶穌。因爲祂不僅僅為我們死，祂也為我們活。司提反在這

裡真是活出了耶穌！ 



有人就問說：為甚麽 神要讓這件事情發生？為甚麽是司提反？為甚麽要讓在教會最

需要的時候，卻把一個這麽得勝、這麽重要的器皿給提走了？為甚麽（Why）？為甚麽

是他（Why him）？為甚麽是現在（Why now）？我想這都是我們要問的問題，但是我

想我剛剛已經說過了。 神在他的身上彰顯出那個榮耀的得勝，讓仇敵啞口無言。而且

也藉著司提反的得勝，讓我們看見：不光只有一個基督，個人的基督、四福音的基督；

今天在《使徒行傳》裡面一粒麥子已經結出了許多的子粒來：團體的基督，個個都可以

像耶穌，個個都是耶穌基督復活生命和道成肉身的見證人。 

所以，為甚麽要有這些逼迫？其實到了第八章第一節，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答案，因

爲在那裡說：「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

太和撒瑪利亞各處。」（徒 8:1）所以，司提反的殉道帶來了幾個結果。 

 第一個，不僅僅讓整個救恩福音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

極，祂從中心到圓周開始出去了。 

 第二個，司提反的殉道對保羅造成了非常大的震撼和影響，他這一生是他終

身難忘的。在《使徒行傳》第二十二章第二十節，保羅都還特別提起這件事

情來。 

 第三個，司提反的殉道對仇敵來説，也是一件很震撼的事情，因爲第十五節

他们「見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徒 6:15）司提反在被他們質問的時

候，他卻活得那麽尊貴，王者的尊貴，像 神的使者一樣。在最後殉道的時候，

被石頭打的時候，司提反的禱告卻為他們求赦免，不叫這個罪歸給他們。雖

然這些人還是硬著心，但是你知道，光從保羅最後的得救、轉變，跟他受到

司提反的影響，我相信這些都是震撼的事情。 

 第四個，在五十六節，司提反自己所說的見證，他說：「我看見天開了，人

子站在 神的右邊。」（徒 7:56）所以，相當多的《聖經》學者和解經家說，

這是主耶穌都感動到忍不住地站起來，來歡迎司提反，來接收他殉道的靈魂。 

那麽，耶穌升上天，《聖經》上很多的形容，祂其實是坐著的。像《路加福音》二

十二章六十九節、《使徒行傳》第二章三十四節到三十五節，跟《詩篇》一百一十篇第

一節。我想這都是我們可以在《聖經》裡面看到基督都是坐在 神的右邊的。《使徒行

傳》第二章三十四節到三十五節：「34 主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35 等我使你仇

敵作你的腳凳。」這節《聖經》特別也是跟《詩篇》第一百一十篇第一節：「耶和華對

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那麽，主耶穌自己在《路

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六十九節，主耶穌也自己說：「從今以後，人子要坐在 神權能的右

邊。」這是這幾節的經文，說到主是坐在 神的右邊，但是爲了司提反的殉道，祂站起

來，祂迎接他。 

我想我們從這一章的《聖經》裡面，我們也是受到一些的提醒。雖然好像是一個很

冗長的歷史的記載，甚至中間司提反所引用的話，有一些跟舊約的記載不一樣，也造成

很多人的困惑。 

我想我岔出去一分鐘講一下就好了。《聖經》的“無誤論”是講到《聖經》所有的

教訓、《聖經》的記載都是正確的。但是，並不代表《聖經》的每一句話都是對的，因



爲中間有記錄撒但的話；中間有記錄像在《箴言》裡面、《傳道書》，講到所羅門他們

一些人生的體驗，所以都不能夠斷章取義地拿出來講。例如說：「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

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傳 1：14）但是今天我們在基督裡，沒有一樣東西是虛

空的，對不對？在《箴言》裡面也提到很多的人生的體驗，例如說：「寧可住在房頂的

角上，不在寬闊的房屋與爭吵的婦人同住。」（箴 21:9） 神并沒有叫我們遇到嘮嘮叨

叨的配偶就離開她，然後就住到房角上去。所以，《聖經》的經文尤其在抄錄的過程中，

難免有些的地方可能會錯誤，但是並不代表《聖經》本身是錯誤的。 

所以，在這邊司提反的講話裡面有兩個很明顯的地方。一個是他在第七章第二節講

到：「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在美索不達米亞還未住哈蘭的時候，榮耀的 神向他顯現」，

可是《創世紀》十一章結尾跟十二章的開頭，卻是說到： 神是在哈蘭的時候向他顯現。

那麽，到底是哪個對呢？當然有可能， 神在吾珥也顯現，那麽 神在哈蘭又再次顯現。

所以，這個並不見得是矛盾、不見得是衝突。《聖經》沒有記載，並不代表它沒有發生。

這是我們要注意的。 

但是十六節，在這裡說到雅各和祖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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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徒 7:16），我們從《創世記》三十三章十九節，跟《約

書亞記》二十四章三十二節，都可以看得到這塊地是雅各買的；亞伯拉罕買的是希伯倫

麥比拉洞。那麽，雅各買的是示劍，他用一百塊的銀子跟哈抹的子孫買來的，後來是約

瑟葬在這裡。那麽，這個十六節要怎麽解釋呢？當然有些解經家為了試著去解釋，就說

雅各可能是用亞伯拉罕的名義去買的，但是我們沒有辦法證實。那我也覺得我們不見得

硬要這樣去解釋。 

我個人的體會，這是當作你們的參考。因爲《聖經》忠實記載每一個事實，所以當

司提反在作見證的時候，他在那樣的局面裡面，他講歷史，那麽他可能在他的記憶中，

他引用錯了。但是聖靈卻很忠實地把它記載下來，因爲這是司提反說的話，並不代表是

《聖經》發生的事。所以《聖經》的忠實性跟絕對的正確性反而藉著這件事情更得到應

証，祂沒有要去隱藏司提反可能在引用《聖經》時的錯誤。這種錯誤，我犯更多了，我

們有時候引用的數字、引用的時間、引用的經文，我們可能都引用錯。因爲我們不完全，

我們是會錯的。這是我的解釋。 

所以，我想我們從第七章，其實學到了很多的教訓。 神真正在乎的， 神到今天仍然

是在乎要找到一般合祂的心意的人，祂願意與他們同住。不管我們在哪裡、在怎樣的遭

遇裡， 神是樂意跟我們同在的 神，甚至揀選我們作為祂的居所，這是我們要在乎的。

不是外面的建築、不是外面的教堂、不是外面的一切的律法儀文。同樣的，真正守律法

的，是從心裡面守，因爲基督是律法的總結。我們不是在外面的字句上去要求、去定罪，

而是在心靈裡面，我們真正地守全 神的律法，靠著基督。 

司提反給我們的見證，對我們也都是激勵。看見殉道者那麽勇敢，看起來好像仇敵

得勝，其實那天整個仇敵幾乎崩潰了，瘋狂了。因爲在這裡有一個偉大的見證人，而他

所見證的是這麽榮耀「天開了，人子站在 神的右邊。」（徒 7:56）。而且他的禱告，

那麽榮耀的禱告。臨死之前向天上的 神低頭敬拜，跪在地上，沒有埋怨，而他的禱告



全是像耶穌，充滿了愛、充滿了寬恕。這件事情是大大地震撼了掃羅，所以，後來他悔

改的時候，他一直都記得這件事。更因這個，見證的使命從司提反就傳給了保羅。 

禱告： 

主耶穌啊，我們謝謝祢！讀這些歷史，讓我們低頭敬拜祢。祢不僅僅是掌管歷史的 

神，祢根本就是整個歷史真正的意義。祢在其中對我們説話，祢興起器皿向我們施恩，

祢藉著歷史所有所發生的事，在這裡向我們啓示了祢的心意，讓我們知道祢到底所要的

是甚麼。主啊，藉著司提反這麽勇敢的見證，祢來激勵我們，讓我們在今天這個世代，

讓我們敢於過分別為聖的生活（dare to be different），勇敢地站在主的這一邊，為主作

見證。但願各個都是耶穌基督道成肉身的見證人。謝謝主，祝福祢的教會。奉主耶穌基

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