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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福音的路加書信 

第六課：兩書中十二門徒名單  (筆記) 

 

 

 

 

前言： 

1. 從四福音中，記載十二個門徒的軟弱多過優點，來到使徒行傳，經過聖靈的改變，

平凡的十二個門徒，卻能做出不平凡的事。 

這十二個人，從「跟從者」變成「領導者」。 

2. 「生命品質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培育出來的」。 

路加福音 使徒行傳 
6：12－16 1：13；21－26 

1． 彼得 (西門、磯法) 
2． 安得烈 

3． 雅各 
4． 約翰 
5． 腓力 

6． 巴多羅買 (拿但業) 
7． 馬太 
8． 多馬 

9． 亞勒腓的兒子雅各 
10. 奮銳黨西門 

11. 達太 (雅各的兒子猶大) 
12. 加略人猶大 (賣主的猶大) 

1． 彼得 
2． 安得烈 
3． 雅各 
4． 約翰 
5． 腓力 
6． 巴多羅買 (拿但業) 
7． 馬太 
8． 多馬 
9． 亞勒腓的兒子雅各 
10.  奮銳黨西門 
11. 達太 
12. 馬提亞 (補選) 

 

十二使徒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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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彼得 

1. 彼得其人：在名單中，常排列首名，非次序的第一，而是指首領。 
2. 名字： 

(1) 西門  Simon (希伯來名) 
(2) 彼得 Peter / Protos  (希臘名)：磐石之意。 
(3) 磯法 Cephas (亞蘭名), 翻出來就彼得 (約 1:42) 

3. 家庭背景： 
(1) 原住加利利的伯賽大(約 1:44)，後來搬到迦百農 (可 1:21,29)。 
(2) 以捕魚為業，屬小康之家。 
(3) 彼得蒙召前已有妻室 (路 4:38) 

4. 個性： 
(1) 優點： 

• 好奇心大：常問問題 (太 18:21，太 19:27；可 11:21；約 21:21) 
• 勇敢嘗試 (太 16:13-16，太 14:26) 
• 表現冒死從主(約 6:67-68，太 16:21-23， 太 26:47-51；路 22:61)。 

(2) 缺點： 
• 猶疑不定(太 26:33) 
• 疏於防範魔鬼(太 16:22-23) 
• 拖人下水 (約 21:1-3) 

5. 判若兩人的彼得：聖靈充滿後的彼得 
6. 殉道傳說：要求倒釘十字架。 

 
二.  安得烈   

1. 他是十二個門徒中第一個蒙召的 (約 1:35-40)，生平寂寂不出息。 
2. 家庭背景：他是漁夫，是彼得的弟弟，是伯賽大人 (約 1:44)。 
3. 信仰背景： 

(1) 他與約翰對屬靈的興趣甚濃，常聽施浸約翰講道，成為他的門徒。 
(2) 安得烈就把主介紹給哥哥彼得，加入跟從主的行列 (約 1:41-42) 
(3) 從跟從施浸約翰到跟從主；從捕魚到全時間作主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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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性：隨和安靜，不好爭辯，善解人意，甘受主導，是一個卑微服事的人。 
5. 殉道傳說：他後來去了蘇格蘭，在那裡為主殉道，並以受死的「X」形十字架為國旗

上的記號。又一傳說：他在希臘的帕得拉斯 Patras 傳道，帶領了省長妻子信主，
省長要妻子放棄信仰，不肯，省長下令把安得烈釘死在「X」型的十字架，延長他的
痛苦，二日之久，他死前仍向路人傳福音。 

 
三.  雅各 

1. 名字：以「彼得雅各約翰」常稱，有書稱他為「大雅各」。 
2. 家庭背景 

(1) 他是西庇太的兒子，捕魚為業，母親名撒羅米，是熱心愛主的使女，是耶穌母
親馬利亞之妹，故耶穌與雅各約翰二兄弟是表親關係。 

3. 靈程追求： 
(1) 在首組門徒「彼得雅各約翰」中，他排行第二，其影響力僅次於彼得。 
(2) 他跟從主過程中，與弟弟約翰想在天國中成為主的左右手 (太 19:28)，引致門

徒們的嫉妒，在最後晚餐中，門徒爭誰為大 (路 22:24)。 
4. 個性：因雅各是長子，又是打魚的，故性格剛烈，其綽號叫「半尼其」，即「雷子」

之意 (可 3:17)。 
5. 他的殉道：雅各在希律亞基帕手下，十二使徒中第一個殉道。 

  
四.  約翰 

• 他共寫了五卷書：約翰福音、約翰一二三書，啟示錄 (共 50 章) 
1. 家庭背景： 

• 是雅各之弟，出身漁夫家庭，父親西庇太職業是漁夫，家境不俗。。 
• 西庇太常供漁獲到大祭司家屬，故與大祭司家族相熟 (約 18:15-16)。 

2. 靈命的追求：他本是施浸約翰的學生，經約翰指出耶穌是彌賽亞時，他就跟從了
耶穌。(可 1:19-20)。 

3. 個性： 
• 他是漁夫性格，急躁粗獷，沒有耐性，固執魯莽。被主稱為半尼其(雷子之意)。 
• 好勝爭為首。 



4 
 

4. 生命改變： 
• 他跟從主，學習到「愛仇敵」的功課。 
• 他念念不忘主替門徒洗腳的感人場面。 
• 在他的書信中，三番四次提到「彼此相愛的重要」 (約 15:12；約一 4:7，11-

12；約二 5)。 
5. 約翰的死亡： 

• 約翰是十二個門徒中唯一沒有殉道的，是活到壽終正寢。 
• 傳說他晚年，最後一次在講台講了「小子們哪，你們要彼此相愛」後，即倒在講

台上，回天家去了。 
6. 約翰的屬靈深度： 

(1) 強調真理是絕對的。 
(2) 他能詳記主耶穌的身份和教導。                                                             
(3) 他強調愛的真理。 
(4) 他不離不棄的追隨基督，直到十字架下。 

  

五.  腓力 

1. 背景 
• 腓力是希臘名，猶太人通常有猶太名和希臘名。他是伯賽大人(約 1:44)。 
• 十二門徒中，有七人來自加利利，都是漁夫：彼得、安得烈、雅各、約翰、拿但
業、多馬、腓力。 

2. 腓力的追求 
• 耶穌先呼召安得烈，彼得，翌日，主遇見腓力，對他說來「跟從我」(約 1:43)，
腓力馬上找拿但業，介紹他認識耶穌說「你來看」(約 1:46) 

3. 腓力的個性 
• 拿但業是迦拿人，與拿撒勒人一直以來互相排斥，故拿但業說「拿撒勒還能

出什麼好的麼」，腓力沒有爭辯，只說「你來看」。 
• 在五餅二魚中，耶穌只對腓力說(約 6:6)，他有應變能力。 
• 為人老實，信心不及他人。 

4. 腓力的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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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說在雅各殉道後 8 年，曾往雅典各地傳道，被人用石頭打死，也有傳他
是被釘死，約在主後 52-54AD。 

 

六.  巴多羅買 (拿但業) 

1. 背景：拿但業的好友是腓力，對拿撒勒有特別的偏見 (約 1:46) 
• 約翰福音稱他為拿但業，符類福音稱他為巴多羅買。 

2. 靈命： 
• 拿但業屬靈生命追求有兩在特徵：(1) 喜愛神的話語；(2) 喜愛默想神的話

語。當耶穌找著他時，他是在無花果樹下。 
• 腓力找拿但業，對他說：「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各眾先知所記的」(約

1:45)，從這話就知道他是一位喜愛讀經的人。 
• 拿但業對耶穌宣告他的信仰：「你是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約 1:49) 

3. 個性： 
• 性格頗偏激。 
• 有追求真理的心，耶穌一見拿但業，就講了句稱贊的話「心裡是沒有詭詐

的」(約 1:47) 
4. 殉道： 

(1) 傳說他後來到亞米尼亞、波斯和印度傳福音，死在波斯。 
(2) 另一傳說：他被綁在袋子裡，然後丟在海裏浸死。 
(3) 教會史家優西比烏記載，拿但業在亞米尼亞傳福音時，引起異教僧人惱恨，慫

恿國王把他拘捕，將他釘死在十字架上。 
 

七. 馬太 

1. 背景： 
• 他的希伯來名叫利未，希臘名叫馬太。 
• 父親名叫亞勒腓 (可 2:14；路 5:27-29)。 
• 馬太家居迦百農，職業是稅吏，被視為賣國賊，與娼妓同等的罪人。                                                                           

2. 生命的改變： 
(1) (太 9:9) 當他在稅關口辦公的時候，耶穌遇見他，呼召他，他立刻跟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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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對舊約很熟悉，在馬太福音中他引用舊約共 99 次。他在馬太福音中常引用
舊約來解釋主的生平。 

(3) 馬太記載登山寶訓後兩章，才記載自己的蒙召。 
(4) 當他跟隨主後，就在自己的家大擺筵席，請了其他稅吏和朋友，與耶穌和門

徒一同坐席，引起法利賽人怨言。(路 5:27-32) 
3. 性格： 

(1) 喜讀神的話；(2) 善於記錄；(3) 放棄高薪，一生跟隨主。 
4. 殉道： 

(1) 傳說馬太留在耶路撒冷，完成了馬太福音後，轉到以色列境不同的猶太市鎮
傳福音，之後到希臘，最後被反對者綁在木樁上燒死。 

(2) 可能性較大的，根據猶太人「他勒目」Talmud 記載，他是在猶太公會被處死
的。 

 

八.  多馬 

1. 背景：多馬是亞蘭文，又名低土馬(希臘文)，教會史家優西比烏說他本名叫猶

大，為免與賣主的猶大混淆，故只稱多馬。 

2. 性格與追求： 

• 一個理性的人，聽道也理性。 

(1) 多馬表態與主同去，甘心與主同死。(約 11:16) 

(2) 第二次出現在最後晚餐：耶穌告訴門徒祂將要回到父家去，為門徒預備地

方，(約 14:2-5)。多馬仍說他不知主往那裡去。 

(3) 第三次出現：在主復活後的第二日，多馬仍不信主復活，直到再一個主日，

門徒聚集時，主打開衣襟讓他看他要求要看要摸的證據 (約 20:25) 

3. 殉道： 

(1) 傳說一：多馬曾將福音傳到北方的帕非亞 Parthia，並在那裡殉道。 

(2) 傳說二：說他遠赴印度的馬德里附近一小鎮 Madras 傳道,，創立教會，並帶

領土王之妻信主，觸怒土王，命士兵將他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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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亞勒腓的兒子雅各 

1. 背景：不少學者認為，亞勒腓的兒子雅各，與(可 2:14) 亞勒腓的兒子利未，即馬
太。所以這位雅各與馬太是兩兄弟。古教父耶柔米也這樣說。 

2. 個性： 
• 這位小雅各，出身於敬畏神的家庭，自小在會堂長大，必熟識神的話。 
• 個性方面，他個子小，且較年輕，故沉默寡言，多身處幕後。 

3. 殉道： 
傳說他在耶路撒冷傳道時，被大祭司亞拿煽動下，利誘他否認耶穌為彌賽亞，他
不為所動，反激昂地宣稱主是神的兒子，在赴刑場時，仍堅守信仰，就被人用石
頭擲死和用木棒打死，他死時仍跪下為行刑的人祈禱。死後葬在耶路撒冷教會的
墓地。 

 
十.  奮銳黨西門 

1. 背景： 
4. 聖經記載他的名字共有四處：(太 14:4；可 3:18；路 6:15；徒 1:13) 
5. 身世背景，一概不知。                     
2. 個性： 

(1) 西門是奮銳黨人，性情必定高昂激進，是狂熱的愛國者。 
(2) 他起初看到耶穌有魄力有魅力，是一位「另類的革命份子」，可領導推翻羅馬政

權，故主呼召他時，立即跟隨。 
(3) 後來西門受主的言行、人格，和福音的影響，知道耶穌要建立一個王國，不屬

屬世界的，而是靠神聖的愛的力量，改變人心。 
3. 殉道： 

• 他與其他門徒在耶路撒冷事奉，70AD 耶路撒冷滅亡後，傳說他往土耳其、
希臘傳道，直到英國列島，至終因信仰被殺害。 

• 亦傳說他將福音傳到埃及和北非，後來回以色列，在豆米仙時代遭逼害至
死。 

• 又傳說他和達太在波斯傳時與當地術士鬥爭，被術士暗算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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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達太 

1. 背景： 

(1) 這位稱為達太的猶大，共有三個名字： 

6. 猶大 (路 6:16；徒 1:13)；利巴 (太 10:3)；達太 (太 10:3；可 3:18) 

(2) 有解經家稱他為北猶大，賣主的猶大是南方人，稱為南猶大，以作分別。 

2. 個性：他有謙遜及廣闊胸襟，請看以下對話 (約 14:21-22)，性格溫和柔順。 

3. 殉道： 

也是根據教會史家優西比烏記載，五旬節聖靈降臨後幾年，達太把福音傳到土耳

其，後在波斯一帶傳道，觸怒當地的術士，被人用木棒打死。 

 

十二. 加略人猶大 

         最後為了三十兩銀子出賣主，難怪主說：「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太 26:24) 
1. 背景： 

(1) 猶大名意「神的讚美」，美名，意味父母是敬虔人。 
(2) 約翰記猶大的父親叫西門 (約 6:71)。 
(3) 他是猶大支派屬地南部一小鎮加略希斯崙人(書 15:25)，故稱加略人猶大。 
(4) 聖經沒有記載他蒙召的經過。 

2. 個性： 
(1) 有些人不願意跟從主離開時，他仍跟從 (約 6:66-71) 
(2) 他注重地上的事多過注重天上的事。 
(3) 他偽善，因為當主預言有人要出賣祂時，竟然沒有人懷疑他 (太 26:22-23)。 

3. 死亡：(不說殉道)最後他上吊自殺。 (太 27:3-5) 
 
十三. 馬提亞    

1. 身份： 
(1) 聖經對馬提亞的資料極之少，據優西比烏教會歷史所記，馬提亞是路

11:1 裡七十個門徒之一。 
(2) 古代教父革利免 Clement 傳說馬提亞是悔改歸主的稅吏撒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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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十二使徒的資格 
3. 補選有兩種說法： 
4. 認可：根據以下兩節的經文，知道聖經和當時教會已確定馬提亞的使徒身份。 
5. 傳說他是去了埃提阿伯的宣教者；也有傳說他去了食人地區傳道，受盡苦頭，

最後為主殉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