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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查经 NOTES 

 

1. 那時，希律王下手苦害教會中幾個人， 

1）这是哪个希律？圣经中的四个希律 

2) GARLAND:  Agrippa I reigned during the years AD 37–43. He received Herod 

Philip’s tetrarchy (Luke 3:1) in 37, added Galilee and Perea in 39 when Herod 

Antipas was sent into exile, was given Judea and Samaria, which formerly had been 

under the control of Roman prefects, and was granted the title “king” by the 

emperor Claudius in 41. His kingdom was almost as large as that of his grandfather, 

Herod the Great, but his rapid rise was fleeting and ended when he died in 43. 

2. 用刀殺了約翰的哥哥雅各。 

1）用刀杀了：斩首，罗马帝国的行型方式（太 14：10）  

2）雅各：西庇太的儿子，十二使徒中第一个殉道的  

3）耶稣对雅各的预言（可 10：38-39） 

4）雅各曾经与彼得和约翰都见证过主耶稣登山变像。（太 17：1） 

5）圣经中还有那些雅各？A. 十二门徒中亚勒腓的儿子雅各 B. 主的兄弟雅各 C. 主十二门徒犹大

的父亲（或是兄弟）雅各（路 6：16） 

3. 他見猶太人喜歡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時正是除酵的日子。 

1）希律讨好犹太人  

2）捉拿彼得说明什么？ 

3） 除酵节（出 12：18-20） 逾越節 (出埃及記 12; 利未記 23:5) 開始於尼散月十四日（宗教曆的

正月，即西曆 3月至 4月期間），連接七天，每天要獻許多祭，頭一日和第七日休息，給百姓

守嚴肅會。 逾越節是三大節日中第一個（其他兩個是七七節和住棚節）。 猶太男丁每年要在這

三個大節上示羅守節 (聖殿完成後上耶路撒冷守節)。 逾越節原本分為逾越節和除酵節 (利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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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8)，但後來猶太人將兩個節期合為一個。 這兩個節期是關連的。 逾越節是記念在離開埃及

的前一夜，天使擊殺埃及地所有的長子，卻越過以色列人的房屋，拯救了以色列各家。 除酵節

是記念在埃及匆忙離開的苦境，當時甚至沒時間讓麵酵發起來。 

4)  GARLAND: Peter was arrested during the season of Passover, as was his Lord. The Feast of Unleavened Bread 

overlaps the Passover festival in that leavened bread was removed prior to the day of Passover (14 Nisan), and 

unleavened bread was eaten for seven days after Passover. Luke uses the term “Passover” to refer to the entire 

festal perio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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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彼得再一次被下监 ，上次是什么时候？（徒 4：3）之后保罗也有如此经历（徒 16：22）。 

2） 四班兵丁、每班四位（两位陪着锁在一起，两位门口值班 ，每三小时换班） 

3）逾越节后：节里怕有动乱  

4) 当着百姓办：示众 

5. 於是彼得被囚在監裡；教會卻為他切切的禱告神 

http://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Lev%2023:6-8&version=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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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彼得下被在监里  

2）切切祷告：已经失去了使徒雅各，还在伤痛之中，教会不愿再失去彼得。 

3）讨论：之前雅各被下监时教会有没有为他祷告？ 

6. 希律將要提他出來的前一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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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前一夜：第二天就要被害了  

2）彼得的处境：身上两条铁链、睡觉被两个兵丁夹在当中，外面还有看门人，原因一：彼得是

死刑犯；原因二：之前彼得越过狱（徒 5：22-24） 

7. 忽然，有主的一個使者站在旁邊，屋裡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

拍醒了他，說：快快起來！那鐵鍊就從他手上脫落下來。 

1）忽然 、有光 ：天使出现的样式 

2）主的使者 ：天使    

3）天使拍醒了彼得  讨论：弟兄姐妹，换做你们也会像彼得一样睡着吗？ 

4）  铁链脱落：神大能的作为 

讨论：请弟兄姊妹谈谈对天使的认知？天使有名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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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天使： 

天使是受造的灵体（西 1：16），没有物质的身体（路 24：39），他们一般的活动中—搭救和保

护我们（诗 34：7；91：11；来 1：14），与我们一同敬拜神（来 12：22）。 

天使的名字有：基路伯（创 3：24；出 25：22）；撒拉弗（赛 6：2-7）；活物（结 1：5-14；启

4：6-8）；米迦勒（但 10：13；犹 9）；加百列（路 1：19；路 1：26-27）。 

天使的数目：圣经没有说神创造天使的数目，但这显然非常大（申 33：2）。 

天使不嫁不娶（太 22：30） 

天使与人在神眼中的地位（创 9：6；来 2：7；彼后 2：4；林前 6：3；来 2：16） 

人不可敬拜天使！！！（西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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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天使對他說：束上帶子，穿上鞋。他就那樣做。天使又說：披上外衣，

跟著我來。 

1）束上带子、穿上鞋、披上外衣：看出主的安排让越狱时的彼得显得从从容容  

2) 彼得的顺服  

9. 彼得就出來跟著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當見了異象。 

讨论：彼得当时的感受为什么只当见了异象？ 

10. 過了第一層第二層監牢，就來到臨街的鐵門，那門自己開了。他們出

來，走過一條街，天使便離開他去了。 

1）两层监牢，看见戒备森严  

2）门自己开了：神藉着天使所行的  

3）天使离开彼得：天使的工作完成 

11. 彼得醒悟過來，說：我現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脫離希律

的手和猶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1）彼得知道主的搭救 GARLAND: Peter is miraculously delivered from prison twice (5:18–20; 12:6–10). Paul 

and Silas will be rescued from a Philippian jail (16:22–26). 

2）希律的手：希律的权柄 

3）犹太百姓所盼望的：因不信神而引起的杀心 

12. 想了一想，就往那稱呼馬可的約翰、他母親馬利亞家去，在那裡有

好些人聚集禱告。 

1）马可的母亲家中，马可楼（路 22：7-11；徒 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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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圣经中七个马利亚：A. 主耶稣的母亲 （路 1：27）B. 抹大拉的马利亚（路 8：2）C. 马大的妹

子马利亚（路 10：39）D. 革罗巴的妻子马利亚（约 19：25）E. 马可的母亲马利亚 F. 小雅各和约

西的母亲马利亚（可 15：40）G. 罗马教会服事的马利亚（罗 16：6） 

3）好些人聚集祷告：家中教会的样式 

13. 彼得敲外門，有一個使女，名叫羅大，出來探聽， 

1）外门：看到这是大户人家 

2）使女：罗大，玫瑰的意思  

3）出来探听：看到当时形势的危急 

14. 聽得是彼得的聲音，就歡喜的顧不得開門，跑進去告訴眾人說：彼

得站在門外。 

1）顾不得开门：欢喜的样式  

2）告诉教会里的人 ：看到教会群体生活的美好 

15. 他們說：你是瘋了！使女極力的說：真是他！他們說：必是他的天

使！ 

1）讨论：为什么会众们不相信祷告蒙应允？ 

2）为什么说必是他的天使？（来 1：14）当时犹太人认为天使会以他们守护的人相似的方式出

现 

16. 彼得不住的敲門。他們開了門，看見他，就甚驚奇。 

1）彼得不住的敲门：事不宜迟  

2）教会会众（包括使徒门徒）见了彼得的反应：甚惊奇 

17. 彼得擺手，不要他們作聲，就告訴他們主怎樣領他出監；又說：你

們把這事告訴雅各和眾弟兄。於是出去，往別處去了。 

1）彼得摆手让大家收声 ：半夜三更的不要惊动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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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里的雅各是谁？（徒 15：13；约 7：5；林前 15：7）当时有很多类似的家庭聚会点，雅

各当时不在现场，而且从耶路撒冷大会来看，当使徒们纷纷离开耶路撒冷以后，雅各是耶路撒冷

教会的头。 

3）众弟兄：很可能是当时教会的领袖 

4）于是出去：看到彼得做事果敢敏捷 

5）讨论：彼得为什么离开了？彼得又去了哪里？ 

OSBORNE: We don’t really know what this “other place” is. It almost certainly is not just another prayer 

meeting in another house church....So he most likely joins the other apostles in itinerant missionary work and 

goes on the road from place to place, but now leaves for his own safety as well as for the church’s mission. 

18. 到了天亮，兵丁擾亂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裡去了。 

1）时间：天亮时分  

2） 兵丁扰乱：因为有重要的犯人越狱了 

19. 希律找他，找不著，就審問看守的人，吩咐把他們拉去殺了。後來希律

離開猶太，下該撒利亞去，住在那裡。 

1） 希律家族的治理方式 Osborne: actually a legal decision and not just anger at their ineptitude. He 

probably also suspects they accepted a bribe to set Peter free. He would hardly have accepted a miraculous 

escape at the hands of God. 

2） 思索我们面对逼迫者（如看守的人）的态度 

3） 希律离开犹太: 过节时来耶路撒冷，希律的宫殿在该撒利亚 

20. 希律惱怒推羅、西頓的人。他們那一帶地方是從王的地土得糧，因

此就託了王的內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來求和。 

1） 推罗、西顿 ：推罗、西顿是自治的自由港，盛产木材，但缺粮食，须从加利利输入，而

加利利在希律王的统治下。 



8 
 

 

21. 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對他們講論一番。 

1） 在所定的日子：有说是罗马皇帝革老丢的生日 

2） 穿上朝服，坐在位上：王者风范 

22. 百姓喊著說：這是神的聲音，不是人的聲音。 

1）百姓喊：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一种罗马帝国时代推崇凯撒的方式 

2）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记载，希律在凯撒利亚举行竞技大赛，国中显贵都出席。当时希律穿着银

光闪闪的袍服进场，奉承的人都恭维他为神。王接受了他们的奉承；接着，他抬头看见一只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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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站在一根绳子上，他认为这是凶兆，突然体内剧痛，被人抬进宫中，五天后即病逝（《犹太

古史记》卷 19第 343-35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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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希律不归荣耀给神：亵渎（Blasphemy）神  

2）神藉着天使的作为（罗 12：19）  

3）看似强大的希律竟然死在虫子手上 

24. 神的道日見興旺，越發廣傳。 

1） 经过逼迫，神的道兴旺，这里兴旺不仅是人数，而且是信徒生命更扎根。 

2） 讨论：我们如何看待逼迫？ 

25. 巴拿巴和掃羅辦完了他們供給的事，就從耶路撒冷回來，帶著稱呼

馬可的約翰同去。 

1）巴拿巴和扫罗：新的领袖，将来为外邦人作使徒 

2） 办完供给的事 （徒 11：30） 

3）从耶路撒冷到哪里？（到安提阿，徒 13：1） 

4）马可:巴拿巴的表弟（西 4：10） 

 

本章讨论问题： 

1. 彼得和雅各都是初代教会的领袖，但逼迫临到时，他们的遭遇却不相同。难道教会的弟兄姊妹

只为彼得祷告而没有为雅各祷告吗？为何主差遣天使营救彼得，而没有营救雅各？您的看法如

何。 

2. 为什么彼得在即将行刑前还安然入睡？听听您的分享。 

3. 彼得获释与教会弟兄姊妹的祷告有何关系？从经文里面看，当彼得出现在门口时，教会会众当

时的信心如何？您有过相似的经历吗？ 

4. 当我们为主作见证而面对逼迫时，第 24节经文能给我们什么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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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的使者为何要击打希律王，使他被虫咬而亡？ 

 

 

本章经文几个重点： 

1. Those earthly leaders, no matter how powerful they imagine themselves to be and how lauded they are by 

others, will receive retribution for claiming honor and glory that belongs only to God. 

2. Miracles, no matter how fervently prayed for, are not always forthcoming. 

3. God’s miraculous deliverance often catches believers off guard, even when they pray for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