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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讀經及其他應用經文: 使徒行傳 12:1-5 
 

1.使徒行傳 12:1-5  v1 那時,希律王下手苦害教會中幾個人,v2 用刀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v3 他見猶太人
喜歡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時正是除酵的日子.v4 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監裡,交付四班
兵丁看守,每班四個人,意思要在逾越節後把他提出來,當著百姓辦他.v5 於是彼得被
囚在監裡,教會卻為他切切地禱告 神. 

 

2.箴言 21:30 沒有人能以智慧、聰明、謀略抵擋耶和華. 
 

3.詩篇 33:8-11 願全地都敬畏耶和華!願世上的居民都懼怕他!因為他說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華使列國
的籌算歸於無有,使萬民的計謀全無功效.耶和華的籌算永遠立定,他心中的計劃萬代長
存. 

 

4 以賽亞書 14:24,27  v24 萬軍之耶和華起誓說:我怎樣思想,必照樣成就;我怎樣定意,必照樣堅立, 

v27 萬軍之耶和華既然定意,誰能阻撓呢?他的手已經伸出,誰能使它縮回呢? 
 

5.使徒行傳 11:28-30 內中有一位,名叫亞迦布,站起來,藉著聖靈指明天下將有大饑荒.這事到革老丟年間
果然有了.於是門徒定意照各人的力量捐錢,送去供給住在猶太的弟兄.他們就這樣行,

把捐項託巴拿巴和掃羅送到眾長老那裡. 
 

6.使徒行傳 5: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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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使徒行傳 8:1-3 從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和撒瑪利亞各處.

有虔誠的人把司提反埋葬了,為他捶胸大哭.掃羅卻殘害教會,進各人的家,拉著男女下在
監裡. 

 

8.使徒行傳 5:38-39 現在,我勸你們不要管這些人,任憑他們吧!他們所謀所為若是出於人,必要敗壞;若是
出於 神,你們就不能敗壞他們,恐怕你們倒是攻擊 神了. 

 

9.使徒行傳 12:6,10,12  v6 彼得被兩條鐵鏈鎖着,睡在兩個士兵當中;門前還有警衛看守. 

v10 他們經過了第一層和第二層監牢,就來到往城內的鐵門. 

v12 他明白了,就到那稱為馬可的約翰的母親馬利亞家去,在那裏已有好些人聚集
禱告. 

 

10.使徒行傳 12:22-23 民眾一直喊着:「這是神明的聲音,不是人的聲音.」希律不歸榮耀給 神,所以主的
使者立刻擊打他,他被蟲咬,就斷了氣. 

 

11.路加福音 22:44 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 
 

12.彼得前書 1:8 務要謹慎,要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咆哮的獅子,走來走去,尋找可吞吃的人. 
 

13.使徒行傳 12:13-15 彼得敲外門時,有一個使女,名叫羅大,出來應門,認出是彼得的聲音,歡喜得顧不了
開門,就跑進去報信,說彼得站在門外.他們對她說:「你瘋了!」使女堅持真有其事.

他們說:「那是他的天使.」 
 

14.馬可福音 9:23-25 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親立刻喊着說:「我信!求你
幫助我的不信.」耶穌看見眾人都跑上來,就斥責那污靈說:「你這聾啞的靈,我命令
你從他裏頭出來,再不要進去!」 

 

15.腓力比書 4:6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 
 

16.使徒行傳 12:24 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 
 

講道題目: 勢不可擋 

講道牧者: 王天健牧師 
 

前言: 
 

大約在 12 年前,也就是 2011 年 3 月,日本發生九級的大地震,引發海嘯,導致日本災情慘重.當時宮城縣是
災情最嚴重的地方,海水倒灌,海嘯淹沒防波堤,冲走房屋車輛人們.整個過程被許多視頻記錄下來,觸目驚
心.海水倒灌時只能逃,不要想開著車子或躲在房子裡,擋都擋不住!人常常想盡辦法抵擋 神,過去如此,現
在也一樣.人定勝天的思想,充斥著人類社會.努力進取固然精神可嘉,但是當個人的意志,不願意對 神的



旨意低頭、順服,結局也就可想而知了.輕的是一個生命的教訓,從失敗中吸取敬畏信靠 神的功課;重則可
能就是敗壞滅亡. 
 

箴言 21:30(經文二).任何抵擋 神的人都是愚昧的.真智慧和真謀略是敬畏、順服、和信靠耶和華.抵擋 神

的人或事,最終是自取敗亡.詩篇 33:8-11(經文三);以賽亞書 14:24,27(經文四).所以,抵擋 神是不理智的決

定!但是,人從古到今就是常常選擇違背 神、抗拒 神的工作和旨意.從伊甸園開始,亞當和夏娃墮落犯罪,

到歷世歷代的人都是如此.我們時常在言語行爲、心思意念裏抵擋 神.今天經文裏描述了對 神常見的兩

種回應作為彼此提醒:抵擋 神和尋求 神. 
 

一、有些人抵擋 神 
 

在今天的經文裏,有一個特別的人物,就是希律王.使徒行傳 12:1(經文一).使徒行傳 11:28-30(經文五),當

時是先知亞迦布所預言的大饑荒,於是門徒們決定照各人的力量捐錢,送去供給住在猶太的弟兄們.他們

就託巴拿巴和掃羅的手送到眾長老那裏.這是安提阿教會對耶路撒冷教會的捐贈.發生與克勞第凱撒皇

帝年間,差不多是主後 43 到 44 年間.大饑荒非常的嚴重,而且希律王也同時在逼迫教會,所以對耶路撒冷

教會來説是雪上加霜. 
 

希律王又稱亞基帕一世,全名就是希律·亞基帕一世.公元前 10 年出生,祖父是赫赫有名的大希律王,就是

耶穌降生時屠殺伯利恆城男嬰的猶大王.歸屬於一個非常血腥的家族,祖父大希律王在亞基帕才三歲時

就把親生兒子亞基帕的爸爸處死.亞基帕後來和母親被送到羅馬,和皇室家族一起成長.後來被著名的羅

馬暴君卡利古拉凱皇帝任命為接替祖父大希律的猶大王.耶穌受審的是希律·安提帕斯,是亞基帕一世的

叔叔.保羅後來被捕受審面對的猶大王,是亞基帕一世的兒子亞基帕二世.所以,在新約聖經路加福音到使

徒行傳記載的「希律王」有五位之多. 
 

希律·亞基帕一世是一個政治高手,手段靈活.從小在羅馬宮廷長大,所以知道如何入境隨俗.在羅馬就活

的像個羅馬人;到了巴勒斯坦的猶大地,就知道如何跟猶太人打交道;他也守猶太人的節期和祭祀;他利用

個人的影響力和關係,阻止卡利古拉皇帝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裏豎立自己的雕像;他幫助在亞歷山大港的

猶太人爭取到比較厚道的待遇;他把行政官邸從凱撒利亞城遷移到耶路撒冷;而且開始修補耶路撒冷北

面的城墻.他一系列的作為,要得羅馬人的歡心,必須要先得猶太人的民心.  
 

從耶穌降生時的伯利恆男嬰屠殺,直到使徒行傳 12 章耶路撒冷的使徒被逼迫期間,只記載發生了一次嚴

重的逼迫,就是教會剛建立,使徒行傳 5:17-18(經文六),大祭司和撒都該人開始下手逮捕使徒、禁止傳福

音、殺害司提反.使徒行傳 8:1-3(經文七).在掃羅和希律王的逼迫之間,有 11-12 年平靜的時間,而耶路撒

冷教會穩定的成長有幾千人的規模,所以碰到大饑荒和希律王的兩記重拳,對教會是非常大的打擊.諷刺

的是,希律逼迫基督徒的目的不是因爲他討厭基督教,而完全是爲了要討好猶太人的政治目的.他在意的

是自己的權力穩固,所以他和家族都是不擇手段,用各種所有血腥方式,鞏固自己的位置的人.使徒行傳

5:3(經文一),而掃羅知道猶太人的官長和宗教領袖討厭基督徒,所以就殺雅各、抓彼得,準備公開辦他處死,

博取民衆的歡喜. 
 

希律是一個爲了權力而抵擋 神的愚夫,他不知道 神的旨意、神的國度不是人可以攔阻抵擋的.就連不信

主的法利賽人,迦瑪列都知道不要抵擋 神,使徒行傳 5:38-39(經文八),若不是 神允許,沒有任何監牢關的

住 神的僕人.即使希律王亞基帕一世再怎麽花盡心思,使徒行傳 12:4(經文一),使徒行傳 12:6,10(經文九),

監牢雖然層層防守,銅墻鐵壁,插翅難飛;但是 神只派了一個天使,就把彼得釋放出來.抵擋 神的結果就是

灰頭土臉,而且最後自招滅亡.猶太裔的歷史學家約瑟夫斯記載當時希律穿了一身銀袍,上臺要説話,陽光

照射下,璀璨奪目.使徒行傳 12:22-23(經文十).約瑟夫斯的記載當時當人把希律比喻爲神,他並沒有責備

或者駁斥這件事,然後當下就肚子發生劇痛,五日後死亡,享年五十四歲.希律對猶太教的信仰是有所接觸

的,也知道耶和華 神的名字,更經歷了彼得從監獄被釋放的奇跡.但是他不敬畏 神,先前抵擋 神失敗,後

面不榮耀 神,被天使擊殺.從人的角度,是患病、被人下毒、或是巧合,一個一個區區小蟲可以擊殺一個君

王.這是抵擋不榮耀 神的最終結局. 
 

二、有些人尋求 神 
 

聖經在使徒行傳並沒有記載教會為雅各禱告,但是我們可以推論應該有這麽做.經文的重點卻放在教會

和彼得的身上.使徒行傳 12:5(經文一).使徒行傳 12:12(經文九).所以教會正在迫切為彼得禱告.「切切」

在當時希臘社會是描述運動員竭盡全力、肌肉緊綳、全身發力在運動場上衝刺比賽的狀況.路加福音

22:44(經文十一)用了同一個詞,形容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裏的迫切禱告.當我們面對危機的緊要關頭時,迫

切禱告變成特別的自然. 



我在大學時代,當時父親還沒有奉獻蒙呼召,他所經營的公司面對生死存亡的官司戰的期間,他天天晚上
禁食禱告.有時候還一早去教會的早禱會.這是我從小到大沒有看過的事情.我深深的感受到官司的急迫
性,和父親面臨的壓力.其實我們的生命,我們的靈魂每天都在面對生死之戰. 
 

彼得前書 1:8(經文十二),基督徒應該是常常禱告、迫切禱告的群體.神有時候會刻意透過困難和危機,來

提醒我們要禱告尋求祂.使徒行傳特別强調教會切切的禱告,然後 神的拯救就臨到彼得和教會.這個就是

刻意凸顯教會面對危機、面對挑戰時該做的事.神要教會學習依靠尋求 神的幫助和拯救,這是面對各種

危機的應變之道.但是我們要清楚,神的工作並不會被教會的禱告而限制.我們禱告的少、禱告的重心、和

期待,甚至可以跟 神的心意不一樣,但是 神還是會成就祂自己的旨意.請問:在使徒行傳十二章裏面,教會

到底在禱告什麽?他們跟 神求什麽?使徒行傳 12:13-15(經文十三),假如教會是迫切的通宵求 神釋放拯

救彼得,爲什麽當羅大聽見彼得的聲音,開門看到彼得本人,卻沒有人相信是真的呢?試想,約翰的哥哥雅

各已經被殺,神沒有拯救.那這些基督徒可能會認爲,彼得也是凶多吉少!所以他們切切的禱告,也許是爲

了自己、爲了教會的前途、或者最多就是求 神幫助彼得渡過這生命盡頭前的艱難時刻、也許禱告求 神,

希律為彼得減刑或者緩刑.但是肯定的是,他們的禱告的重點不是求 神釋放彼得.不然也不會這麽否定羅

大親眼的見證. 
 

A. 禱告的對象比禱告的内容更重要 
 

信心的對象比信心的大小更重要.馬可福音 9:23-25(經文十四),當我們禱告的時候,我們需要求 神加添

堅固我們的信心.但是,千萬不要以爲 神沒成就是因爲我們信心不足,或者我們的信心是決定 神做不做

工的關鍵.神有自己意念和心意.他選擇不拯救雅各脫離死刑,但是卻差派天使釋放彼得!難道是因爲教

會沒有為雅各禱告嗎?從這些人聽到彼得被釋放的反應來看,他們根本就沒期待,也代表沒有禱告 神釋

放彼得.但是 神卻這麽做了!所以事情的成敗在於耶和華,不在於你我的信心.希望這個功課成爲我們願

意多禱告的鼓勵.我們的禱告用詞可能不是非常的優美,可能沒有非常的激情,沒有大聲的哀求或者宣告,

甚至禱告還帶著疑慮,信心微小.而且求得方向可能還跟 神的心意不同.但是 神還是垂聼.祂要做什麽事?

什麽時候做?用什麽方式成就?都有祂自己的計劃.祂有完全的主權決定這一切,因爲祂是神.神喜悅也吩

咐我們要凡事禱告!腓力比書 4:6(經文十五).神不需要我們的信心,也不需要我們禱告,但是 神要我們信

靠他、要禱告尋求祂! 
 

B. 禱告尋求 神是我們經歷 神的重要途經 
 

禱告尋求 神對我們有益處,使我們更認識 神,更願意為主而活.所以 神的工作可以超出教會對彼得遭遇

的期待.這就是爲什麽路加要刻意的凸顯教會切切的禱告,然後 神奇妙的拯救彼得,並且擊殺希律王.使

徒行傳 12:24(經文十六).12 章的開頭,雅各被殺、彼得被抓、希律得勢、教會人心惶惶.到了末了,彼得釋

放、希律暴死、教會復興、福音廣傳、弟兄姐妹信心倍增.路加讓我們看到 神的福音、神的國度、神的

工作,勢不可擋!沒有任何强權、强人、群體可以攔阻 神的工作. 
 

結語 
 

所以,曉士頓中國教會啊: 

我們不需要為擴堂擔憂!不需要懷疑 神要如何成就祂給我們教會的願景!我們只要專注在 神的身上,禱

告尋求祂.曉士頓中國教會要植堂、差派、裝備、把耶穌的福音廣傳出去,如此大的願景,如何能成就呢?

我們可以設定實際的目標,但是若沒有耶和華自己來做,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就算這個堂蓋了,若沒

有耶和華在其中興起、做工、祝福,一切都是白費力氣!我們該做的就是切切的禱告尋求 神! 
 

教會裏沒有人抵擋 神給我們的願景,也沒有人要攔阻擴堂的計劃.重要的是我們把自己的想法、期待、

疑問、祈求,都透過禱告帶到 神的跟前.這是 神要我們一起經歷祂的一個重要途徑!有些人深信 神會幫

助我們把三期的擴堂計劃快速的完成;有些人對完成的過程可能會有一波三折;有些人覺得可能不會成

就;還有些人認爲有更好的設計和用錢的方向.這些不同的期待、不同的方向、和想法都是可以的,都應該

以禱告來尋求 神的工作.至於,神要如何成就?什麽時候完成祂給我們的擴堂目標?有 神自己的美意.我

們要透過禱告來經歷 神的工作和恩典,求主加添我們的信心.就算我們信心微小,就算我們衆人有不同的

想法期待,也不影響 神的工作,更不會也不可能攔阻 神的計劃! 
 

我們希望這個擴堂計劃教會的弟兄姊妹有百分百的參與.我們鼓勵並且呼籲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這件事

有份.不是每一個人都一定有感動奉獻,但是我們鼓勵各位積極的參與禱告,尋求 神給你的感動,憑著信

心和樂意的心奉獻給 神的家.我們期待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透過禱告,尋求 神的供應和工作.請大家一起

迫切為擴堂的計劃禱告!不管你禱告的方向、禱告的期待、或心裏的疑慮是什麽?只要你禱告,這就是 神



給您也給我們全教會的命令!讓我們一起做單純屬于天父草場上的小羊,向祂禱告、聆聽祂的聲音、見證 

神的作爲.因爲沒有人可以阻擋 神的工作! 
 

所以智慧的人啊!讓我們禱告尋求祂!在禱告中,經歷 神的恩典,使我們的信心不斷的增加,弟兄姊妹一起

見證 神的道在休士頓日益興旺!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