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懼懼懼懼怕怕怕怕 ( ( ( (使使使使徒徒徒徒行行行行傳傳傳傳 5:15:15:15:1----42)42)42)42)    

    

【【【【教教教教會會會會勝勝勝勝過過過過仇仇仇仇敵敵敵敵的的的的兩兩兩兩面面面面攻攻攻攻擊擊擊擊】】】】 

    一、仇敵第一面的攻擊――從內部腐化(1~10 節)： 

          1.仇敵的手段――在奉獻的事上欺哄聖靈 

          2.教會的對策――識破詭計，施行審判，抬出去埋葬 

    二、得勝的結果： 

          1.全教會都懼怕(11 節) 

          2.外邦人都尊重，信徒越發增添(12~16 節) 

 

    三、仇敵第二面的攻擊――從外部逼迫： 

          1.公會囚禁使徒(17~18 節) 

          2.使徒蒙天使營救出監，照常在殿裏教訓人(19~26 節) 

          3.使徒被帶到公會之前受審(27~28 節) 

          4.使徒的見證(29~32 節) 

          5.迦瑪列勸戒公會任憑使徒(33~39 節) 

    四、得勝的結果： 

          1.使徒被釋放(40 節) 

          2.使徒歡喜配為主名受辱(41 節) 

          3.使徒每日不住的教訓人(42 節) 

    

一一一一．．．．不不不不懼懼懼懼怕怕怕怕神神神神的的的的夫夫夫夫妻妻妻妻與與與與懼懼懼懼怕怕怕怕的的的的眾眾眾眾人人人人(5:1(5:1(5:1(5:1----10)10)10)10)    

5:15:15:15:1 有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同他的妻子撒非喇賣了田產， 

5:25:25:25:2 把價銀私自留下幾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餘的幾分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5:35:35:35:3 彼得說：「亞拿尼亞！為甚麼撒但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把田地的價銀私

自留下幾分呢？ 

5:45:45:45:4 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的嗎？既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嗎？你怎麼心裡起這意

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 神了。」 

5:55:55:55:5 亞拿尼亞聽見這話，就仆倒，斷了氣；聽見的人都甚懼怕。 

5:65:65:65:6 有些少年人起來，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 

5:75:75:75:7 約過了三小時，他的妻子進來，還不知道這事。 

5:85:85:85:8 彼得對她說：「你告訴我，你們賣田地的價銀就是這些嗎？」她說：「就是這

些。」 

5:95:95:95:9 彼得說：「你們為甚麼同心試探主的靈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腳已到門口，他們也

要把你抬出去。」 



5:105:105:105:10 婦人立刻仆倒在彼得腳前，斷了氣。那些少年人進來，見她已經死了，就抬出去，

埋在她丈夫旁邊。 

5:115:115:115:11 全教會和聽見這事的人都甚懼怕。 

這這這這對對對對夫夫夫夫妻妻妻妻作作作作了了了了什什什什麼麼麼麼事事事事？？？？他他他他們們們們為為為為何何何何要要要要做做做做這這這這件件件件事事事事？？？？    

1. v.1 的原文是以『然而』(But)作開頭，中文漏譯；『然而』一詞將下面的事例和

前面巴拿巴所作的(徒四 36~37)，作強烈的對比。信徒本來有權保留任何想要留下

的部分(4 節)，但若為要得著別人的稱讚，故意表示已經捐出所有款項，而暗中私

自保留一部分，這就犯了欺哄人和欺哄神的罪(3~4 節)。亞拿尼亞夫婦大概企圖一

面保留『私有財產』的好處，一面又可分享『公有財產』。 

2. 亞拿尼亞夫婦模仿別人的奉獻，目的卻在『貪名』，在教會中貪圖虛浮的榮耀；

「私自留下幾分」，存心是在『貪財』。貪名和貪財，乃是一般基督徒的兩大絆腳

石。 

3. 「把價銀私自留下幾分」人若對『己生命』有所保留，就會不肯把屬己的利益、名

聲、興趣和所有，都完全放棄。 

4. 我們若有任何為『己』的動機而奉獻，或利用奉獻來贏取別人敬佩的心態，都算是

「私自留下幾分」，乃屬不誠實的奉獻。 

5. 奉獻不在乎多少，而在乎我們的動機和為自己留下的有多少。在奉獻上不能虛假，

更不可藉此得名或得人的稱讚。 

6. 奉獻是甘心樂意的，不是勉強的，更不是強制的，可是撒但常挑動人的肉體，藉著

這些屬靈的事來沽名釣譽，實際上卻是損害神的教會。 

7. 夫妻之間，如果一方有錯，而另一方「知道」了，卻不規勸，或表示贊同，就不能

算是清白的(參 9 節)。 

8. 『假冒為善』是主耶穌多次責備的一件罪行(太六 1~6，16~18；十五 7；廿二 18；

廿三 13~26)。 

9. 留下一詞，與亞干收起耶利哥的掠物，完全相同。亞干留下了該拿到神的殿，或加

以毀滅的東西（書七 1）。 

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犯犯犯犯罪罪罪罪，，，，還還還還是是是是因因因因為為為為撒撒撒撒旦旦旦旦充充充充滿滿滿滿了了了了心心心心？？？？他他他他們們們們欺欺欺欺哄哄哄哄的的的的是是是是誰誰誰誰？？？？    

1. 他的心意被撒但所控制或利用。可見信徒得救之後，仍有可能被撒但所利用。亞拿

尼亞表面上是欺騙使徒和教會，實際上是欺騙聖靈。聖靈可以被欺哄，可見祂是一

位有位格的；實際上，欺哄聖靈，也就是欺哄神(4 節)。 

2. 當時信徒對自己的產業，仍舊擁有絕對的主權，同時也沒有變賣田產的義務。變賣

財產之後，把所得的全部或一部捐給教會，是由得自己作主的，並不是一種強制性

的要求。保留了一部分的錢，卻裝作奉獻出所有的，這是犯了撒謊的罪。 

3. 「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得罪教會，就是得罪神。 



4. 一般人可以受欺騙，但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林前二 15)；人可以給蒙蔽，但神卻

不會給蒙蔽，祂是鑒察人心的主(撒上十六 7)。 

5. 從彼得的話證明聖靈是神：欺哄聖靈(v.3) 與欺哄神(v.4)． 

彼彼彼彼得得得得有有有有給給給給他他他他們們們們悔悔悔悔改改改改的的的的機機機機會會會會嗎嗎嗎嗎？？？？這這這這樣樣樣樣的的的的懲懲懲懲罰罰罰罰是是是是否否否否太太太太嚴嚴嚴嚴厲厲厲厲？？？？    

1. 彼得有一種屬靈的領悟力，能分辨謊言． 

2. 彼得說得很清楚，亞拿尼亞要保留或出賣產業，他完全可以自主。因此，他的罪在

欺哄聖靈，不在祇把部份價錢交出來公用，他的罪在說這是全部價銀，而沒有說這

是價銀的一部份，他所欺哄的不單是教會的領袖，這些領袖既被聖靈所感，就是神

的代表。 

3. 彼得有意引導撒非喇透露實情，給她一個悔改的機會。 

4. 信徒只能『同心合意』順從聖靈的引領，卻不可「同心試探主的靈」。 

5. 在教會的背後有教會真正的頭，所以每位忠心的僕人也有元首在後支持。 

6. 當時教會初創不久，若無聖靈在教會中極度的顯聖，恐有遭仇敵完全破壞之虞。為

著建立使徒們的權威，也為著擴展福音至全地，這類『神蹟奇事』實有其必要性。 

7. 信徒犯了罪，雖不一定會遭受肉身死亡的懲罰，但若不對付清楚，會帶進屬靈的死

亡。 

8. 我們的貪心、假善、謊言都該「仆倒」；我們的舊人、老我、天然生命都該「斷

氣」。 

為為為為何何何何聽聽聽聽見見見見的的的的人人人人都都都都甚甚甚甚懼懼懼懼怕怕怕怕？？？？這這這這樣樣樣樣的的的的懼懼懼懼怕怕怕怕應應應應該該該該在在在在教教教教會會會會中中中中存存存存在在在在嗎嗎嗎嗎？？？？    

1. 這是《使徒行傳》第一次使用『教會』這名詞； 

2. 教會竟有懼怕的感覺，可見教會是活的，絕不是死的建築物或組織。 

3. 教會如肯嚴厲對付犯罪的事，而毫不姑息，教內、教外的人，就會同生敬畏的心，

聖靈的權柄也就大得彰顯。 

4. 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加六 7)。 

5.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箴九 10)。基督徒一失去敬畏神的心，便是停滯和墮落

的開端。 

現現現現在在在在的的的的教教教教會會會會有有有有欺欺欺欺哄哄哄哄的的的的事事事事嗎嗎嗎嗎？？？？如如如如何何何何預預預預防防防防我我我我們們們們自自自自己己己己欺欺欺欺哄哄哄哄神神神神？？？？    

 

二二二二．．．．被被被被尊尊尊尊重重重重的的的的使使使使徒徒徒徒 ( ( ( (5:125:125:125:12----16)16)16)16) 

5:125:125:125:12 主藉使徒的手在民間行了許多神蹟奇事；他們（或譯：信的人）都同心合意地在所

羅門的廊下。 

5:135:135:135:13 其餘的人沒有一個敢貼近他們，百姓卻尊重他們。 

5:145:145:145:14 信而歸主的人越發增添，連男帶女很多。 

5:155:155:1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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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得他的



影兒照在甚麼人身上。 

5:165:165:16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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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神蹟奇事』在使徒時代特別多，這或許是因為神有意用來證實使徒所傳講的信

息，絕對是出於神，不是出於人(來二 3~4)。注意，神蹟奇事並不是救恩的一部

分，而是神用以傳揚救恩的方法。 

2. 初期教會經常在人人可以見到的地方，就是環繞聖殿區的兩個大廊之一的所羅門廊

(參徒三 11)聚會。 

3. 「其餘的人」指那些動機不純的假冒為善者，即想冒充信徒或半信半疑的人；亦有

解經家認為，這『其餘的人』是和下面尊重他們的『百姓』相對，指反對他們的

『猶太教領袖』。 

4. 「連男帶女很多」此處是本書首次特別提到有婦女信主 

神神神神蹟蹟蹟蹟奇奇奇奇事事事事是是是是如如如如何何何何發發發發生生生生的的的的？？？？帶帶帶帶來來來來什什什什麼麼麼麼結結結結果果果果？？？？    

1. 主藉使徒的手在民間行了許多神蹟奇事，結果是他們（或譯：信的人）都同心合意

地在所羅門的廊下。其餘的人沒有一個敢貼近他們，百姓卻尊重他們。信而歸主的

人越發增添，連男帶女很多。 

是是是是否否否否有有有有比比比比耶耶耶耶穌穌穌穌所所所所行行行行過過過過更更更更大大大大的的的的神神神神蹟蹟蹟蹟出出出出現現現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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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得

他的影兒照在甚麼人身上。」 

有解經家認為這不過是病人和其家屬單方面的『指望』，實際上彼得的影兒並沒有

甚麼特殊的功能，路加記載此事，僅在表明眾人對使徒的敬重和信賴。 

我我我我們們們們應應應應該該該該指指指指望望望望更更更更多多多多神神神神蹟蹟蹟蹟奇奇奇奇事事事事嗎嗎嗎嗎？？？？還還還還是是是是應應應應該該該該指指指指望望望望什什什什麼麼麼麼？？？？    

三三三三．．．．懼懼懼懼怕怕怕怕百百百百姓姓姓姓的的的的官官官官員員員員與與與與不不不不懼懼懼懼怕怕怕怕的的的的使使使使徒徒徒徒們們們們(5:17(5:17(5:17(5:17----42)42)42)42)    

1. 1. 1. 1. 不不不不知知知知如如如如何何何何的的的的撒撒撒撒都都都都該該該該人人人人與與與與官官官官員員員員(17(17(17(17----26)26)26)26)    

5:175:175:1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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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5:185:185:18 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監。 

5555:19:19:19:19 但主的使者夜間開了監門，領他們出來， 

5:205:205:205:20 說：「你們去站在殿裡，把這生命的道都講給百姓聽。」 

5:215:215:215:21 使徒聽了這話，天將亮的時候就進殿裡去教訓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來了，叫齊公

會的人和以色列族的眾長老，就差人到監裡去，要把使徒提出來。 

5:225:225:225:22 但差役到了，不見他們在監裡，就回來稟報說： 

5:235:235:235:23 「我們看見監牢關得極妥當，看守的人也站在門外；及至開了門，裡面一個人都不

見。」 

5:245:245:245:24 守殿官和祭司長聽見這話，心裡犯難，不知這事將來如何。 



5:255:255:255:25 有一個人來稟報說：「你們收在監裡的人，現在站在殿裡教訓百姓。」 

5:265:265:265:26 於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帶使徒來，並沒有用強暴，因為怕百姓用石頭打他們。 

為為為為何何何何撒撒撒撒都都都都該該該該教教教教門門門門的的的的人人人人滿滿滿滿心心心心忌忌忌忌恨恨恨恨？？？？為為為為何何何何與與與與眾眾眾眾人人人人的的的的反反反反應應應應不不不不太太太太一一一一樣樣樣樣？？？？    

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對對對對使使使使徒徒徒徒做做做做了了了了什什什什麼麼麼麼？？？？又又又又發發發發生生生生了了了了什什什什麼麼麼麼事事事事？？？？    

結結結結果果果果是是是是誰誰誰誰不不不不知知知知如如如如何何何何是是是是好好好好？？？？    

使使使使徒徒徒徒們們們們去去去去了了了了哪哪哪哪裡裡裡裡？？？？最最最最後後後後是是是是誰誰誰誰在在在在懼懼懼懼怕怕怕怕？？？？    

1.1.1.1. 【【【【徒徒徒徒五五五五 20202020】】】】「說：『你們去站在殿裏，把這生命的道，都講給百姓聽。』」主對

我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約六 63)。 

主的工人所當傳講的，不是道理，而是『生命的道(話)』。 

2.2.2.2. 生命能勝過仇敵的監禁；信徒在生活處境中，應當隨時彰顯、流露神的生命，而不

可讓外面的環境拘束裏面的生命。 

3.3.3.3. 「天將亮的時候」：「黎明」，猶太人有獻早祭的習慣，這時候應該就是獻早祭

的時間。 

4.4.4.4. 「就進殿裏去教訓人」這表明使徒絕對順從神，雖然冒險犯難，亦在所不惜。 

5.5.5.5. 我們若能讓神的生命成為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的行事為人也就成了神生命的見

證，能夠吸引世人尋求這生命。 

6.6.6.6. 神的工人雖被綑綁，然而神的道卻不被綑綁(提後二 9)。 

 

服服服服事事事事會會會會受受受受到到到到逼逼逼逼迫迫迫迫嗎嗎嗎嗎？？？？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如如如如何何何何面面面面對對對對逼逼逼逼迫迫迫迫？？？？    

2. 2. 2. 2. 順順順順從從從從神神神神的的的的使使使使徒徒徒徒們們們們(27(27(27(27----33)33)33)33)    

5:275:275:275:27 帶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會前；大祭司問他們說： 

5:285:285:2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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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叫這人的血歸到我們身上！」 

5:295:295:295:29 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順從 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5:305:305:305:30 你們掛在木頭上殺害的耶穌，我們祖宗的 神已經叫他復活。 

5:315:315:315:31  神且用右手將他高舉（或譯：他就是 神高舉在自己的右邊），叫他作君王，作

救主，將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賜給以色列人。 

5:325:325:3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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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35:335:335:33 公會的人聽見就極其惱怒，想要殺他們。 

大大大大祭祭祭祭司司司司為為為為何何何何禁禁禁禁止止止止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奉奉奉奉耶耶耶耶穌穌穌穌的的的的名名名名教教教教訓訓訓訓人人人人？？？？    

「想要叫這人的血歸到我們身上」『這人』指主耶穌；注意大祭司避而不提主耶穌的名

字；『血歸到我們身上』因使徒們一再宣稱是猶太人藉羅馬政府的手殺害了主耶穌(徒二



23；三 13~15；四 10)。這些反對主耶穌的人，曾眾口一詞的願意承當流主耶穌之血的罪

(太廿七 25)，如今卻改口推辭，可見宗教徒的話不可採信。 

使使使使徒徒徒徒的的的的回回回回答答答答是是是是什什什什麼麼麼麼？？？？所所所所提提提提出出出出的的的的說說說說法法法法為為為為何何何何？？？？這這這這樣樣樣樣的的的的回回回回答答答答看看看看出出出出來來來來，，，，門門門門徒徒徒徒與與與與耶耶耶耶穌穌穌穌上上上上

十十十十字字字字架架架架前前前前的的的的狀狀狀狀況況況況，，，，有有有有什什什什麼麼麼麼改改改改變變變變？？？？    

1.1.1.1. 注意不是彼得一個人在說話，而是眾使徒也一同說話；不是少數人剛強，乃是全體

都剛強。 

2.2.2.2. 「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當人的命令和神的命令相牴觸時，我們信徒所該

有的選擇乃是：『順從神，不順從人』。不過，基督徒活在世上，仍有順服掌權者

的責任(羅十三 1)。我們如何在『順服人』和『不順從人』之間，取得平衡呢？要

知道，順服(submission)是裏面的存心和態度的問題，順從(obey)是外面的行為的

問題；順服是絕對的、無限的，順從是相對的、有限的。我們固然應當服在一切有

權柄的之下，但是有的權柄可以順從，有的權柄不能順從，像有的涉及基督徒基本

問題，如信主、傳福音等。有的事我們能順從固然是『服』的，有的事我們不能順

從也應當是『服』的。這是基督徒應有的態度。比方作兒子的人，雖然不順從父親

的話去作某一件不合基督徒體統的事，但對父親仍須有順服的存心和尊敬的態度。 

3.3.3.3.「木頭」：指一切木製品，常用來指十字架，因為申二十一 23 說「掛在木頭上的

人是受咒詛的」。 

4.「神且用右手將祂高舉」『右手』代表較大或較重要的地位；主升天後是在神的右

邊(徒七 56；來八 1)。主耶穌被神高舉，表明祂在十字架上的救贖大工，已經完全得

著神的承認和稱許。 

5.5.5.5.「叫祂作君王，作救主」『君王』重在指權柄、身分；『救主』重在指赦罪和賜人

生命。 

6.6.6.6.「將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悔改』是為著赦罪(可一 4)。在神那面，赦罪是基

於祂的救贖(弗一 7)；在人這面，赦罪是藉著人的悔改。 

7.7.7.7.「賜給以色列人」指賜給神所揀選的人。人所以能悔改而得著赦罪，乃是一面基於

祂作君王，管理並引導人悔改；另一面基於祂作救主，完成赦罪所必須的工作。 

8.8.8.8.不僅赦罪的恩是神所賜給的，連我們悔改的心也是神所賜的。人常有一個錯誤的觀

念，以為悔改是我作的，赦罪是神給的。豈知聖經說，悔改和赦罪都是神賜給的，沒

有一點是留紿人自己作的。神賜給你悔改，就像神賜給你赦罪一樣。赦罪是神所作

的，悔改也是神所作的。許多時候，人看不見自己的罪惡，也看不見自己需要救恩，

乃是神藉著祂的話來光照人，叫人覺得扎心，因而悔改。所以悔改是信心的一部分，

悔改也是救恩的一部分，都是神所作的。 

9.9.9.9.我們所以能夠得救，並不是因為我們比別人好，而是因為主揀選了我們，叫我們莫

名其妙的悔改相信主。 

10.10.10.10.神救了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祂的旨意和恩典(提後一 9)。 



11.11.11.11.「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信而順從乃是領受聖靈的條件(約七 39)。聖靈與信徒

同工，引導並印證信徒所作的見證。 

12.12.12.12.聖靈與信徒同工，引導並印證信徒所作的見證。 

13.13.13.13.耶穌復活有兩個重要的見證：1. 親眼見過復活的主的使徒們 2．神賜給順從之人

的聖靈． 

公公公公會會會會的的的的人人人人聽聽聽聽見見見見後後後後有有有有什什什什麼麼麼麼反反反反應應應應？？？？為為為為何何何何有有有有如如如如此此此此的的的的反反反反應應應應？？？？    

1.1.1.1. 「惱怒」原文意為被鋸透，被鋸開(是被激怒的強烈寓意說法)。 

2.2.2.2. 彼得的話並沒有說動聽眾――至少沒有說動公會中的撒都該人。他們極其惱怒（七

54），想把使徒殺掉。 

3.3.3.3. 神的時候若還沒有到，誰也傷害不了屬神的人，神會負責拯救他們，神負責給他們

出路。 

我我我我們們們們所所所所傳傳傳傳福福福福音音音音的的的的內內內內容容容容與與與與使使使使徒徒徒徒們們們們的的的的回回回回答答答答很很很很類類類類似似似似或或或或是是是是很很很很不不不不一一一一樣樣樣樣呢呢呢呢？？？？從從從從使使使使徒徒徒徒的的的的回回回回答答答答

中中中中我我我我們們們們可可可可以以以以學學學學習習習習什什什什麼麼麼麼？？？？    

3. 3. 3. 3. 起起起起來來來來勸勸勸勸人人人人的的的的迦迦迦迦瑪瑪瑪瑪列列列列(34(34(34(34----40)40)40)40)    

5:345:345:345:34 但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迦瑪列，是眾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師，在公會中站起來，吩

咐人把使徒暫且帶到外面去， 

5:355:355:355:35 就對眾人說：「以色列人哪，論到這些人，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辦理。 

5:365:365:365:36 從前杜達起來，自誇為大；附從他的人約有四百，他被殺後，附從他的全都散了，

歸於無有。 

5:375:375:375:37 此後，報名上冊的時候，又有加利利的猶大起來，引誘些百姓跟從他；他也滅亡，

附從他的人也都四散了。 

5:385:385:385:38 現在，我勸你們不要管這些人，任憑他們吧！他們所謀的、所行的，若是出於人，

必要敗壞； 

5:395:395:395:39 若是出於 神，你們就不能敗壞他們，恐怕你們倒是攻擊 神了。」 

5:405:405:405:40 公會的人聽從了他，便叫使徒來，把他們打了，又吩咐他們不可奉耶穌的名講道，

就把他們釋放了。 

迦迦迦迦瑪瑪瑪瑪列列列列是是是是誰誰誰誰？？？？他他他他在在在在這這這這裡裡裡裡做做做做了了了了什什什什麼麼麼麼？？？？    

1.1.1.1. 法利賽人，他是希列（Hillel）的孫子，希列原是一個教法師學院著名的創始人，

他是承襲祖父的體缽，繼續教學，是一位柔和而有見識，猶太人眾百姓所敬重的教

法師，也是猶太當時公會的一位議員，他本身的思想開明，觀點穩健執中，行為正

直嚴明，甚得百姓的尊敬。猶太人稱他為『拉比中的拉比』，掃羅(就是後來的使

徒保羅)是他的門生之一(徒廿二 3)。 

2.2.2.2. 迦瑪列不只受人敬重，他更受人愛戴。他為人慈祥，而且遠較他的同人為寬大。例

如，他是極少數不以希臘文化為有罪的法利賽人之一。他是極少數的，得到



Rabban頭銜的人。人們稱他為『律法俊才』（The Beauty of the Law）。他死時

有人說，『迦瑪列既然死了，對律法再沒有敬虔了；而純潔與禁欲也同時逝去

了』。 

迦迦迦迦瑪瑪瑪瑪列列列列在在在在這這這這裡裡裡裡說說說說話話話話的的的的重重重重點點點點為為為為何何何何？？？？有有有有什什什什麼麼麼麼根根根根據據據據？？？？要要要要大大大大家家家家如如如如何何何何做做做做？？？？大大大大家家家家的的的的反反反反應應應應如如如如

何何何何？？？？又又又又對對對對使使使使徒徒徒徒們們們們做做做做了了了了什什什什麼麼麼麼事事事事？？？？    

1.1.1.1. 丟大（THEuDAs）與猶大（JUnAS）皆被愛國的猶太人稱為革命英雄。在紀元前 6

年，丟大以彌賽亞自居，集合同志四百人在大希律王死後到處作亂，但後來被殺，

他的首級被帶到耶路撒冷，於是他的黨徒也作鳥獸散。 

2.2.2.2. 猶大，被稱為加利利的猶大，在紀元後 6至 7 年間，得一法利賽人“撒督”（與祭

司撒督同名）資助，組織叛黨，到處宣傳說：巡撫居裏扭叫人報名上冊，是奴化運

動，應極力反抗。因為宣傳得力，許多人跟從他，他的兒子繼續領導，當時正在主

那穌童年；結果父子均被殺。但他的門徒於是另外組織“奮銳黨”，其中一人稱為

西門的，後來作了主的使徒。 

3.3.3.3. 歷史家約瑟夫，在他的著作中亦曾提及一位丟大作亂，那是一位元元術士，集合他

的黨徒住在約但河西，聲音能吩咐河水分開，渡於地到河東，此人在紀元前 44 年

被殺。 

4.4.4.4. 舉出丟大與加利利的猶大的事件，勸公會的人任憑他們，因為「出於人，必要敗

壞」；『出於神，…不能敗壞』(39 節)。 

5.5.5.5. 猶太人採用鞭打方式來懲罰，但是『不可超過四十下』(申廿五 3)，因此他們的慣

例是『四十減一』(林後十一 24)，寧可少打一下，以免不小心超過了。 

4. 4. 4. 4. 受受受受辱辱辱辱卻卻卻卻心心心心裡裡裡裡歡歡歡歡喜喜喜喜的的的的使使使使徒徒徒徒(41(41(41(41----42)42)42)42)    

5:415:415:415:41 他們離開公會，心裡歡喜，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 

5:425:425:425:42 他們就每日在殿裡、在家裡不住地教訓人，傳耶穌是基督。 

使使使使徒徒徒徒離離離離開開開開公公公公會會會會，，，，作作作作何何何何感感感感想想想想？？？？為為為為何何何何有有有有這這這這樣樣樣樣的的的的心心心心情情情情？？？？    

他他他他們們們們有有有有遵遵遵遵守守守守公公公公會會會會的的的的命命命命令令令令嗎嗎嗎嗎？？？？他他他他們們們們去去去去做做做做了了了了什什什什麼麼麼麼？？？？    

1.1.1.1. 這刑罰不但沒有阻止信徒（42 節），反使他們滿心歡喜。他們遭受淩辱和肉體的

煎熬，實際上是無法快樂的。但他們能真的歡喜，因為神認為他們配為福音的緣故

受苦；或正如這裡所說，配為這名受辱（廿一 13；約三 7），就是耶穌的名。這是

在“患難中喜樂”的實例，是信徒在逼迫中的標誌（彼前四 13；參太五 11、12；

羅五 3、4；林後六 10；彼前一 6、7）。最後，不出所料，這個經歷並沒有減低他

們見證耶穌是彌賽亞的熱忱。公會可能無法禁止他們在家裡傳福音，但他們仍繼續

在聖殿活動，暫時顯然也未再遭受什麼欺淩。我們為著這個，人所藐視、神所寶貴

的耶穌之名受辱，乃是真正的尊貴。 

2.2.2.2. 仇敵可以傷害主的工人，卻不能使他們向主的心軟化；身上的傷痕不是他們的羞

辱，而是他們的榮耀和喜樂。 



3.3.3.3. 若為作基督徒受苦，卻不要羞恥，倒要因這名歸榮耀給神(彼前四 16)。 

4.4.4.4. 信徒生活在世，常是苦難越多，喜樂也越加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