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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课 初代基督教会遭受的逼迫 

逐字稿 

 

围绕耶稣的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今天进入到第 33 课。在这一课我

们会聚焦于初代基督教会所遭受的第一轮逼迫。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叙述。

首先，使徒被关入监牢，记载于《使徒行传》5 章 17-42 节。其次，教会选

立执事，记载于《使徒行传》6 章 1-6 节。最后是基督教的第一位殉道者司

提反的事迹，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6 章 7 节到 8 章 2 节看到相关的记载。 

首先，使徒被关入监牢，使徒行传 5 章 17-42 节。我们看到使徒们继续

在耶路撒冷传讲真道，施行神迹。初代基督教会的人数不断增长。当大祭司、

撒都该人和公会耳闻目睹所发生的事，就满心忌恨。他们迫切地想要制止这

一切，于是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监，准备过了一夜之后，第二天把他们

带到公会面前审问。但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呢？主差派一位天使打开了监

狱的牢门，将使徒领出来。天使又告诉他们去站在圣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

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快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 

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公会的人早上也到齐了，想要把使徒们带到堂

前审问。于是差人到监狱里把使徒提出来。然而差役到了监狱，看到牢门紧

闭，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值班，但牢房里面却空空如也，一个人影都没有。

差役们一头雾水，回来将所看见的一切如实禀报给公会。说话之间，又有人

来报信说：你们要找的人，这会儿正站在圣殿里教训百姓呢。于是公会差派

兵丁去往圣殿，把彼得和约翰带过来。 

请注意，当兵丁们去找彼得和约翰的时候，彼得和约翰顺从地跟他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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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在上节课里提到，彼得曾说过，当顺服上帝，胜于顺服人意。后面

我们还会听到他重申这样的宣告。然而在这里，他们却听从了人的吩咐，因

为上帝也命令祂的百姓，要顺服在上的执政掌权者。这些差役是奉公会的名

义来传唤他们，而彼得表示他顺服公会的命令，只要这些命令是合法的，并

且不违背上帝的话语。于是使徒跟着差役来到了公会。 

大祭司质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耶稣基督的名

教训人吗？” 彼得回答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在这件事上，

我们不能顺从你们。我们必须传讲耶稣的名。这位耶稣，你们把祂钉在十字

架上杀害了，然而上帝却叫祂从死里复活，并且荣耀了祂。” 当公会听到彼

得的这番话，觉得非常虐心，于是恼羞成怒，开始合伙商议，想要杀掉他们。

但有一位名叫迦玛列的法利赛人，是深受百姓敬重的教法师。此人在公会中

站起来说：“以色列众人哪，论到如何处理这些人，我们应当谨慎行事。我

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

坏，但若是出于上帝，我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这番话对今天的我们而言，

同样是非常明智的忠告。如果是出于人的工作，那么必要败坏、归于无有。

但若是出于上帝的工作，我们就不可能败坏它。上帝定会成全祂的旨意。回

到正题，公会听从了迦玛列的建议，就命令使徒不可再奉耶稣的名讲道，并

把他们打了一顿，然后就释放了。使徒们回到教会中，众人和他们都一同喜

乐，因为他们被算作配为耶稣基督的名蒙受羞辱。他们继续传扬耶稣的名。

并且继续担当福音的执事，忠心地传道和教导。因此基督徒群体的人数仍然

在不断增加。 

这就引导我们进入了第二部分的内容，即《使徒行传》6 章 1-6 节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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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立执事。当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并且信徒络绎不绝地将财产物资交给

使徒，去分给那些贫穷和有需要的人，有一些问题开始浮现出来，因为不是

每个受助者都得到了应该分配给他（她）的那一份帮补。使徒们太忙了，他

们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所以教会的两个群体之间彼此就开始有了埋

怨。那些来自巴勒斯坦之外的、说希腊话的犹太基督徒，向那些住在巴勒斯

坦本地的犹太基督徒发怨言，说他们中间的寡妇被忽略了，没有得到生活上

的供给。 

使徒们听到这样的抱怨后，感到很忧心。他们把众门徒招聚到一起，对

他们说：“弟兄们，我们被呼召是要传道；如果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

食，这是不合宜的。所以你们应当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诚实忠

信、并且智慧充足的人，让他们做执事，去管理和分发物资给有需要的穷人。

如此，我们这些做使徒的就可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于是大众选出了七

个人。我们看到其中有说希伯来语的犹太人，也有说希腊语的犹太人，后者

当中甚至还有一个改宗者。改宗者就是归信犹太教的外邦人。当然这个人又

再次从犹太教归信到了基督教。使徒们祷告并按手在这七个人的头上，这七

个人就被设立为初代基督教会的执事。使徒们宣讲福音，上帝的道兴旺起来，

门徒的数量大大加增，甚至有一些在圣殿中侍奉的祭司也信从了这道。 

然而当教会的人数不断增长的同时，周围的敌意和仇视也在与日俱增。

撒旦绝不会无动于衷、无所作为。这就是我们下面要看的第三部分的内容：

第一位殉道者司提反的事迹，记载于《使徒行传》6 章 7 节到 8 章 2 节。司

提反是那七位执事之一。他是一个大有信心和能力的人。经上说，他在民间

行了不少神迹奇事，所以他的名声尽人皆知。当时有一些犹太人起来攻击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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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这些犹太人和司提反辩论。但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

不住，于是他们就捏造出一条罪状，污蔑说：“我们听见他发表了亵渎摩西

和上帝的言论。”然后煽动百姓来捉拿司提反，把他带到公会去。又让人做

假见证控告说：“这人犯下了亵渎的大罪，并且他称耶稣为上帝的儿子。”  

司提反站在公会的面前，他被圣灵充满，脸上发光，好像天使的面貌。

大祭司就问他，这些控告是否属实。司提反没有回应对他的控告，但他确实

发表了一篇辩护词，不是为他自己辩护，而是指向耶稣基督。他向公会慷慨

陈词：“上帝起初是如何拣选亚伯拉罕，并且与他立约。通过亚伯拉罕，犹

太人成为了上帝的子民。后来约瑟也被上帝拣选，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看看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约瑟的亲兄弟，也就是以色列的十

个族长，把他卖到埃及去了。他们想除掉约瑟，然而上帝却使用他，在埃及

拯救了犹太民族。”司提反又提到了摩西，他说：“摩西也是上帝所拣选的仆

人，然而犹太人却弃绝了他。摩西不得不逃亡到旷野，躲避了 40 年，然后

上帝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司提反向公会引述历史，因为这些历

史都指向基督。司提反说：“你们所拒绝、出卖、杀害的这位义者耶稣，祂

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的儿子。” 

当公会里的众人听见这话，就咬牙切齿，恼羞成怒。但司提反被圣灵充

满，定睛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就说：“我

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众人再也听不下去，他们怒不可遏，

大声喊叫，把司提反推到城外，在那里将他用乱石打死。扔石头打人是一件

体力活，所以经上说，凶手们把衣服脱了，放在一个名叫扫罗的少年人脚前。

我们在后面的大逼迫中会再次遇见扫罗这位急先锋，但眼下让我们先看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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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当司提反站在那里，他向主呼吁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 又跪

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你听到了吗？司提反在祷

告饶恕他的仇敌。这是一个基督徒生命中的宝贵品质：我们不寻求报仇，而

是饶恕我们的敌人。司提反说完了话就睡了，弟兄们就埋葬了他。 

我们可以稍停片刻，来比较一下司提反的受审和耶稣基督的受审。两者

之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首先，两者都是清白无辜的。两个场合

都有假证人在场，对他们提出诬告。但我们看到，司提反没有为他自己辩护，

而是为基督辩护。相比之下，基督在整个审判的过程中都保持沉默，因为他

不愿为自己辩护。其次，两个人都被带到了城外的刑场。司提反是被石头打

死，而耶稣基督是被十字架钉死。最后，两者都为他们的仇敌祷告。 

上帝亲自看顾祂的教会。对司提反而言，殉道的那一天是他一生中最幸

福的日子，因为他从那具罪和死亡的躯体中得到释放，并且进入到与基督的

真实团契中；这位基督，就是他亲眼看到站在天父右边的那一位。然而撒旦

仍然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为要毁灭上帝的教会。这是下次课要考察的内

容。我们会看到扫罗在那场大逼迫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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