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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反及腓利的榜樣 
如何回應主呼召我們作祂的門徒(七) 

 



使徒行傳  7: 48   其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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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50   這一切都是我手中所造的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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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先知, 不是你們祖宗逼迫呢. 他們也把豫先傳說
那義者要來的人殺了. 如今你們又把那義者賣了, 殺了.   53   你們受
了天使所傳的律法, 竟不遵守.   54   眾人聽見這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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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眾人大聲喊叫, 摀著耳朵, 齊心擁上前去.   58   把他推到城
外, 用石頭打他. 作見證的人, 把衣裳放在一個少年人名叫掃羅的腳前
.   59   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 司提反呼籲主說, 求耶穌接收我的靈
魂.   60   又跪下大聲喊著說, 主阿, 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 說了這話就
睡了. 掃羅也喜悅他被害. 



首位殉道者有力的見證 
•用歷史見證猶太人的大錯 

• 52   那一個先知, 不是你們祖宗逼迫呢. 他們也把豫先傳
說那義者要來的人殺了. 如今你們又把那義者賣了, 殺
了.   53   你們受了天使所傳的律法, 竟不遵守. 

 



首位殉道者有力的見證 
•用歷史見證猶太人的大錯 

•勇於責備猶太人違背天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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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位殉道者有力的見證 
•用歷史見證猶太人的大錯 

•勇於責備猶太人違背天父 

•以主的復活見證祂是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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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位殉道者有力的見證 
•用歷史見證猶太人的大錯 

•勇於責備猶太人違背天父 

•以主的復活見證祂是救主 

•求天父赦殺他的人的罪是最美最好的見證 
• 60   又跪下大聲喊著說, 主阿, 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 說
了這話就睡了. 掃羅也喜悅他被害. 

 
 

 



首位殉道者有力的見證 
•用歷史見證猶太人的大錯 

•勇於責備猶太人違背天父 

•以主的復活見證祂是救主 

•求天父赦殺他的人的罪是最美最好的見證 
• 60   又跪下大聲喊著說, 主阿, 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 說
了這話就睡了. 掃羅也喜悅他被害. 

•除了掃羅 (日後的使徒保羅) 誰會記得這有力的見證呢? 

 
 

 



第二位執事順從主的榜樣 
•按章工作? 
•使徒行傳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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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亞各處.   
2   有虔誠的人, 把司提反埋葬了, 為他捶胸大哭.   3   
掃羅卻殘害教會, 進各人的家, 拉著男女下在監裡. 

• 4   那些分散的人, 往各處去傳道.    5   腓利下撒瑪
利亞城去, 宣講基督.   6   眾人聽見了, 又看見腓利
所行的神蹟, 就同心合意的聽從他的話.   7   因為有
許多人被污鬼附著, 那些鬼大聲呼叫, 從他們身上出來. 
還有許多癱瘓的, 瘸腿的, 都得了醫治.   8   在那城
裡, 就大有歡喜. 

 



使徒行傳  8:5   腓利下撒瑪利亞城去, 宣講基督.   6   眾人聽見了, 
又看見腓利所行的神蹟, 就同心合意的聽從他的話.   7   因為有許
多人被污鬼附著, 那些鬼大聲呼叫, 從他們身上出來. 還有許多癱瘓
的, 瘸腿的, 都得了醫治.   8   在那城裡, 就大有歡喜……… 
26   有主的一個使者對腓利說, 起來, 向南走, 往那從耶路撒冷下迦
薩的路上去. 那路是曠野.   27   腓利就起身去了. 不料, 有一個埃提
阿伯人(即古實見以賽亞十八章一節)是個有大權的太監, 在埃提阿
伯女王干大基的手下總管銀庫, 他上耶路撒冷禮拜去了.   28   現在
回來, 在車上坐著, 念先知以賽亞的書.   29   聖靈對腓利說, 你去貼
近那車走.   30   腓利就跑到太監那裡, 聽見他念先知以賽亞的書, 
便問他說, 你所念的, 你明白麼.  



第二位執事順從主的榜樣 
•按章工作? 

•捨易取難? 
•腓利的順從固然是極好的榜樣, 但不是太浪費資源嗎? 



第二位執事順從主的榜樣 
•按章工作? 

•捨易取難? 
•腓利的順從固然是極好的榜樣, 但不是太浪費資源嗎? 



使徒行傳 8:31   他說, 沒有人指教我, 怎能明白呢. 於是請腓利上
車, 與他同坐.   32   他所念的那段經, 說, 他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 
又像羊羔在剪毛的手下無聲, 他也是這樣不開口.   33   他卑微的
時候, 人不按公義審判他.(原文作他的審判被奪去)誰能述說他的
世代, 因為他的生命從地上奪去.   34   太監對腓利說, 請問先知說
這話, 是指著誰, 是指著自己呢, 是指著別人呢.   35   腓利就開口
從這經上起, 對他傳講耶穌. 
36   二人正往前走, 到了有水的地方, 太監說, 看哪, 這裡有水, 我
受洗有甚麼妨礙呢. (有古卷在此有腓利說,   37   你若是一心相信
就可以, 他回答說, 我信耶穌基督是 神的兒子)   38   於是吩咐車站
住, 腓利和太監二人同下水裡去, 腓利就給他施洗.   39   從水裡上
來, 主的靈把腓利提了去, 太監也不再見他了, 就歡歡喜喜的走路. 



第二位執事順從主的榜樣 
•按章工作? 

•捨易取難? 

•功成身退! 
• 38   於是吩咐車站住, 腓利和太監二人同下水裡去, 腓利
就給他施洗.   39   從水裡上來, 主的靈把腓利提了去, 太
監也不再見他了, 就歡歡喜喜的走路. 



第二位執事順從主的榜樣 
•按章工作? 

•捨易取難? 

•功成身退! 

•果實永存! 



第二位執事順從主的榜樣 
•按章工作? 

•捨易取難? 

•功成身退! 

•果實永存! 
•埃提亞伯是現代的埃塞俄比亞, Ethiopia 至上世紀中葉
是非洲在宣教士去工作之前, 獨一的基督教國家 



給我們作門徒的榜樣是: 
•用歷史見證猶太人的大錯 :熟讀聖經歷史 
•勇於責備猶太人違背天父 :不畏時下歪風 
•以主的復活見證祂是救主 :見證主活在我心 
•求天父赦殺他者的罪是最美最見證 :為人切切代求 
•按章工作? :以創意積極認定服侍主的機會 
•捨易取難? :不畏難,不退縮,回應主的呼召 
•功成身退! :不居功,真誠地把一切榮耀歸給主 
•果實永存! :把工作成果交給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