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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和七月的讀經資料環繞本書的第一個大分段六月和七月的讀經資料環繞本書的第一個大分段六月和七月的讀經資料環繞本書的第一個大分段六月和七月的讀經資料環繞本書的第一個大分段：：：：使徒在使徒在使徒在使徒在耶路撒冷的見證耶路撒冷的見證耶路撒冷的見證耶路撒冷的見證 (第一至七第一至七第一至七第一至七
章章章章)，，，，六月份我們六月份我們六月份我們六月份我們讀了第一至第四章讀了第一至第四章讀了第一至第四章讀了第一至第四章，，，，今個月我們會繼續讀第五至第七章今個月我們會繼續讀第五至第七章今個月我們會繼續讀第五至第七章今個月我們會繼續讀第五至第七章，，，，這幾章講述仇這幾章講述仇這幾章講述仇這幾章講述仇
敵從內部和外部對教會的攻擊敵從內部和外部對教會的攻擊敵從內部和外部對教會的攻擊敵從內部和外部對教會的攻擊，，，，以及教會如何抵擋這些攻擊以及教會如何抵擋這些攻擊以及教會如何抵擋這些攻擊以及教會如何抵擋這些攻擊。。。。 

 
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 (7 月月月月 2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7 月月月月 8 日日日日) :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32 節至第五章節至第五章節至第五章節至第五章 16 節節節節 

本段講述仇敵從內部對教會的攻擊 

內容摘要 
一) 教會凡物公用 (4:32-4:37) 
二) 仇敵從內部對教會的攻擊 (5:1-10) 
 仇敵的手段：在奉獻上欺哄聖靈 
 教會的對策：識破詭計，施行審判 
三) 教會的得勝 (5:11-16) 

 全教會都懼怕(11 節) 

 外邦人都尊重，信徒越發增添(12-16 節) 
 
 
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 

4:37 按照摩西的律法，利未人是不能擁有土地產權的(民十八 23~24)；巴拿巴身為利未人(36 節)，

卻有田地可賣，這或許是因為：(1)摩西的律例規條僅適用於巴勒斯坦境內，而未用於外邦

人之地；(2)摩西有關禁止利未人置產的規條，到那時候已經不再執行了。 

5:1 「亞拿尼亞」的意思是耶和華所保護的、主是恩慈的、耶和華的憐憫、耶和華的眷顧。 

「撒非喇」即是俊美、漂亮的意思。 

5:6 根據摩西律法，凡被神治死的，皆須即日埋葬(申廿一 22~23)。 

「少年人」是教會中一些年輕力壯的信徒，自願承擔須要花費體力的服事工作。 

5:8 彼得在此有意引導撒非喇透露實情，給她一個悔改的機會。 

5:10 亞拿尼亞夫婦先後因撒謊而立即死亡，有人認為神太過嚴苛，但按著當時的情形看來，教

會初創不久，若無聖靈在教會中極度的顯聖，恐有遭仇敵完全破壞之虞。為著建立使徒們

的權威，也為著擴展福音至全地，這類「神蹟奇事」實有其必要性。 

5:11 這是《使徒行傳》第一次使用「教會」5:14 這名詞 

5:12 初期教會經常在人人可以見到的地方舉行聚會，就是環繞聖殿區的兩個大廊之一的所羅門

廊(參徒三 11)。 

5:13 「其餘的人」是指那些動機不純的假冒偽善者，即想冒充信徒或半信半疑的人；亦有解經

家認為，這「其餘的人」是和下面尊重他們的「百姓」相對，指反對他們的「猶太教領袖」。 

5:14 此處是本書首次特別提到有婦女信主。 

 
思考問題： 
1. 凡物公用是聖靈在初期教會的信徒內動工，使他們的合一表現吸引許多人信主。我們

的教會又有什麼表現吸引其他人？ 
2. 既然亞拿尼亞和撒非喇願意變賣田產，為什麼又要私下保留幾份？你對神的奉獻又是

否毫無保留？ 
3. 神對亞拿尼亞和撒非喇即時而嚴厲的懲罰顯示了神是一位怎樣的神？這對你有什麼

提醒？ 

22001122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讀讀讀讀讀讀讀讀經經經經經經經經計計計計計計計計劃劃劃劃劃劃劃劃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二二二二二二二二階階階階階階階階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55--1122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使使使使使使使使徒徒徒徒徒徒徒徒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傳傳傳傳傳傳傳傳    「「「「「「「「惟惟惟惟惟惟惟惟喜喜喜喜喜喜喜喜愛愛愛愛愛愛愛愛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和和和和和和和和華華華華華華華華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律律律律律律律律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晝晝晝晝晝晝晝晝夜夜夜夜夜夜夜夜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想想想想想想想想，，，，，，，，這這這這這這這這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便便便便便便便便為為為為為為為為有有有有有有有有福福福福福福福福！！！！！！！！」」」」」」」」  ((詩詩詩詩詩詩詩詩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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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 (7 月月月月 9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7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章章章章 17 節至節至節至節至 42 節節節節 

 

本章主要講述仇敵從外部對教會的攻擊 

內容摘要： 

一) 仇敵從外部攻擊教會 (17-39節) 

 公會囚禁使徒(17-18 節) 

 使徒蒙天使營救出監，照常在殿裏教訓人(19-26 節) 

 使徒被帶到公會之前受審(27-28 節) 

 使徒的見證(29-32 節) 

 迦瑪列勸戒公會任憑使徒(33-39 節) 

二) 教會的得勝 (39-42節) 
 
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 

5:18 「外監」指暫時性的看守所，供監禁輕罪犯或臨時拘留尚未定罪的人犯，在那裏等候正

式受審。 

5:19 「主的使者」指天使(徒 7:35,38、12:7-8)。 

5:24 「心裏犯難」意指感到困惑。 

5:28 這些反對主耶穌的人，曾眾口一詞的願意承當流主耶穌之血的罪(太 27:25)，如今卻改口

推辭，可見他們的話不可採信。 

5:29 注意不是彼得一個人在說話，而是眾使徒也一同說話；不是少數人剛強，乃是全體都剛

強。 

5:31 「右手」代表較大或較重要的地位；主升天後是在神的右邊(徒 7:56、來 8:1)。 

5:34 「迦瑪列」即是神必報償。他是當時著名的拉比希列之孫，他本身思想開明，觀點中肯，

行為正直嚴明，甚得百姓的尊敬。猶太人稱他為「拉比中的拉比」，掃羅(就是後來的

使徒保羅)是他的門生之一(徒廿二 3)。 

5:37 這不是指《路加福音》中所提居里扭的第一次報名上冊(路 2:2)，而是約在主後六年的那

一次。據猶太史學家約瑟夫考證，這人拒絕向該撒納稅，起而反叛，但很快就被消弭。 

5:40 猶太人採用鞭打方式來懲罰，但是「不可超過四十下」(申 25:3)，因此他們的慣例是「四

十減一」(林後 11:24)，寧可少打一下，以免不小心超過了。 

 
思考問題： 

1. 天使叫使徒到殿中向百姓傳道 (5:20)，他們明知這樣做可能會再次被捉拿，但他們
在天未亮時便到殿中教訓人，是什麼使他們如此剛強壯膽？ 

2. 當人的命令和神的命令互相抵觸時，我們便要作出抉擇。你試過遇到類似的情況嗎？
你能夠好像當時使徒一樣黑白分明，並理直氣壯地為神辯論嗎？ 

3. 道理雖然在使徒那一邊，但最後還是被打了。他們被打後有什麼反應？為什麼他們
有這樣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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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 (7 月月月月 16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7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第第第第六六六六章章章章 

 

本章講述執事的來源以及司提反的事跡本章講述執事的來源以及司提反的事跡本章講述執事的來源以及司提反的事跡本章講述執事的來源以及司提反的事跡 

內容摘要： 

一) 設立執事 (1-7 節) 

二) 司提反與眾人辯論以及司提反被捉拿 (8-15 節) 

 

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 

6:1 「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即希臘化的猶太人；他們出生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講希臘

話，使用希臘文聖經――《七十士譯本》，多隨從希臘的風俗習慣。他們之中有很多人

在五旬節時也相信了主，可能有信徒因嚮往教會生活，而留在耶路撒冷，並未回到外邦

的原居地。 

「希伯來人」指生長在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他們說亞蘭語，使用希伯來文聖經，並且保

存猶太文化與習俗。初期教會信徒間的隔膜和埋怨，可能起因於語言和生活習慣的相異。 

每當教會迅速增長，信徒人數大量增加的時候，也是仇敵在教會中製造分化的時機。 

6:3 「被聖靈充滿」按原文更好翻作「要滿有聖靈」。被聖靈充滿，是一時的；滿有聖靈，

是常時的，是一直維持並保守住被聖靈充滿的境地。 

「管理」有服事之意，希臘文「執事」一字由此而來。這幾位被選出來的信徒雖可看作

今天教會「執事」之始，但當時仍未實行日後的執事制度。 

6:5 這些都是希臘名字，無疑地這七個人都是說希臘話的信徒。 

「尼哥拉」大概是一個外邦人轉奉猶太教的；特別有意義的是，路加指出這人的原籍地

是「安提阿」，那裏是未來向外邦人傳揚福音的「大本營」。頗多解經家認為此「尼哥

拉」即《啟示錄》中的尼哥拉(啟 2:7, 15)，但無確據可憑。 

6:6 「按手」在聖經裏有幾方面的意義：(1)傳遞祝福(創 48:13-20)；(2)分給尊榮(民 27:18-19)；

(3)分給恩賜(提後 1:6)；(4)醫治(徒 28:8)；(5)聯合(提前 5:22)。 

6:9 「利百地拿」字義是「得自由的人」，指原為奴隸，後被釋放得自由的人。他們很可能

是主前 63 年，被羅馬執政者龐貝擄去羅馬為奴，後來獲得自由的猶太人和他們的後代。 

6:12 「忽然來」原文是一個字，指帶著暴烈情緒的衝到；「捉拿」指一種暴力的擒拿。 

6:13 司提反可能也引用主耶穌的話，表明：(1)祂才是真聖所和帳幕(約 2:19；來 8:2)；(2)舊約

的律法有不足之處，祂來成全並提高律法的層次(太 5:17-47)。因此被人誤解或蓄意歪曲。 

6:14 「規條」是指文士對律法的解釋，猶太人視同從摩西來的，凡攻擊這些規條的，等於是

攻擊摩西的律法。主耶穌定罪他們因著古人的遺傳，犯了神的誡命(太 15:3-6)。 

6:15 本書的作者路加並未見過司提反，他如此的描述，大概是根據保羅的印象，因為保羅是

當時的目擊者之一(徒 7:60)。 

 

思考問題： 

1. 經文提到管理飯食的信徒要有什麼特質？你認為這些特質對於事奉神重要嗎？你有
這些特質嗎？ 

2. 當教會人數不斷增長時，便要有更多信徒參與事奉，分擔教會的工作。現在教會的工
作能否由弟兄姊妹分擔？你又有否積極參與事奉？ 

3. 司提反做了什麼使自己遭到陷害？ 

 



第 4 頁，共 4 頁 

 

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 (7 月月月月 23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7 月月月月 29 日日日日)：：：：第第第第七七七七章章章章 

 

本章講述本章講述本章講述本章講述司提反的申辯和殉道司提反的申辯和殉道司提反的申辯和殉道司提反的申辯和殉道，，，，司提反的殉道司提反的殉道司提反的殉道司提反的殉道，，，，促使門徒離開耶路撒冷到各處去作見促使門徒離開耶路撒冷到各處去作見促使門徒離開耶路撒冷到各處去作見促使門徒離開耶路撒冷到各處去作見
證證證證。。。。在這事發生以後在這事發生以後在這事發生以後在這事發生以後，，，，門徒們分散到猶太和撒瑪利亞門徒們分散到猶太和撒瑪利亞門徒們分散到猶太和撒瑪利亞門徒們分散到猶太和撒瑪利亞，，，，往各地傳道往各地傳道往各地傳道往各地傳道(8:1、、、、4)，，，，正如主耶正如主耶正如主耶正如主耶
穌所說的那樣穌所說的那樣穌所說的那樣穌所說的那樣 (1:8)。。。。 

 

內容摘要： 

一) 司提反敍述以色列人的歷史 (1-50 節) 

二) 譴責猶太人和他們的祖宗一樣抗拒聖靈、殺害先知(51-53 節) 

三) 司提反殉道 (54-60 節) 

 

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 

7:6 「必寄居外邦」指寄居在埃及地。「苦待他們四百年」引自創 15:13。 

7:14 「七十五個人」和《創世記》的「七十人」(創 46:27)說法有異，其原因或許是司提反採

用了希臘文版的舊約聖經《七十士譯本》，名單中另加了瑪拿西的一兒一孫，和以法蓮

的二兒一孫，總共有七十五個人。 

7:30 《出埃及記》是說在『何烈山』(出 3:1)，而何烈山可能就是西乃山的別名，是位於西乃

半島的一座高山。 

「有一位天使，」實際上是神自己(參 31-32 節；出 3:2-6)。在聖經裏面，耶和華神常常

以「使者」的姿態向人顯現(創 16:7-13、士 6:12-16、亞 2:3-5)。 

7:37 在司提反的腦中，這一位先知無疑是指耶穌基督。摩西豫表主耶穌：(1)奉神差遣到世上

來拯救神的子民(34 節)；(2)竟被以色列人所棄絕(35 節)。 

7:38 「這人曾在曠野會中」，「會」是希臘原文 ekklesia 的翻譯，指以色列人在公眾地方召

開的集會。新約用這字的複數來指信徒所組成的教會。 

7:42 此話引自《阿摩司書》第五章廿五至廿七節。 

7:43 「摩洛」是亞摩力人(Ammonites)的偶像，人們向它獻活的小孩子為祭物；「摩洛的帳幕」

是一種可以抬著到處遊行移動的帳幕。 

「理番」是星象的神名，與土星有關。 

以色列北國在主前 721 年亡於亞述，人民被擄到亞述(王下 17:6)；後來亞述在主前 606

年被巴比倫所消滅。而猶大南國則在主前 586 年亡於巴比倫，人民被擄到巴比倫(王下

24:14-16)。 

7:48 此話引自《以賽亞書》第六十六章一至二節。 

7:51 「心與耳未受割禮的人」指他們的肉身雖然受過割禮，但是向著神仍舊硬心，不肯聽從

神的話，故無異心與耳未受割禮。 

7:55 「被聖靈充滿」按原文宜翻作「滿有聖靈」。 

7:58 「把他推到城外，用石頭打他」是對於褻瀆神者的刑法(利 24:14-16、來 13:12-13)。 

 

思考問題： 

1. 司提反用了很長篇幅講述以色列的歷史，其用意是什麼？公會的人接受他的說話
嗎？他們有什麼反應？ 

2. 司提反被人用石頭打時說了什麼？他為什麼這樣說？ 

3. 司提反被捉拿，甚至被殺，神在這過程中是否棄之不理？如何見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