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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2)第四季 成人主日學: 使徒行傳   

第八課  徒 11:19-12:25：「安提阿教會興旺、耶京信徒遭逼迫」 

 

1、 關鍵事件：巴拿巴和保羅服事安提阿教會。彼得服事耶路撒

冷教會。因信徒漸漸流散猶大地以外。使徒行傳也漸漸從耶

路撒冷教會轉移到猶大地以外之教會,其中熱心對外傳揚福音

者, 安提阿教會扮演重要催化及帶頭角色。  

2、 大綱 

 一、門徒在安提阿得著很多希利尼人信而歸主(11:19~21 節) 

 二、耶路撒冷教會打發巴拿巴去安提阿幫助教會： 

(1) 巴拿巴來到安提阿勸勉眾人(11:22~23 節)； 

(2) 巴拿巴使許多人歸服主(11:24 節)； 

(3) 巴拿巴從大數帶掃羅到安提阿一同教訓門徒(11:25~26) 

 三、安提阿教會捐錢幫助住在猶太的弟兄： 

(1) 先知亞迦布預言將有大飢荒，果然應驗(11:27~28 節)； 

(2) 門徒捐錢託巴拿巴和掃羅送到眾長老那裏(11:29~30) 

 四、禱告的原因──希律王的逼害： 

(1) 殺死使徒雅各(12:1~2 節)； 

(2) 拘禁使徒彼得(12:3~4，6 節); 

(3) 教會卻為彼得切切的禱告神(12:5 節) 

   五 、  禱告的結果──教會的得勝： 

(1)  神差遣天使救彼得脫離希律的手(12:7~11 節) 

(2)  彼得向教會報告後往別處去了(12:12~17 節) 

(3)  希律權勢的紊亂(12:18~20 節) 

(4)  希律最終的慘局(12:21~23 節)        

(5)  神的道更加興旺廣傳(12:24 節)         

   六、  巴拿巴和掃羅帶同馬可回到安提阿(12:2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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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徒 11:19》「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直走

到腓尼基，和居比路，並安提阿。他們不向別人講道，只向

猶太人講。」四散的信徒，直到目前為止，只向猶太人傳講

福音，尚未向外邦人傳講。  

4、 《徒 11:20-21》「但內中有居比路，和古利奈人，他們到了

安提阿，也向希利尼人傳講主耶穌(有古卷作也向說希利尼話

的猶太人傳講主耶穌)。主與他們同在，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

了。」「主與他們同在」原文作『主的手與他們同在』，表

明主親自參與向外邦人傳揚福音的工作。「主與他們同在」

原文作『主的手與他們同在』，表明主親自參與向外邦人傳

揚福音的工作。『主的手』至少在兩方面作工：(1)用神蹟隨

著，證實所傳的道(可十六 20)；(2)打開人的心竅。. 

5、 《徒 10:22》「「這風聲傳到耶路撒冷教會人的耳中，他們

就打發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為止」。『教會人』原文沒

有『人』字，指教會；教會竟有耳朵，可見教會不是指建築

物，也不是指團體組織，乃是指活生生的信徒結合體。教會

所打發的人選巴拿巴非常合適，一方面因他的心胸寬大，氣

度恢宏。 

6、 《徒 10:23》「他到了那裏，看見神所賜的恩就歡喜，勸勉

眾人，立定心志，恆久靠主。」「立定心志」指心中定意或

決志(purpose of heart)。「恆久靠主」意指持久、繼續的住

在基督裏面。 

7、 《徒 11:25-26》「「他又往大數去找掃羅。找著了，就帶他

到安提阿去。」， 發掘人才；(2)『帶』──帶領人才，培

養人才。「他們足有一年的工夫，和教會一同聚集，教訓了

許多人。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安提阿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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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是一個色情行業很興盛的城市，那裏有月桂樹女神廟，充

斥著偶像和廟妓等邪淫行徑，人們的道德觀念低落，生活糜

爛，行為敗壞。當有一班基督徒，在真理上訓練有素，在生

活行為上有良好的見證就被輕蔑， 指『基督人』或『基督

族』。 

8、 《徒 11:27-30》「當那些日子，... 把捐項託巴拿巴和掃羅，

送到眾長老那裏。」這裏是說『門徒定意』，而不是說『巴

拿巴和掃羅推動』。指教會的長老；長老又稱監督，長老是

『複數』的。 

9、 安提阿教會為耶路撒冷教會捐募賙濟。 

配搭題:請選擇以下安提阿教會為耶路撒冷教會捐募賙濟的經歷。 

(查讀經文徒 11:27-30) 

時間,人物 事件 

a. 亞迦布 

b. 安提阿基督徒 

c. 革老丟年間 

d. 巴拿巴和掃羅 

1.( )把捐項送到耶路撒冷長老那裏 

2.( )預言有大飢荒 

3.( )幾位先知從耶路撒冷下到安提阿 

4.( )定意照各人力量捐錢 

 

10、 安提阿教會開創了四個「頭一次」,請填寫。(查讀經文徒

11:19-31) 

a) 他耶路撒冷之外,頭一次成立________中心。 

b) 門徒頭一次被稱為＿＿＿＿＿＿＿。 

c) 組成頭一隊福音佈道隊。成員有＿＿＿＿和＿＿＿＿。 

d) 頭一次為__________教會募捐。 

11、 傳道人的榜樣 

一、看見神所賜的恩救歡喜(23 節上)──能欣賞別人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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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表現 

二、勸勉眾人，立定心志，恆久靠主(23 節下)──有話語

的教導 

三、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24 節上)──能以身作則 

四、被聖靈充滿(24 節中)──有屬靈的份量 

五、大有信心(24 節下)──有信心的行為表現 

六、他又往大數去找掃羅(25 節)──有寬大的心胸，肯為

主發掘人才 

七、帶他到安提阿去(26 節上)──栽培人才 

八、他們…教訓了許多人(26 節中)──起用人才，與之同

工配搭 

九、把捐項託巴拿巴和掃羅送去(30 節)──在錢財上有信

用 

12、 《徒 12:1-6》「那時，希律王下手苦害教會中幾個人。…又

去捉拿彼得。…彼得被兩條鐵鍊鎖著，睡在兩個兵丁當中；

看守的人也在門外看守。」」『希律王』指希律亞基帕一世，

在位時期由主後四十一年至四十四年。他是希律一世(大希律)

之孫，治理巴勒斯坦全境。他是亞基帕二世的父親(徒廿五

13)。「用刀殺了」雅各，即斬首。背後乃出於猶太人的嫉恨

和慫恿(參 11 節)。雅各是使徒中第一位殉道者，主耶穌曾經

預言雅各和約翰將要喝祂所喝的杯(太廿 23) 。希律刻意討

猶太人喜歡的人，又去捉拿彼得。教會為彼得迫切和誠摯的

禱告。禱告乃是教會勝過一切黑暗軍兵的妙法。 

13、 彼得被希律王拘捕收監,天使營救他出監牢。請選擇以下論點

合符聖經記載否。 (查讀經文徒 12:5-11) 

a) （是/非）彼得雖睡著了,天使把他從監獄抬拱到大街上。 

b) （是/非）拯救發在彼得被提辦前那個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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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是/非）鎖著彼得和兵丁的鐵鍊,被天使剪斷。 

d) （是/非）彼得順服神,順從天使的擺布。 

e) （是/非）天使領彼得到原。 

f) （是/非）天使領彼得出監牢,鄰到大街,天使就不見了 

14、 《徒 12:7-8》另一直譯「看哪，有主的一位使者臨到(或作

出現)身邊，光照在囚室裏。天使拍彼得的肋旁，叫醒了

他，…」。「天使對他說：『束上帶子，穿上鞋。』」這是

要他準備上路。 

15、 《徒 12:9-10》「彼得...只當見了異象。過了第一層、第二

層監牢，就來到臨街的鐵門。.. 」天使帶領彼得直達到安全

之地，然後才離開他。 

16、 《徒 12:11-12》「彼得醒悟過來，說：『我現在真知道…就

往那稱呼馬可的約翰他母親馬利亞家去，在那裏有好些人聚

集禱告。」這屋子俗稱『馬可樓』馬可的母親因著提供自己

的家給教會作聚會之用，結果神的祝福就臨到這家。 

17、 《徒 12:13-17》「他們說：『必是他的天使。』」猶太人相

信每一個人都有一位護衛的天使(太十八 10；來一 14)。 

18、 《徒 12:18-19》「兵丁拉去殺了.. 」強烈對比看耶穌墳墓

的兵丁被賄路(太 28:12-15)。 

19、 《徒 12:20-23》「…希律不歸榮耀給神，所以主的使者立刻

罰他。他被蟲所咬，氣就絕了。」無論是誰，若是偷竊神的

榮耀，必定自取敗亡。 

20、 《徒 12:24-25》「「神的道日見興旺，越發廣傳。…」『神

的話(logos)』；『興旺』原文的意思是『成長、長大』『興

旺』不但是指信主的人數明顯增多，是指信徒的生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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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重溫: 耶京信徒遭逼迫， 希律王殺死使徒雅各，又拘禁使徒

彼得，謀算速速要處死他，神卻差遣天使救彼得脫離希律的

手。神的敵人，如雲霧消散，主的道日見興旺，越發廣傳。 

總結:自司提反被殺後,大逼迫臨到耶路撒冷.信徒四散逃難,怎至

到遙遠的黎巴嫩,塞浦路斯,安提阿等地.起初信徒只向猶太人傳講

耶穌,不久進而向說希利尼話的人傳福音.主與他們同在,信的人很

多.耶路撒冷派巴拿巴去安提阿.他看見主的恩,就歡喜.勸他們恆

久靠主.後來他去大數找保羅.倆人加入牧養教會,建立聖徒,信徒

被稱為基督徒乃由安提阿起頭.不久後,耶路撒冷有大饑荒,巴拿巴

及保羅奉派拿捐項送到耶路撒冷. 

希律王訪耶路撒冷,為討好猶太人,斬了使徒雅各的頭.苦待教

會,抓了彼得,把他嚴刑監禁,待翌日過了節審訊.教會為彼得切切

禱告.神應允禱告,派天使在警衛深嚴的監護下把彼得救出來.彼得

回聖徒中,報平安,歸榮耀與神. 

在這些事不久之前,推羅,西頓人得罪了希律王,特藉希律為羅

馬皇舉辦慶典上,托伯拉斯都的情面,得參加這慶典,希望藉機會於

希律求和.在慶典叫喊諂媚的話,像奉他為神.希律竟接受像被封神

的敬拜,神速速擊殺他. 

(靈修版:希律死,活活的被虫從裏面吃出來吃掉.乃被視為最可恥

之死.) 

(啓導本:約瑟夫記載,希律死病不明.突然仆倒,五天後死亡.) 

(串珠:史載,希律突然感到腹部劇痛,五天後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