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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查经之九 7：17-53——组长版 

 

诗歌/祷告： 

 

破冰问题： 你没有在实际生活中见过阳奉阴违的事例，可分享一列。 

 

读经：《使徒行传》7章  （分享重点在 7：17-53节） 

 

背景介绍与名词解释： 

   在第六章，犹太人对信徒的逼迫，在逼迫司提反的事上达到高峰，司提反的

工作使初期教会的增长进入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他的教训“首先在犹太教与基督

教间劈开了一个缺口”。司提反的辩护就像彼得在以前（徒4－5章）和保罗在以

后（徒23－26章）所做的一样，司提反抓住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来传讲福音。 

   司提反的讲道词很长，记录了神从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开始，是如何与犹太人

交往的；也记录了犹太人是如何不断地悖逆神甚至反叛神。 

     

名词：  

 摩洛（原是亚扪人的偶像，有牛头及人伸开的手臂，像里面是空的，从下面

生火，将小孩放在那手臂中抱着活活的烧死献与摩洛。为摩西所禁止的，但其后

数百年以色列人中仍有崇拜摩洛者（利十八 21；廿 2；王上十一 7；代下廿八 3；

耶卅二 35）。所说摩洛的帐幕，就是一个小型的便于携带的帐幕，用来遮敝这

种偶像用的） 

 

理番神（“理番”是星神的名號，在阿摩司書五章 26節所稱“偶像的龕”

就是“理番”。古時人稱“土星”為理番，為腓尼基人與埃及人所崇拜者） 

       

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以法莲支派的族长以利沙玛的孙子。摩西的接班

人，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 

 

大卫（属犹大支派，耶西最年幼的儿子，是以色列国第二位君王。在圣经里，

大卫这个名字，只属于他这个人所有，象征他有独特的地位，是主耶稣基督的祖

先及先驱，他预表主基督──那位比伟大的大卫更伟大的儿子。新约圣经五十八

次提及大卫，包括常常重复的耶稣的称号──“大卫的子孙”。保罗指出“按肉

体说”，耶稣是“从大卫后裔生的”（罗一3）。约翰记载耶稣自己说：“我是

大卫的根，也是他的后裔。”（启廿二16）） 

 

    所罗门（以色列的第三位君王（主前约971-931），为大卫与拔示巴所生之

子（撒下十二24）；他在位期间为上帝修建圣殿。） 
 

观察与解释： 

 

1. 复习第7章中出现了哪些重要人物。试着依据人物为本章划分段落（司提反

选择了以色列历史中四个重要时代，基本上每一个时代都列举了一个主要的人

物：V2-8 亚伯拉罕；V9-16列祖时代，主要人物是约瑟；V17-43主要人物是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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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44-50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安顿及王国的建立；主要人物：大卫及所罗门） 

 

2. 回顾上次7章1-16节内容 （司提反抓住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来传讲福音，V2-8 

亚伯拉罕；V9-16列祖时代，主要人物是约瑟） 

 

第17-43节  神信实地通过拯救者摩西把雅各的后裔带出埃及，回到应许之地。

摩西像约瑟一样也被自己的民弃绝，但是神奇妙地通过他作成了工（7：17－36）； 

神通过摩西降下“活泼的圣言”──律法，但百姓违背了律法，而回到偶像崇拜

中（7：37－43）。 

 

3. 司提反记述的第三个历史时期主要的人物是谁？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主要

人物是摩西，讲述上帝如何向摩西显现并呼召他，以及带领以色列出埃及，进入

应许之地-迦南地。上帝透过约瑟完成与亚伯拉罕立约的第一部分，又通过摩西，

上帝成全向亚伯拉罕所的立约和应许（V17）） 

 

4. 司提反讲述摩西的所占的比列非常多，为何？（可能因为别人诬陷他谤讟（音

读）摩西。他也通过大篇幅的叙述，让批评他的人毫无怀疑：他对摩西的领导及

颁布律法的事迹有无限的尊敬） 

 

5. 司提反将摩西的一生分为了哪几个阶段来讲述？（三个阶段，（V17-19）以

神应许的日期将至，因着埃及王的苦待神的百姓为背景：V20-22摩西的出生及学

习了埃及一切的学问；V23-29四十岁的时候逃离埃及，寄居在米甸；V30-43八十

岁的时候，上帝在旷野向他显示，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6. 摩西本为埃及王子，为何逃离埃及？（V23-29 摩西遇到两件不公平事件，

并主动采取行动。第一件是尝试保护一个以色列人而杀死一个欺压的他的埃及

人；第二件是尝试调解两个在争斗的以色列人之间的纷争。那位欺负他兄弟的以

色列人不但没有看到摩西为了搭救他们，反倒是挑战摩西的权柄。摩西知道他杀

埃及人的事情被其他人得悉，于是逃跑） 

 

7. 当时的以色列人对摩西有何态度？（他们不承认摩西就是上帝所差来的解救

者（V25）；是他们将摩西推开（V27），他们拒绝并弃绝他） 

 

8. 你有没有好心帮助别人却被别人倒打一耙的经历？ 

 

9. 在30到35中提到摩西生命中转折点是什么？（上帝在西奈山的旷野向摩西显

现，并且差遣他）你的生命中有什么转折点吗？ 

 

10. 上帝在这个阶段中是如何与摩西以及他的子民同在的呢？（在这里我们看

到，在米甸旷野与摩西相遇的神，同时也在埃及，因为他看见了他子民的所受的

困苦，并且听到他们的悲叹的声音，他亲自来救他们，而现在他差遣摩西，实行

拯救的计划（V34）） 

 

11. 在33节中为何上帝让摩西脱下鞋子？（V33因为摩西所站的地是圣地。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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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在司提反的论点中至为重要，在圣地之外也有“圣地”，就是说，神在哪里，

那里就是圣洁的地方；这里司提反再次提醒听众，神的显现并不限于犹太地──

旧约中最重要的启示地西乃山，也不在应许地之内） 

 

12. 在35到38节中是如何强调和修饰摩西的？（V35这摩西；V36这人；V37这位；

V38这人。如此强调这叫我们想起彼得先前的信息中也用类似的方法，说到“这

耶稣”（二23、32、36）。这用法在第一句的用心很明显：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弃，

却为神所立的首领和拯救者，正是“这”位摩西。下面36、37、38 的几句，再

强调摩西的言行，最后司提反又复述，以色列人所不肯顺从的，正是“这摩西”

（39～41）。因此，这段信息的重点，不单在以色列人拒绝摩西，而是他们拒绝

神所赐的领导人） 

 

13. 在37节中兴起的这位先知指谁？（是后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司提反提醒

听众，摩西亲口预言，有一位先知像他的要来（申十八15），早期信徒已看出这

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三22）。） 

 

14. 上帝透过摩西颁布了上帝的律法给以色列民，但他们是如何回应上帝的呢？

（V39-41 他们不仅心里归向埃及，拒绝摩西的领导，还差遣亚伦去制造神像，

引领他们进去应许之地，然后拿祭物献于金牛犊，并且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律

法传给他们的时刻，是何等庄严慎重，但他们背叛那位赐律法的，转向偶像。尽

管听众表示维护律法，效忠圣殿，并控告司提反违背这些（六11、13、14），但

是他们所属的这民族，从一开头，就拒绝神的律法与真正的敬拜。） 

 

15. 上帝如何回应以色列人的悖逆呢？（V42a这件事引起神的怒气，任凭他们。

与这句话最相似的经文，是罗马书一24、26、28，不过那里是说神因外邦人拜偶

像，就任凭他们） 

 

16. 在42、43节中司提反是如何总结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对上帝的事奉呢？

（V42-43 司提反引用的经文引自阿摩司书第5章，指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

的败坏和对偶像的膜拜。他们的牺牲和祭物其实不是献给耶和华，不管他们自己

宣称的是什么，而是献给外邦偶像的）这对我们对上帝的敬拜有何提醒呢？ 

 

17. 总结摩西一生的地点如何变化的，司提反借着这些不同地点这些说明什么？

（司提反勾勒摩西一生及事工，包括他在埃及、米甸及旷野的时期，都表明在每

一个时期，神都与他同在。从摩西的经历可以看出，一是神无所不在；二是凡是

神在的地方就是圣地） 

 

18. 司提反对摩西的态度如何？摩西同时代的以色列人对摩西态度如何？（透过

司提反的讲述，可以看到他非常尊重摩西，他承认摩西从神而来的呼召和律法，

是毋庸置疑的。而真正反对摩西恰恰是以色列人。神要摩西（20-43节）拯救祂

的百姓脱离奴役。而他的弟兄们不承认摩西就是上帝所差来的解救者（V25）；

是他们将摩西推开（V27）；拒绝他的领导（V35）；并且在旷野中“不听从”他，

弃绝他，心里反而归向埃及（V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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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摩西在哪些地方和耶稣基督相似呢？（被弟兄拒绝；他们都被同胞所弃绝，

但是又成为同胞的拯救者，摩西作为先知的角色也是在预表基督。摩西带领以色

列人出埃及，基督比他更伟大，带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出来。等等） 

 

20. 以色列民灵性上的盲目，在25-43节中都有描述。它首先怎样表现在思想、

意志和愿望上（39节）？最后又如何表现在行动上呢（40-43节）？其所招致的

刑罚是什么？（以色列民从起初就心里刚硬、愚昧，不顺从律法，想要回到埃及；

他们为自己造偶像并向它献祭，神转脸不顾他们，任凭他们，并把他们从应许之

地逐出，迁到巴比伦去。） 

 

21. 神今日仍然这样对待祂的百姓吗？（今日神的百姓如果不能完全脱离属世的

诱惑，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同样不能得到神所应许的属灵的丰盛。） 

 

第44-50节  神把会幕和圣殿赐给犹太人，作为对神的道的提醒，也是神与他们

的同在的外在象征，更是集中敬拜的场所。 

 

22. 这段经文主要的人物和事件是什么？（主要人物是大卫和所罗门；司提反述

说的第四段历史，其中包括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安顿及王国的建立。圣殿方面，

圣殿的前身帐幕是约书亚成功地带入应许地的（44-45）。神在大卫及所罗门时

代的作为包括建造圣殿（46-50）。但以色列百姓并不明白这位无处不在的上帝） 

 

23. 有谁知道法柜的帐幕是如何变成圣殿的呢？（帐幕是摩西按着神的吩咐，照

他所看见的样式作的，然后在约书亚带领下的祖宗把它带进应许之地。有一段时

间，它一直留在那地，一直是整个国家民族的焦点，直到大卫的日子。但神并没

有答应大卫建造圣殿的祈求，圣殿最后为所罗门建造完成。这整个是帐幕变成了

圣殿的过程） 

 

24. 你曾经特别敬重甚至景仰过什么建筑或地方吗？人是否都有这种情结？为

什么？ 

 

25. 关于圣殿，当时的以色列人有哪些错误的认识以至于他们竭力反对司提反？

（犹太人之所以如此看重圣殿，并不是因为它仅仅只是一座宏伟的建筑，而是因

为神应许过将他自己的名字放置在其中，并且在那里与他的子民相遇。这是对的，

但很多以色列人却做出错误的结论，他们误以为耶和华完全等同于圣殿，以至于

圣殿的存在可以保证神对他们的保护，而圣殿的拆毁即表示上帝已弃绝他们。先

知抨击的是这些观念，正如司提反指出，早在他们以先，旧约的伟大人物从来没

有想象上帝能被囚禁在一所建筑物里） 

 

26. 在44到50节中，司提反把什么和上帝作比较并得出什么结论呢？（无所不在

的上帝比人手所造帐幕更大（44-45）；无所不在的上帝比人手所造的圣殿更大

（46-47）；无所不在的上帝比上帝所造的宇宙更大（48-50））你是如何看待这

位上帝的？ 

 

27. 司提反引用了何经文来说明上帝帐幕和圣殿的关系？（V49、50）经文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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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什么呢？（司提反并不是说，建造帐幕或圣殿是错误的，而是，他们从来不应

该以为神真的居住在帐幕或圣殿里，因为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28. 我们应当注意这里所明示或暗示的什么积极性的真理呢？（上帝是个灵，敬

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在真理中敬拜他（约4:24）） 

 

29. 总结1到50节中司提反的讲论主要说明什么？（1) 神与祂的百姓同在并不限

于一个特别的场所或建筑物（2，9，10，30-34，38，44-49各节），神的临在不

可以被局限，而且没有任何建筑物可以限制他，上帝运行在他的子民当中；2) 基

督并不否认摩西，祂像摩西一样，是所应许的先知，也是摩西自己曾经讲论过的

那一位（37节）；3）以色列的百姓一直拒绝上帝差遣的仆人并杀害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4）针对众人的指控，司提反并没有亵渎神的律法和圣殿） 

 

第51-53节    司提反的警句和结论是在51到53清楚地展明。若讲凭圣灵的能力、

不计代价地传讲真理，这就是范例！ 

 

30. 你是否遇到过，面对一个人或一些人，不敢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31. 司提反如何谴责他面前的人？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气？（V51-53司提反得出

以下结论，以色列人──是“硬着颈项”（顽固的）人；虽然他们非常看重身体

的割礼，但是“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拒绝圣灵”；逼迫所有的先知；

“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撒迦利亚？施洗约翰？见太23：35）；“卖

了、杀了”基督耶稣；受了律法，竟不遵守（见罗2：17－3：8）对司提反的一

切指控都是不实之词，但是神通过司提反对犹太人的控诉却句句是实。他们得罪

了圣灵、弥赛亚以及律法） 

 

32. 以色列人如何对待那位义者？（V52他们表面上敬畏上帝，盼望先知预言的

弥赛亚。却和他们的祖宗一样，杀害先知，杀害了那位基督。） 

 

33. 以色列人似乎如此的热爱律法和圣殿，为何却受到如此严厉的警告和审判

呢？（他们所注重是外在的形式（圣殿、律法的外在）和肉体上的割礼，心里并

没有受割礼，也没有认识那义者-耶稣基督，而是故意抗拒上帝，尽管外表很敬

虔，心里却满了悖逆，不遵守律法） 

 

34. 我们的内心是否受了“真正的割礼”认识那义者呢？还是空有外在的形式

呢？（很多基督徒认为只要受洗了就行了或有正常的宗教生活就可以得救，可以

在此提醒上帝要我们从心里悔改，认识、跟随祂） 

 

35. 观察在51、52节中的称谓较之前有何变化？（由之前的“我们的祖宗”直接

变为“你们的祖宗”。显出极大的分别。也指出以色列人一直的悖逆，若不从心

里真正的悔改，他们做的和他们的祖宗一样，而且比他们的祖宗更甚，因为他们

杀害了基督） 

 

36. 你是如何看待司提反整体的回答和辩护？（司提反并没有为自己的人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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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而是不断为基督作见证。弥赛亚基督曾履足于历史，替代了圣殿，成全了

律法，这二者皆为他做见证） 他只是重新叙述旧约的历史吗？（他所做的并不

是重复旧约的故事，他所关心的、所要表明的是，他的立场不但没有亵渎神的话，

反倒是在高举神的话。其中的逻辑是：旧约圣经本身证实，他对圣所及律法的教

导（尤其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是正确的；因此，蔑视律法的乃是他们，而不是

司提反） 

 

37. 司提反所列举的4个时代的共同点是什么？（没有一个时代，神的临在是局

限于每一个地方。相反，旧约的神是一个活着的神，他不断的行动常常呼召他的

子民进入崭新的经历，并且在他们上路时常陪伴及带领他们） 

 

归纳与应用： 

 

1. 今天的讨论给你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什么？ 

 

2. 神要约瑟（9-16节）和摩西（20-43节）拯救祂的百姓脱离奴役。请注意：

(a) 他们居住的那些地方；(b) 他们要做的工作， (c) 他们的弟兄怎样对待他

们，以及(d) 他们的成就。他们在哪些地方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工作呢？ 

 

3. 你有没有把上帝局限于一个地方或某个领域？还是相信他是全能、荣耀的

神？ 

 

4. 反思我们个人的信仰，对比以色列人敬拜，我们是否真实的是敬拜上帝呢？ 

 

5. 我们如何认识那位义者呢？ 

 

6. 这个礼拜我们可以如何彼此代祷？（分 3-4 人的小组，为彼此祷告） 

 

7. 推荐读一读凯勒牧师的《一掷千金的上帝》，来省察大儿子的律法主义的信

仰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