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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充滿系列 4-苦難的見証 
講道-蔡維恩牧師 

前言: 「「弟兄，回家了！」21名基督徒殉道者遺體榮
耀返國 
     2015 年發生一起駭人聽聞的國際命案。宗教激進份子伊斯蘭國

組織（ISIS）於利比亞北部處決 21 名科普特基督徒，並將處決過

程公諸於世，而其中一名迦納人馬修．阿亞里加（Matthew 

Ayaliga）的遺骸始終無人認領，最後終於在歷經五年後，2020 年

與其他 20 名殉道者一同被安葬在埃及。 

  據英國巴拿巴基金會（Barnabas Aid）在一份聲明中指出，當時

恐怖份子質問阿亞里加：「你否認基督嗎？」並要求阿亞里加改

信伊斯蘭教，他聽聞後，看了緊靠在身旁被擄的其他基督徒弟兄

們，回答：「他們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最後，阿亞里加被

帶到海灘邊斬首而亡。在埃及執政者的政策下，為他們建立「信

仰與祖國殉道者教堂」作為安息之地。 今年 2 月，當地也為 21 名

殉道者建立一座博物館，紀念伊斯蘭國在蘇爾特曾經殺害基督

徒，博物館中展示殉道者的遺物，公開生平故事，以及描敘如何

被綁架與處決過程，並設立 21 座四米高的雕像，作為殉道者的紀

念碑。 

這個新聞讓人聯想到 1998 年 7 月 9 日，英女王宣布 20 世紀世

界十大基督教殉道者。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西大門上方，20 世紀十

大殉道者中，有一位是中國大陸的王志明牧師，與黑人領袖馬丁·

路德·金等諸位聖賢一起，接受全世界的敬仰。王志明牧師是苗族

宣教牧師，文革開始後，在 1969 年，包括王志明在內的當地 21

名基督教領袖因反對信徒參加「三自教會」活動被逮捕，1973 年

12 月 29 日，66 歲的王志明被中國判處死刑，在當地萬人批鬥會

上被槍決。行刑前，舌頭被中共的刺刀攪爛。1980 年 12 月 1 日，

王志明得到中共政府的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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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信仰理想而委身，甚至殉道」不僅是初代教會的寫照，也是

歷代先烈先賢屬靈門徒的真實故事。「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

子。」這是早期著名的基督教神學家特土良（Tertullian）的名言，

這句話激勵無數的宣教士，讓他們在愛裡無懼，勇敢投入海內外

各項宣教事工，讓更多靈魂歸信耶穌基督。 

 

一、思考的焦點.  
1. 面對人生的苦難，我們是否有「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觀

念，讓我們常經歷「老我之死」而聖靈充滿於新生命中？ 

2. 我們是否能經歷「聖靈充滿」以至於我們面對人生苦難，有屬

靈眼光與突破？ 

 

 參考經文：《使徒行傳七 54-60》    

7:54 眾人聽見這話就極其惱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齒。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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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6 就說：「我看見天開了，人子站在 神的右邊。」 

7:57 眾人大聲喊叫，摀著耳朵，齊心擁上前去， 

7:58 把他推到城外，用石頭打他。作見證的人把衣裳放在一個少

年人名叫掃羅的腳前。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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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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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羅也喜悅他被害。 

 

二、經文背景 
使徒行傳從第六章八節開始，到第八章三節，都是記載基督教

會史上最早的一位殉道士司提反的故事。司提反事件在教會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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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詮釋的意義，遠超過早期門徒在耶路撒冷建立的教會；即使耶

路撒冷教會已經消失，司提反殉道事件所帶來的影響，一直是基

督教會在宣教工作上最常拿來當作教學、訓練課程的教材。現在

我們所讀的這章經文，提供了許多很重要的早期教會的史料；不

僅看到早期教會執事（或長老）的形成，且看到基督教會越興

旺，受迫害的情況也相對的越嚴重，其實基督教會是在迫害中成

長的。 

從七章經文開始，直到第八章二節，都是記載有關司提反的事

件。雖然我們看到司提反是被推選出來擔當關心說希臘話的貧窮

寡婦，以及其他事務性工作的七位執事之一。但從這段經文卻顯

然可見司提反並不是只負責事務性的工作，他也是道道地地的福

音見證者，後來甚至是因為勇敢地見證福音受迫害致死。從第五

節開始，每提到司提反，作者路加就特別說明他是一位「被聖靈

充滿」的人（六：5、8、10），甚至說他的面貌看起來像「天

使」一般。 

 

有上帝的靈同在，並不表示就會萬事如意。相反的，與聖靈作

對的人隨時隨地都會出現，為的就是要阻礙福音事工的傳播。而

反對司提反的人來自何處，都被作者路加登錄，可知，這些人在

當時的猶太人社會都是滿有名氣的代表者。 

司提反為主殉道似乎是被私刑，因為根據當時羅馬帝國的法

治體系，猶太公會即使有用石頭打死罪犯之律法，卻沒有殺人的

權限，所以主耶穌在猶太公會被審，仍提交政府巡撫彼拉多面

前，審判、定罪、執行死刑。到底猶太公會最終是以什麼名義解

套，我們不清楚，但因為惱羞成怒，直接加害司提反的事實，明

明地被記載下來了。面對「不公不義」的環境中，堅持「順服

神，不順服人」是司提反殉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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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啟示: 
（一）在苦難中定睛望天 

        我們看到司提反是個被聖靈充滿的基督徒，他不但是「充滿著

上帝的恩賜和能力」，且「在民間行了許多大奇事和神蹟」。但

是我們也同時看到，司提反並沒有因此就免除試探或是魔鬼的攻

擊。沒有，他還是受魔鬼的攻擊，且以很嚴重的罪名被逮捕，而

這罪名—毀謗摩西和褻瀆上帝的話—是足以判定死罪的罪名啊！我

們無法了解為甚麼上帝會允許祂忠實的僕人遇到這樣的困境，也

無法了解為甚麼上帝會允許這樣的事發生在司提反的身上。我們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上帝在每一件事上都有美好的旨意。從使徒

行傳第八章，我們可以看出司提反事件的影響，就是後來福音得

以擴展到外邦去的主要動力。也因為他，許多信徒更勇敢地見證

耶穌基督復活的救恩。 

從司提反的事件我們認識到一個重要的信仰真理：越有聖靈

同在的教會或是信徒，越可能會面對更大的信仰挑戰、試煉；越

有聖靈恩賜、能力的人，遇到的信仰迫害也越大，而上帝就是藉

這樣的困境，使天國福音的信息傳揚開來。因此，個人要獻身傳

福音，必須有這樣的心理準備；教會要作福音的見證者，也需要

這樣的認識和勇氣，才能接受所要面臨的迫害。 

「在苦難中定睛望天」不只是司提反的經歷，而是初代教會

門徒共同的經歷，當使徒因聖靈充滿，帶出醫治與釋放神蹟後，

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該教門的人，都起來，滿心忌

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監。但主的使者，夜間開了監門，領

他們出來。（徒五 17-41）面對苦難時，「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

『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徒五 29），這是面對苦難

時的「核心價值」。即使遇到被打與羞辱時，「他們離開公會，

心裏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徒五 41） 

我們看到司提反面對這些可以決定生死的猶太宗教領袖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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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一點也不懼怕，還用非常堅定的語氣、不妥協的態度指控這

些宗教領袖們的錯謬，這在二千年前的時代實在是一件非常難得

的信仰見證。基督教會之所以能夠延續至今，也是因在每個時

代、每個地區，都有許多信仰上非常勇敢的基督徒為福音作見

證。雖然他們受到恐嚇、威脅，但即使是面對生死存亡的關卡，

依然不妥協，或是放棄、改變。沒有！ 

 

一九三三年，當希特勒的軍隊攻入波蘭的時候，有四百個德國基

督教會的代表在巴門（Barmen）教會聚會，並且發表一份名叫

「巴門宣言」（Barmen Decoration）的文獻給全國的基督徒。在那

篇神學宣言裡有兩條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條：「聖經是上帝唯一的話，不論是生、死，我將永遠順

從。」 

第五條：「基督教會沒有義務替政府宣揚政策，但是有責任和義

務宣揚聖經的教訓和耶穌基督的主權。」 

這篇宣言讓希特勒大為生氣，命令秘密警察四處逮捕簽署這篇宣

言的代表，很多參與簽署的教會代表、信徒因此被捕入獄，甚至

槍決。他們依然「在苦難中定睛望天」並不懼怕。 

 

（二）在苦難中交託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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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七 59）司提反不僅用話語作見證，祂也用

『整個人』作見證，特別是表現於殉道時的光景，乃是『釘十字

架的基督』那模型的重現：(1)對神是全然的交託――「求主耶穌接

收我的靈魂」；(2)對人是全然的赦免――『主阿，不要將這罪歸於

他們』(60 節)。 

這是一個殘酷的故事：一個人在一群反對他的信仰的公眾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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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仍然毫無懼色地陳明自己所信的一切。群眾的恨意與忿怒像

浪潮一樣拍擊著他，他被拉扯著，推出城，所有自認為是正義的

人，都盡力用石頭砸他，直到他死去為止。沒有公權力出面干

涉，沒有人在路上為他啼哭哀傷。司提反死了。一個被初代的基

督徒們選出來照顧孤兒與寡婦的人，因為他的作為與他的言論，

被當成謗瀆者打死。 

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故事：在群眾如潮的忿怒的漩渦中心，

是舉目望天的一張臉。被以沉重的「毀壞信仰傳統」之罪名所攻

擊的司提反，眼睛所望的是那超越的世界，他所看到的，是上帝

的榮耀。這是個殘酷的故事。這是個殉道者的故事。但最令人感

動的是他說的「求主耶穌接收我的靈魂」。生命的完全交託。 

人們常說「死都不怕，還怕什麼」。而對自殺者來說，他們

唯一不怕的，就是死。活著充滿著懼怕與壓力。但對基督徒而

言，最重要的生命啟示就是「不怕死」，怕的是「老我的生命」

不能釘在十字架上，與主同歷「同死同復活」的神蹟。聖經教導

我們，我們受洗，是與主同死，歸入死亡，與主一同埋葬；然後

我們生活的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就好像從死裏復活一樣，

向神而活。這是十分玄妙的真理。我們怎樣與主同死？經文說：

“死，是向罪死了”。（羅六：10） 

               偉大的神學家奧古斯丁，在他未信主之前，二十歲左右就

做了大學教授，也是個非常傑出的哲學家，但是他的生活卻非常

沒有道德，他有情婦。信主以後，他改變了，再也沒有找他的情

婦。一天他在路上遇見他的情婦（那時他已是傑出的神學家），

情婦希望能夠與他再次在一起，奧古斯丁就輕聲告訴她：“你所認

識的奧古斯丁已經死了，他已經是在主裏面的人，他已經與基督

同釘十字架，他的舊人已經死了，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

督在我裏面活着。” 

  向主活的生命，不是我們自己能夠活出來，而是基督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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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裏面活出來，這就是“恩典”。求主的恩典大大的傾倒在我們

身上，在苦難中交託靈魂，叫我們一生能夠活出基督的生命。 

 

（三）在苦難中願意饒恕 

面對即將臨頭的判刑與處決，聖靈在司提反裡面動工，讓司提

反不再只有看到眼前來勢洶洶的人群，不再看到嫌惡他的人的

臉，而是看到他心中的確信──耶穌就是基督，祂雖被世人處死，

卻復活了，正站在上帝的右邊。 

聖靈幫助司提反所見到的異象，也是我們用以告白信仰的「使

徒信經」當中所說的：「我們所信的耶穌基督已經死而復活、升

天，如今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邊。」對司提反來說，這不是一

句空泛的話，而是他在面對暴力與死亡之際，讓他的心確確實實

信靠的一幕異象，幫助他進入一個超越的境界。 

內心的超越境界，讓司提反有著不同於一般人的表現：當石頭

紛紛擊下，面對痛苦的死亡，司提反向主呼求著：「主啊，不要

把這罪歸給他們。」這是一個真正追隨基督的人，在臨死之時，

他追隨的典範，仍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樹立的典範。 

對耶穌來說，饒恕沒有模糊的界限，是一件非常明確的事。他

清楚地告訴我們：「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饒恕你

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

過犯。」很顯然，不饒恕的後果是很嚴重的。不饒恕會傷害我們

與上帝、與他人的關係，阻礙我們得到上帝的祝福。在得到救恩

的那一刻，上帝就赦免了我們一切的罪。那麼，如果一個真正的

基督徒緊抱著怨恨的石頭不肯放手，會不會失去救恩呢？不會。

《羅馬書》八章 1 節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

了。」我們一旦成為基督家裡的人，就不定罪了，上帝不再追究

我們的罪！不僅如此，我們還得到了永生。特別是在苦難中願意

饒恕，是信仰超越我們限制的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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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己的感受 
這是一個不再需要殉道者的時代嗎？即使在一個可以自由地追

求並宣揚自己的信仰的地方，執著地守住一個追隨基督者的信

念，仍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代價或者是受到同儕的嘲弄與誤解，

或者是失落權力，或者是因此落入貧困孤單的窘境。但殉道者的

精神繼續在鼓舞著這樣的心。 

情緒健康門訓（Emotionally Healthy Discipleship）事工聯合創辦

人彼得．史卡茲琴羅（Pete Scazzero）就切身經驗指出，如果渴望

靈命成長，就不能無視情緒狀態（老我生命）之死。以下，是基

督徒卻還存在的情緒不健康（老我生命未死），（即沒有真正有

「殉道」精神的現象），提醒大家要警醒： 

1.利用神來逃離神 

製造大量的「屬靈活動」（God-activity），只為了逃避生命中神希

望你改變的難題。禱告要求神照著你的意志，而不是你降服於祂

的旨意。 

表現出「基督徒行為」讓人對我有好印象。 

利用聖經真理去論斷、貶低他人。 

宣稱「主告訴我應該這麼做」，但事實上是「我認為主告訴我這

麼做」。 

利用經文為自己罪的模式辯護，而不是在神的主權下審視自己。 

 

2.一味的服事神，卻不與神同行 

只顧服事神，卻不與神建立親密關係的人生，最終會被其他事物

給毒害，例如自尊、權力、他人的肯定、不對的成功觀念，及絕

不會失敗的錯誤信念。如此我們就成了做事的機器，而不是好好

當個人。我們經驗上的價值感與認可感，逐漸從神在基督裡對我

們無條件的愛，轉移到我們的工作和表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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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先活出與神同行的生命，我們才能用正確的心態服事神。 

 

3.淡化衝突 

也許現今在基督徒群體中最具毀滅性的迷思，就是相信消除分歧

或掩蓋衝突，是跟隨耶穌所意味的事。耶穌向我們展現健康的基

督徒，是不會逃避衝突的；因為祂的人生可是充滿了衝突。祂時

常與宗教領袖、群眾、門徒，甚至是自己的家人意見不合，耶穌

渴望帶來的是真正的平安，並且摧毀周遭所有虛假的平安，祂拒

絕倡導逃避衝突的心態。 

 

4.遮掩破碎、軟弱和失敗 

我們多數人備受一種壓力的困擾，就是要表現出堅強且在靈裡合

一的形象，會因為沒有符合標準或達到成績而有罪疚感，忘記沒

有人是完美的，我們每個人都是罪人。聖經並沒有定罪偉人的缺

點和軟弱，摩西是謀殺犯、何西阿的妻子是妓女、挪亞醉酒、約

拿有種族歧視、雅各是騙子……這些聖經偉人都在傳達：世上每個

人無論恩賜才幹為何，都是軟弱需要倚靠神和他人的幫助。 

 

5.論斷他人的屬靈歷程 

這是信仰最大的危險之一，我們時常將自己的不同美化成是道德

高尚，不讓別人在神面前自由做自己，總是忍不住把自己的不舒

服投射到對方身上，只因為他們選擇和我們不同的生活方式。如

同耶穌說：「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為你們怎樣

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什麼

量器量給你們。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有

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

的刺呢？你這假冒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才能

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馬太福音七章 1-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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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們教會期待「聖靈充滿」在每個會友身上，內外都能結果

實，同工願意參與「抬約櫃」進迦南的運動。我們看到「老我生

命」與「聖靈充𣺏」的生命拔河過程的痛苦與爭戰，我們學習不

論斷批評，特別我們若能有「司提反的精神」，就能在苦難中看

到許多的見証與收穫。 

 

五、結論 
   司提反殉道的故事，不是一個單一事件，而是一連串的殉道故事

的開端。在一旁目睹這個暴力的事件，還為此高興的一位年輕

人，後來自己也成了這個福音的使者。他就是保羅，一個在與耶

穌基督相遇之後，生命完全改變的人。當我們由保羅的傳道生涯

來看司提反的死，真的就是可以大聲說：「他的死是一個新生的

開始！」願我們也都在這個新生的光中行走。 

    饒恕是把罪人從你心靈的鈎上移到上帝公義的鈎上。傷害我們的

人，可能會面臨一些後果，但我們有能力把他從自己心靈的鈎上

卸去，交給上帝，並且相信上帝會公正合理地對待他。我們把傷

害我們的人連同那滿滿一袋怨恨的石頭，一並都交托給上帝。重

擔卸給上帝之後，我們就會輕鬆釋然。手中沒了石頭，我們就能

張開雙手，接受上帝想要賜給我們的各樣美善的恩賜。 

 

 

討論題綱： 

1. 什麼力量讓殉道者在暴力的攻擊中，能夠平靜安穩？ 

2. 在我們的時代，堅持信仰所要付出的代價是什麼，如何面對自

己「老我生命」與主同死同復活的經歷？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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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這個世界上「司提反精神」續續擴大，相信「「殉道者的血

是教會的種子。」影響力。 

2. 為你所認識的，願堅持信仰，而勇於對抗主流文化的人禱告。 

 

祈禱文： 

上帝啊！祢是生命與歷史的主宰，我們的生命與我們的願望，都

在祢的手中。生存在這個世界，我們時常面臨抉擇，是要跟隨這

個世界的價值，來活得輕鬆，還是要與主同行，走各各他的路？

願祢親手來引領，讓我們欣然伸手來接祢為我們所預備的杯。我

們就能在苦境中，看著祢的榮光，歡然向前。靠主耶穌基督聖

名，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與孩子一同種下種子，等待發芽，來體認殉道者的生命之道。 

2. 為岡山教會新的一年，經歷「聖靈充滿」「鐵三角」策略-就是

「對外-幸福小組」，「對內-門訓與小組長牧養」，「動能-禱

告復興小組」。開始參與「禱告復興小組」以及「每日活水」

使徒行傳的研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