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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如風

見證人如雲

風起，則雲湧

在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出現了一位流星式的人物

他於天際畫出一道眩目的亮光，一閃即逝

千古之後，人們對於那一次的閃亮，仍舊念念不忘：

司提反，耶穌基督的見證人，風雲時代的旋風，星斗之夜的流星

• （聖靈降臨）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徒 2:2

•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來 12:1



司提反 Stephen

• 生命的意義在於被神使用

• 被神使用的最高峰是為耶穌作見證

The meaning of life is embedded in a person’s usefulness in God’s 
works. The highest point of usefulness is bearing witness for Christ.



精工製造的演唱鋼琴（Concert Piano），它的價值要到被使用
的時候才得以發揮。使用者的技藝越高，價值的發揮越高。



神的方法是人 God’s means is people

名字 希臘名字 經文

1 司提反 Stephen 徒6,7章

2 腓利 Philip 徒8章

3 伯羅哥羅 Procorus --

4 尼迦挪 Nicanor --

5 提門 Timon --

6 巴米拿 Parmenas --

7 尼哥拉 Nicolas --

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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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6:1）
解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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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6:3)
The Seven 七位：全
都是希臘名字，沒有
希伯來名字。

當教會有需要的時候，神不是給教會一套方法，而
是給教會合適的人選。神的「方法」就是人。



伺候桌子的人 Those who serve the table

• 七位的職責是「管理飯食」，原意為「伺候桌子」

• 他們所伺候的桌子可能是供應飯食的餐桌，也可能是處理
慈善捐款的辦公桌

• 七位是事奉者，為了弟兄姊妹的需要而處理事務

• 「管理」的原文 “diakoneo” 意思是「伺候」

• 名詞形態 “diakonos” ，中文譯為「執事」，英文譯為 “deacon” 



神的道興旺起來， So the word of God spread,

在耶路撒冷門徒數目
加增的甚多，

the number of disciples in 
Jerusalem increased rapidly,

也有許多祭司信從了
這道。（徒6:7）

a large number of priests became 
obedient to the faith. (Acts 6:7)

信從者 The Obedient

• 我們從他受了恩惠並使徒的職分，在萬國之中叫人為他的名信服真道。
（羅1:5）

• 我們為這事作見證，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也為這事作見證。（徒5:32）



表示同意，還是全心降服？In agreement, or in submission? 

當我們說「信耶穌」的時候，我們是在說「表示同意」，還是在說「全
心降服」？現代基督徒似乎是在說「表示同意」，可是聖經卻是說「全
心降服」。怎麼會有這樣的差異呢？

首先是名稱上出了問題。我們是門徒，還是基督徒？門徒是針對耶穌而
言的，跟隨耶穌的人稱為門徒。基督徒是針對宗教而言的，世界上有各
種宗教，信佛教的是佛教徒，信基督教的是基督徒。你是門徒，還是基
督徒？這要看你信的是耶穌，還是宗教？

其次是我們的讀經出了問題。聖經幾乎一律用「門徒」這個稱呼，不知
為何我們讀不出來？聖經以「順服」來表示信耶穌，我們也沒有讀出來。
當我們將「門徒」和「順服」這兩個字拿走了之後，很自然地，信耶穌
就變成了表示同意，而不是全心降服了。



神的愛與人的信匯合，形
成了順服。神要人順服他，
因為祝福是在順服之中。
凡是信服神的人，就得著
神的祝福。

Blessings of Obedience



兩種事奉 Two kinds of services

• 基督徒的事奉分為兩種：行政的事奉，話語的事奉

1. Serve the table：行政的事奉

2. Serve the Word：話語的事奉

• 司提反的事奉是全面性的，有行政的事奉，有話語的事奉：

1. 行政：管理飯食（徒6:2）

2. 話語：司提反是以智慧和聖靈說話，眾人敵擋不住。（徒
6:10）



被聖靈充滿的人One who is full of the Holy Spirit

• 聖經三次稱為「被聖靈充滿」的人（最高紀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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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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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徒6:3,6,7:55-56)

• 被聖靈充滿的目的，是為耶穌作見證
1. 在日常生活中為耶穌作見證

2. 在神的話語上為耶穌作見證



為主作見證 Bear witness for the Lord

經文 作用

1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2:4) 為主作見證

2 那時彼得被聖靈充滿，對他們說… (4:8) 為主作見證

3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4:31) 為主作見證

4 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靈充滿、智慧充足的人。(6:3) 為主作見證

5 就揀選了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聖靈充滿的人。(6:5) 為主作見證

6 司提反被聖靈充滿…就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
(7:55-56)

為主作見證



會堂的指控 Accusations from the synagogues

• 司提反事奉主，最反對他的是會堂裡的人。會堂是猶太人
的宗教組織，裡面的人在各方面都和司提反相同，只除了
一樣：司提反接受耶穌，他們排斥耶穌。

– 當時有稱利百地拿會堂的幾個人，並有古利奈、亞力山大、基利
家、亞西亞、各處會堂的幾個人，都起來和司提反辯論。

– 司提反是以智慧和聖靈說話，眾人敵擋不住，

– 就買出人來說：「我們聽見他說謗讟摩西和神的話。」(徒6:9-11)



聖所和律法 The Holy Place and the Law

• 會堂指控司提反的罪名，是他侵犯了猶太人視為最神聖的
兩樣東西：聖所和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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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下假見證，說：

– 「這個人說話，不住的糟踐聖所和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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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6:12-14)



像天使一樣的人The man who is like an angel

• 公會的人看站在他們面前的司提反，看到他的面貌「好像
天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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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6:15）

• 「好像天使」在現代，和在聖經裡，有不同的涵義：

– 現代：強調一個人慈愛善良，樂於助人

– 聖經：強調一個人與神同在，有神的榮光



使司提反喪命的一篇講道 The sermon that cost Stephen’s life
徒 Acts 7:1-60

使徒行傳最長的一篇講道不是彼得講的，不是保羅講的，而是司提反講
的。

聖經用來記載司提反殉道之前的講道所用的篇幅，超過了彼得在五旬節
的講道，也超過了保羅在雅典的講道。為什麼？這篇道有何特殊之處？
為何它受到如此的重視？

從表面上來看，這篇道似乎是在講以色列的歷史。司提反在猶太領袖的
面前，將大家所熟知的歷史複習了一遍。他從亞伯拉罕講起，然後講約
瑟，然後講摩西，然後講大衛及所羅門建造聖殿。照理說，這樣的一篇
道是不會激怒猶太人的，可是司提反卻因此而送了性命。為什麼？

為什麼猶太人聽了這篇道，就「極其惱怒、咬牙切齒、把他推到城外、
用石頭打他」？



同樣的一篇以色列史

在司提反講它之前

猶太人自認是上帝的選民，律法的繼承者

在司提反講它之後

猶太人變成了上帝的悖逆，律法的棄絕者

於是，他們被深深地激怒了

咬牙切齒，將司提反用石頭打死

司提反殉道，是因為他在不能聽實話的人面前說了實話



從救恩的歷史看見耶穌 Seeing Jesus through salvation history

以色列的歷史中，曾經出現過三位「被拒絕的救贖者」：

1. 賣了約瑟
– 先祖嫉妒約瑟，把他賣到埃及去。（徒7:9）

2. 棄絕了摩西
– 我們的祖宗不肯聽從，反棄絕他，心裡歸向埃及。（徒7:39）

3. 殺了耶穌
– 如今你們又把那義者賣了、殺了！（徒7:52）



1. 親眼看見耶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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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7:55）

2. 為耶穌作見證
– 就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神的右邊。」（徒7:56）

從親身的經歷看見耶穌 Seeing Jesus through personal experience



他死得像耶穌 He died like Jesus

• 司提反將靈魂交給主，並饒恕殺他的人，正如耶穌一樣：

– 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司提反呼籲主說：「求主耶穌接收我的
靈魂！」又跪下大聲喊著說：「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
說了這話，就睡了。（徒7:59-60）

• 面對死亡，是一個人除去一切偽裝的時候。那時候的你，是
真正的你。司提反於臨死之前所展現的，是真實的信與愛:

1. 永生的盼望：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

2. 大於仇恨的愛：主啊，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



空虛 豐盛與

生命的意義在於被神使用。未被使用的生
命日漸空虛，被神使用的生命日漸豐盛。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handiwork, masterpiece），在基督耶穌裡造
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弗2:10）



司提反 Stephen

• 生命的意義在於被神使用

• 被神使用的最高峰是為耶穌作見證

The meaning of life is embedded in a person’s usefulness in God’s 
works. The highest point of usefulness is bearing witness for Chr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