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查经材料】

使徒行传 07–要勇敢为主作见证
要勇敢为主作见证
2020 年 4 月 24、
、25 日

第一时段：欢迎你来 （15 分钟）
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离开繁忙、疲惫，并预备心来归向神。
第二时段：敬拜赞美 （20 分钟）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面、
带下神的荣耀同在。 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开口为下列事项祷
告。 （组员个人的需要请在第四个时段分享祷告。 )
1.宣教单位：认领的单位是______他们的需要是_____。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的单位，请洽教会。 )
2.教会事工：
- 主日崇拜：网络直播进行@11：00 am，预计到 5/3/20
- 周三祷告会：以 zoom 进行@7：30-8：30 pm
- 周二、五琴与炉：以 zoom 进行
- 周一到周五下午茶经会：以 zoom 进行@3：00-4：00 pm， 到 5/1/20
3.新来宾：_________________请于聚会前确认来宾名字。
病痛组员或亲朋：___________________并商讨如何关怀他们。
4. 特别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得以控制祷告：祈求神施恩怜悯，怜悯所有
被病毒感染的国家和人民祷告，制止病毒的持续扩散，保守医
疗人员能免除病毒的感染，神的医治临到所有受感染者，使他
们能安然度过危险，经历神的全然医治！

第三时段：话语分享（45 分钟）以分享讨论
分钟）以分享讨论应用
以分享讨论应用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应用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1. 回应主日信息—聚会前，请上网仔细重听一次。 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想是什么？ 哪一句话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2. 分享你过去一周所思想的是什么是你需要加强或实践。 （请尽
量保持在 10 分钟之内）
本周主题：要勇敢为主作见证
经文：使徒行传 7：51-60
背诵经文：「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
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
边。 」
（徒 7：55-56））

本周我们恢复接着查考使徒行传第 7 章。 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使徒
们靠着神的大能，将福音在耶路撒冷传传开，神将得救的人数，天
天加给他们。 他们一起凡物共享，但在饭食分配上忽略了一些寡妇，
使徒从门徒当中选出 7 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
管理。 司提反就是其中之一。 他满有能力，并靠着圣灵说话，无
人能抵挡。 于是，宗教领袖就买通人来诬告他，将他带到公会在
大祭司面前受审。 司提反在宗教领袖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让我
们一起来查看司提反如何勇敢地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
一、 不要硬着颈项，抗拒圣灵的感动（徒
：51-53）
）:(请先读
请先读 v.
不要硬着颈项，抗拒圣灵的感动（徒 7：
51-53 再读下文）
A. 司提反严厉的指责宗教领袖（
司提反严厉的指责宗教领袖（51）：
）：从第
7 章第 2 节开
）：
始，司提反从他们非常熟悉的旧约，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
到大卫，讲论神在以色列当中：呼召先祖亚伯拉罕、应许
其后裔得地为业、在埃及施行拯救等等作为。 但以色列人
不但不感谢神，反而拜偶像、远离神、不信神，惹神的怒
气。 他们硬着颈项、抗拒圣灵，当时你们（宗教领袖）的
祖宗如何地逼迫先知，你们也是犯同样的错误。
B. 司提反指出宗教领袖抗拒圣灵的工作
司提反指出宗教领袖抗拒圣灵的工作（
（52-53）：
）：你们不但
）：
杀害神所派来传讲那义者的先知，如施洗约翰等。 你们更
把那义者，就是耶稣基督给卖了、杀了，你们所犯的罪比
你们的祖宗更大。 摩西律法的总纲是爱神和爱人，你们虽
然从神的使者手中领受了律法，但你们却不遵守。
讨论问题 1：你
：你曾否遇见过，硬着颈项，不听劝告的人？
：你曾否遇见过，硬着颈项，不听劝告的人？ 他们的结
果是如何呢？ （破冰题）
讨论问题 2：
：宗教领袖犯了哪些硬着颈项、抗拒圣灵的事呢？ ，其
中最大的是什么？ 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教训和学
习？ （观察应用
（观察应用题）
应用题）
二、 神永远与勇敢为祂作见证的人的同在（徒
：54-56）
）:(请先读
请先读
神永远与勇敢为祂作见证的人的同在（徒 7：
v. 54-56 再读下文）
A. 宗教领袖恼怒司提反（
宗教领袖恼怒司提反（54）：
）：宗教领袖和众人听了司提反
）：
的责备后，他们是无法辩驳的， 可是他们对自己的罪，不
但不悲伤也不难受更不悔改，反而气得咬牙切齿，想除去

司提反。可见司提反说的见证，伤到了他们的痛处，所以
他们恼怒司提反.
B. 司提反看见天开了（
司提反看见天开了（55-56）：「但」这个连接词是一个相
反的意思，看到那些要迫害司提反的人，是如何愤怒，相
对的，司提反并不害怕，却是被圣灵充满，满有平静安稳，
他举目望天，看见神的荣耀，这是何等强烈的对比。又看
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耶稣本是「坐」在神的右边，
（可 16：19）如今是站起来。 主站起来是表示赞赏司提反
能勇敢的为主作见证，主曾说过，你在人前承认我，我也
必在父面前承认你（太 10：32）。 而且这也表示主欢迎司
提反到天家的意思。 相信，凡是勇敢为主作见证，不怕死，
不怕逼迫的人，是神所喜悦的，神的荣耀必定与他同在。
56 节司提反将所看见的「天开了，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说
出来，向众人作了一个美好的见证。
讨论问题 3：
： 宗教领袖恼怒
宗教领袖恼怒司提反，司提反的反应是什么？
司提反，司提反的反应是什么？ 为什
么司提反有这样的反应呢？ （观察题）
讨论问题 4：
： 请细读 55-56 这两段经文，请思考这两段经文对你
有何启发，这经文如何引导你能勇敢的为主作见
证？ （观察应用
（观察应用题）
应用题）
三、 要勇敢的为主作见证（徒
：57-60）
）:(请先读
请先读 v. 7：
：57-60 再
要勇敢的为主作见证（徒 7：
读下文）
A. 司提反
司提反的
的殉道（57-58a）：
）：当众人听到司提反说的这些话
殉道（
）：
后，他们更是恼怒，他们摀着耳朵不要继续的听下去。 他
们认为司提反所说的话都是亵渎神的名，所以就把他推到
城外，用石头要打死他（利未记 24：14）。 司提反所说的
话，并没有任何亵渎神的言论，但宗教领袖和众人就像一
群暴民，失去理性，在没有经过适当的审问和宣判，也没
有得到罗马巡抚的允许，就将司提反打死，如同耶稣在彼
拉多面前，查不出任何罪状，但群众仍然要将耶稣钉十字
架一样。 他们都是控告司提反的证人，所以他们要先拿石
头（申 17：7），在丢石头之前，他们脱下他们的外衣，
比较方便他们丢石头。

B. 司提反
司提反殉道前的美好见证
殉道前的美好见证（
）：1.路加记录
殉道前的美好见证（ 58b-60）：
）： 路加记录扫罗见
路加记录扫罗见
证司提反殉道
）：路加特别在这里提到扫罗这个年
证司提反 殉道（
殉道（ 58b）：
）：
轻人（请参考创 41：12），
，扫罗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徒
13：9），当时他是严谨的法利赛人，也可能是公会的一
员，被指定见证司提反的死，所以，作见证的人将外衣脱
了放在他的脚前。 扫罗目睹司提反殉道时的景象，必定深
深的印在这个少年人的脑海里，扫罗在讲述自己的见证
时，还特别提到这件事（徒 22：20）。 2.司提反殉道前
司提反殉道前
讲的两句话（59）：
讲的两句话（ ）：他在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讲了两
）：
句与耶稣受难时讲的话相似。 与前面看见神的荣耀连起
来，他的不怕死，是一种信心的祷告和宣告，他不但没有
责备那些硬着颈项的宗教领袖，反而为他们代求，如同耶
稣在十字架上为那些钉祂十字架的犹太人代求一样（路
23：34）。 这是他从心里发出，如同耶稣那样爱与饶恕的
生命。 这里路加说司提反睡了，基督徒在世上死了，是暂
时睡了，因为将来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与主
相见（帖前 4：13）。 司提反是新约圣经记载第一个为主
殉道的人，他美好的见证，深深的影响了保罗，也是我们
最好的榜样。
讨论问题 5：
： 司提反如何帮助你勇敢的为主作见证？ （应用题）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祢。在这居家隔离的时候，求祢保
守我们的心，跟随祢，仰望祢，为祢的名，彰显祢的爱，宣扬祢的
国复兴，举起我们祷告的手，迫切祷告，求祢医治这地。也求祢帮
助我们能够勇敢的站出来，为祢的名传扬福音，作美好的见证，我
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第四时段：祷告服事（10
第四时段：祷告服事（ 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一个祷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告。
05/01/20 使徒行傳 8：4-8，26-40
05/08/20 使徒行传 9：1-19
05/15/20 生活查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