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矽谷基督徒聚會 

文字檔；使徒行傳 小組預查 

于宏潔 弟兄主講 （講稿整理） 

 

《使徒行傳》第五章 

在《使徒行傳》第五章，我們先把這章做一個簡單的分段。 

第一段：第一節到十一節   亞拿尼亞夫婦的欺哄聖靈的事件 

第二段：第十二節到十六節  看到不住滿溢的祝福 

第三段：第十七節到四十二節    擋不住的見證和屬天的影響力。 

 

一. 亞拿尼亞夫婦的欺哄聖靈的事件 

首先，我們來看亞拿尼亞和撒非喇這件事情，很多人讀了這段聖經都充滿

了恐懼，覺得太可怕了。我如果不信耶穌，不在 神家，甚至我不要參與這些奉

獻的事，我不是反而更安全嗎？那我想這都是仇敵在我們身上的一些工作。那

當然我們讀這段的時候，聖靈把它記載下來也是要叫我們這些人知道 神是輕慢

不得的 神。雖然在今天這個世代不太容易看到類似的事情發生，或是有這麼嚴

重的審判在教會發生。但是並不代表我們可以輕慢 神，我們還是要懂得敬畏 神。 

那麼，這件事情爲什麽會這麼嚴厲地發生，就好像在《舊約》當會幕蓋好

了，亞倫的兒子跟亞倫一起承接聖職，這個大祭司的家。在《利未記》第十章

那裡記載到：「1拿達、亞比戶……在耶和華面前獻上凡火，是耶和華沒有吩咐
他們的，2 就有火從耶和華面前出來，把他們燒滅，他們就死在耶和華面前。」 

（利 10:1-2）因為《聖經》上特別講到：「我在親近我的人中要顯為聖」（利

10:3），因為這是整個祭司國度剛開始建立，第一批的祭司剛開始承接聖職，有

人就在這裡輕慢了 神律法上所禁誡的事。所以 神的火出來審判他，讓他們知道 

神是輕慢不得的，人不可以憑著自己的血氣，憑著自己的認為就來事奉 神。 

同樣，在今天《使徒行傳》第五章，這是聖靈剛降臨，聖靈的時代剛開始。

祂不像耶穌是人看得到的，有肉身的，聖靈是個靈，看不到的。所以，當聖靈的

時代來的時候，祂的主權、祂的聖潔、祂的榮耀是不容人來輕慢的。雖然人看不

到祂，但是祂存在，祂有位格。在這裡 神就特別嚴厲地要叫人對聖靈絕對不可以

隨便欺哄。因為這是聖靈的時代剛開始，同樣，也是教會的時代剛開始，這是歷

史上的第一個教會。所以在這樣的情形裏面， 神怎麼可能容許撒旦這樣的猖狂，

來藉著人可以欺哄，藉著人的謊言、人的虛假來敗壞教會的純正。所以，等於根

基沒有立好，怎麼能夠建造教會。 



人如果沒有產生對聖靈主權，聖靈的敬畏；人如果對教會的純正沒有很認真、

嚴肅的態度，將來這個教會絕對會讓仇敵來破壞的。所以，像主耶穌說的：「一
點面酵可以使全團發起來。」（加 5：9）如果沒有及時處理的話，那麼對聖靈的

輕慢，對 神家的純正， 神家在 神面前該有的聖潔，我們就會用很隨便的態度來

看。所以，仇敵可以藉這樣的事情來敗壞我們對 聖靈的尊重，來腐化教會，藉著

這些虛假謊言可以繼續地來破壞她的純正。所以，這是爲什麽在這一段的《聖經》

裡面，有這麼嚴厲地處理跟對待。 

我在這裡也要特別提到 神並沒有因為亞拿尼亞跟撒非喇留下產業而擊殺他

們，而是因為他們欺哄聖靈。所以，你從彼得的講話第四節：「田地還沒有賣，
不是你自己的嗎？既賣了，價銀不是你做主嗎？你怎麼心裡起這意念呢？你不是
欺哄人，是欺哄 神了。」，表示你可以不需要賣的，如果你自己愛主的心還沒有

到這裡或是你並不想要賣，你可以不要賣的。同樣的，你既然賣了，那所有的錢

不是你自己做主嗎？所以換句話說，你不要全部奉獻也沒有關係。所以，關鍵不

在於他們留下幾分，而是在於他們居然敢欺哄聖靈，輕慢聖靈。那這是嚴重的事

情，這是聖靈來對付的事情。 

我想這是我們需要注意到的，而且夫妻兩個甚至是同心地來試探主的靈。所

以聖經用很重的話說：「撒旦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徒 5:3），你們

「欺哄 神」（徒 5:4），你們「同心試探主的靈」（徒 5:9），都是針對 神的，所

以不是對彼得的。你也看見彼得並沒有要叫他們面對這麼嚴重的審判，而且彼得

也沒有這樣的一個權柄叫他們立刻斷氣，所以，執行審判的是聖潔的 神。我們要

懂得敬畏 神。雖然我們要對 神所設立的領袖，我們的權柄要懂得敬畏，但是這一

段《聖經》更重要的是要叫我們懂得敬畏 神。不可以欺哄聖靈，不可以破壞教會，

這是基督的新婦；不可以讓她有玷污、有瑕疵，有這麼大的虛假和謊言。 

另外，我們要注意到的，亞拿尼亞這個人的名字叫作「 神是滿有恩典的」

（God is gracious），撒非喇的名字是「美麗」（beautiful）。你就發現他們名字

都取的很好，但是明明是講到 神是滿有恩典的，但是他們卻在 神的恩典中墮落了。

明明她的名字是一個很吸引人的，美麗的，但是她的心在 神的面前卻不蒙悅納，

甚至是醜陋的。所以你就知道 神在乎的是：到底我們這個人在 神的面前真正的情

形是怎樣。亞拿尼亞、撒非喇他們在乎外面像什麼，但是卻忽略了自己到底是什

麼。 

我們常常都去模仿別人，我們希望像巴拿巴一樣，是一個奉獻一切讓大家誇

獎；希望我將來能夠像倪弟兄，能夠像 John Wesley，能夠像 Campbell Morgan， 

我們會去注重外面的模仿，但是卻忽略了我到底自己是什麼？所以為著這個緣故，

我們常常不知不覺，有意無意地都戴了很多的面具。我們在教會是一個樣，在家

又是一個樣；我們在這個人面前是這樣，到了那個人面前我們可能又變成另外一

個樣。因為我們常常在乎人怎麼看我們，我們在別人面前表現地像什麼，但是我

們卻忽略了 神真正在乎的是我們內裡的誠實，我們到底是什麼？ 



這一段給我們很嚴肅的教訓。希望我們在 神家的事奉也是這樣，「無論作
什麼，都要從心裏作，像是給主做的。」（西 3:23）而且「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
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我身上了。」（太 25:40） 因為 神家、 神在乎

的是屬靈的真實，「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約 4:23），都不是

外面的，奉獻也是這樣。 

 

二. 看到不住滿溢的祝福 

第二段講到第十三節到十六節。雖然他們前面被關被打，但是第十二節到十六節講

到：「12 主藉使徒的手在民間行了許多 神蹟奇事……13 其餘的人沒有一個敢貼近他們，
百姓卻尊重他們。」（徒 5:12-13）別人不敢貼近他們，我相信指的仇敵。那麼百姓卻尊

重他們，就是那些雖然他們沒信主但是他們卻尊重他們。「信而歸主的人越發增添，連男
帶女很多。」（徒 5:14）因為主的手藉著他們行了很多 神蹟奇事。 

那麼，我們在這裡也特別注意到「同心合意」（徒 5:12）。在第十二節說到：「他
們都同心合意地在所羅門的廊下」（徒 5:12）這已經是《使徒行傳》第五次強調他們的

「同心合意」。第一章第十四節講到：「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禱告。」等候所應許的聖靈。

第二章第四十六節講到：「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著歡喜誠
實的心用飯，」他們同心合意地在那裡過肢體的生活（body life）。那麼，第四章第二十

四節：當使徒們被釋放的時候，他們就一起同心合意地來讚美 神。那麼第四章第三十二

節就說：「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one spirit，one soul）就沒有講什麼事了，

換句話說他們是幾乎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同心合意。 

到了第五章又講到他們同心合意地，使徒們在這裡見證耶穌。傳遞神的祝福、 神

的恩典、醫治的能力；叫人得釋放的能力就透過他們不斷地出來。所以不僅信主的人很多，

「15 甚至有人將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過來的時候活著得他的影
兒照在什麼人身上。16 還有許多人帶著病人和被污鬼纏磨的，從耶路撒冷四圍的城邑來，
全都得了醫治。」 （徒 5:15-16）你就發現，只要人對了，他就是祝福的出口；他就是活

水的運河。 神的靈、 神的能力、 神的祝福就透過他們不斷地出來。所以我說我把這一段

叫作：不住滿溢的祝福。真的希望我們每一個人、我們的家，尤其是教會真的是成爲 神

祝福的出口，能夠不斷地滿溢，能夠讓 神的祝福是滿出來的。 

 

三. 擋不住的見證和屬天的影響力。 

底下又有好幾個小段落，但是我把它歸為一個大的段落，就是第十七節到

第四十二節，講到擋也擋不住的見證和影響力。 

那麽第十七節、十八節，講到使徒們第二次被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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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5:17）大祭司跟他的同人，撒都該

的人，他們都非常地嫉妒。 英文 NIV （新國際版） 跟 NASB （新美國標準版）都翻

譯作：嫉妒（jealousy），就是他們非常地嫉妒。就跟彼拉多知道他們都是因為嫉妒



耶穌，才把耶穌押來的。他們就是嫉妒，並不是真正敬畏 神，真正爲著持守 神家的

純正，因爲百姓們都湧向他們去了。所以，他們「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監。」

（徒 5:18） 請大家特別注意，這邊的使徒講到複數，而且這一次是不止彼得和約翰，

為甚麽呢？從第二十九節可以看得出來，當他們在那裏作見證的時候「彼得和眾使徒
回答說」如果只有彼得和約翰的話，祂就會說：「彼得和約翰回答說」。所以，你要

曉得這一次被抓的是更多。因爲那一陣子常常站在所羅門廊下的是眾使徒都在那裡。

他們一起參與了福音的工作，一起成爲 神祝福流通的管道。所以，大祭司就一起把

他們都給抓了。 

第十九節講到：「但」，人可以反抗，仇敵可以反抗，人可以來限制，但是你

管不了 神的。所以，你們把使徒關在監獄裡，「19 但主的使者夜間開了監門，領他
們出來，20 說：“你們去站在殿裡，把這生命的道都講給百姓聽。”」（徒 5:19-20）

這個「道」是用 Rhema 不是用 logos，是講到那是一個活潑的道，充滿了生命，充滿

了靈的一個道。是一個主觀的，不是只是一個客觀的道理。他們就在這裡傳主的福音，

傳主的道。 

底下就講到這些以下的故事都寫得很清楚了。他們第二天要來審問他們的時候，

卻發現他們都已經不在了，監獄的門卻鎖得好好的。到最後發現他們在殿裡面，他們

又去把他帶來，不敢用強暴，因爲怕百姓用石頭打他們。你就發現這一般人，宗教人

士，他們嫉妒別人，他們在乎自己的地位，在乎自己所受到的尊重，在乎人是不是喜

歡他們，而且在這裡他們怕百姓，卻不怕 神。就從很多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出這些

人生命裡面的問題，他們跟 神的關係。 

他們把使徒帶來了以後，就叫他們站在公會前，大祭司又來審問他們「我們不

是嚴嚴地禁止你們，不可奉這名教訓人嗎？你們倒把你們的道理充滿了耶路撒冷」
（徒 5:28） 神的道是逼迫不了的， 神的百姓更是逼迫不了的，越逼迫就越興旺。

「想要叫這人的血歸到我們身上。」（徒 5:28）其實本來就是。他們已經忘記了當初

對彼拉多發咒起誓的那樣子說：「祂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太 27:25）

今天他們現在卻不要叫這個人的血歸到我們身上。你就曉得這些人講話都不負責任的，

這些人出爾反爾，根本就是隨心所欲的人。 

那麽「彼得和眾使徒就回答說：“順從 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徒 5:29）

底下第三十節到三十二節，又是一個簡短有力，充滿了能力的、權柄的一個見證：

「30 你們掛在木頭上殺害的耶穌，我們祖宗的 神已經叫祂復活。31 神且用右手將祂
高舉，叫祂作君王、作救主，將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賜給以色列人。32 我們為這事
作見證， 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也為這事作見證。”」你就發現他們不管在什麼場

合下，只要抓到機會就為復活的耶穌作見證。而且他們知道聖靈也為這事作見證，這

是我們最大的激勵。所以，我永遠記得一個 神的僕人說的：“只要確定我們所做的事，

是 神要我們做的，是聖靈要做的或是正在做的，我們就什麼都不要擔心。” 所有的

力量、恩典、能力、資源、權柄，在聖靈裡面祂都要給我們，因爲我們不是在做自己

的工，我們是在為 神而活。這是 神要做的、是聖靈要做的。 



底下講到迦瑪列的勸誡。你注意到連撒都該人跟法利賽人是敵對的，但是在這

個時候迦瑪列的勸阻，能夠連撒都該人、公會的人，公會主要就是撒都該人，他們都

聼了。所以你就曉得迦瑪列的德高望重，他講話的分量。但是，他所講的話不全然都

是對的，因爲這種無爲而治：「38 不要管這些人，任憑他們吧！他們所謀的、所行
的，若是出於人，必要敗壞；39 若是出於 神，你們就不能敗壞他們，恐怕你們倒是
攻擊 神了。」（徒 38-39）這個東西從某一個角度看起來好像很對，但是你如果把時

間這個因素放進來的話，它就有講究的。因爲有的時候 神容許仇敵的工作存在，祂

容許稗子跟麥子同時生長，這是《馬太福音》第十三章講的。 神沒有要現在除掉撒

但； 神也沒有現在就把撒但教、把摩門教，把這些異端立刻剷除。 神容許它們，會

要潔淨祂的教會； 神容許它們存在，因爲現在除掉，可能把麥子也傷了。所以 神有

的時候容許它存在。 

同樣的 神也容許一些義者， 神的僕人受害，連耶穌都有這樣的經歷。耶穌在地

上只有三十三年半就被釘了，難道耶穌是因為所謀的不是出於 神，所以被敗壞嗎？

當然不是！對不對？耶穌所做的，本來就是行完 神的旨意。所以，你把時間的因素

放進來的時候，你就知道迦瑪列所說的，那不見得是真的。它就著永恒、就著長遠來

説，的確是「凡栽種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種的，必要拔出來。」（太 15:13）凡不

是出於 神的，有一天火要燒掉。那這是從長遠來看，從 神的角度來看，而不是只是

從眼前。所以，我只是稍微平衡一下，大家稍微注意。在用這些話的時候，我們也都

要很小心。 

最後第四十一節、四十二節，他們在被放之前，第四十節：「把他們被打了，
又吩咐他們不可奉耶穌的名講道」但是他們離開公會以後，明明剛剛被打，遍體鱗傷，

但是他們卻「心裏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徒 5:41）他們明明被警告，不

可以再傳耶穌，「他們就每日在殿裏、在家裏不住地教訓人，傳耶穌是基督。」（徒

5:42）這是何等得勝的見證！仇敵是沒有辦法叫我們不為耶穌作見證的。就算嘴巴不

説話，我們活也要把耶穌活出來。從下兩章，我們可以看到司提反的殉道就是這樣，

像透了耶穌。 

禱告： 

主耶穌，我們謝謝祢！藉著每一章的《聖經》，祢都來激勵我們。讓我們看見仇敵

用各樣的方法，牠不僅僅在外面有逼迫，牠也用詭計在這裡想要敗壞 神家的純正，想要

破壞我們對祢的敬畏。讓我們在這裡，在教會裏面有罪惡、有虛假，想要來毀壞 神家的

見證。但是，我們感謝祢，聖靈在這裡帶領教會往前。我們不光在這裡願意為耶穌作見證， 

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也在為這件事作見證。求祢繼續堅固祢的兒女們、堅固祢的教會，

讓我們在這個地上能活出祢的聖潔，活出教會該有的正直、純正，也活出在教會裏面該有

的能力，還有我們該流露的祝福給我們周圍的人。謝謝主！聼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