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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第五章 
1 有一個人, 名叫亞拿尼亞, 同他的妻子撒非喇, 賣了田產.    2   把價
銀私自留下幾分, 他的妻子也知道, 其餘的幾分, 拿來放在門徒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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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田地還沒有賣, 不是你自己的麼. 既
賣了, 價銀不是你作主麼. 你怎麼心起這意念呢. 你不是欺哄人, 是
欺哄  神了.    5   亞拿尼亞聽見這話, 就仆倒斷了氣. 聽見的人都甚
懼怕.    6   有些少年人起來, 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    7   約過了三
小時, 他的妻子進來, 還不知道這事.    8   彼得對他說, 你告訴我, 你
們賣田地的價銀, 就是這些麼. 他說, 就是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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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婦人立刻仆倒在彼得腳前, 斷了氣. 那些人進來, 
見他已經死了, 就抬出去, 埋在他丈夫旁邊.    11   全教會, 和聽見這
事的人, 都甚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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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當: 說謊之父一貫技倆的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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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第七章 
5   艾城的人擊殺了他們三十六人, 從城門前追趕他們, 直到示巴琳,  在下坡殺
敗他們. 眾民的心就消化如水.      6   約書亞便撕裂衣服. 他和以色列的長老把
灰撒在頭上,  在耶和華的約櫃前俯伏在地, 直到晚上.     7   約書亞說, 哀哉. 主
耶和華阿, 你為甚麼竟領這百姓過約旦河,  將我們交在亞摩利人的手中, 使我們
滅亡呢...…… 16   於是, 約書亞清早起來, 使以色列人按著支派近前來,  取出來
的是猶大支派.      17   使猶大支派(原文作宗族)近前來, 就取了謝拉的宗族. 使
謝拉的宗族,  按著家室人丁, 一個一個地近前來, 取出來的是撒底.     18   使撒
底的家室, 按著人丁, 一個一個地近前來,  就取出猶大支派的人謝拉的曾孫, 撒
底的孫子, 迦米的兒子亞干.      19   約書亞對亞干說, 我兒, 我勸你將榮耀歸給
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 在他面前認罪, 將你所作的事告訴我, 不要向我隱瞞.     20   
亞干回答約書亞說, 我實在得罪了耶和華以色列的  神.  我所作的事如此如
此, …….. 25   約書亞說, 你為甚麼連累我們呢. 今日耶和華必叫你受連累.   於是
以色列眾人用石頭打死他, 將石頭扔在其上,  又用火焚燒他所有的(他所有的原
文作他們).     26   眾人在亞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頭, 直存到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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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畏與敬愛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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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第五章 
33   公會的人聽見就極其惱怒, 想要殺他們.     34   但有一個法利賽人, 
名叫迦瑪列, 是眾百性所敬重的教法師, 在公會中站起來, 吩咐人把使
徒暫且帶到外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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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從前丟大起來, 自誇為大. 附從他的人約有
四百. 他被殺後,  附從他的全部散了, 歸於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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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現在我勸你們不要管這些人, 任憑他們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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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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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他們離開公會, 心裡歡喜. 因為被算是配為這名受
辱.    42   他們就每日在殿裡, 在家裡, 不住的教訓人, 傳耶穌是基督. 



•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 5:28   我們不是嚴嚴的禁止你們, 不可奉這名教訓人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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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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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之罪, 何患無辭? 

•昧於上帝的作為與保護 
•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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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就下手拿住使徒, 收在外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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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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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認定誰是最高的權威 
• 29   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 順從上帝, 不順從人, 是應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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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昧於上帝的作為與保護 

•使徒認定誰是最高的權威 

•上帝安放的棋子及他對歷史的了解 

•甘願為主受苦的心志勝過一切的保護 

•不斷教導及傳講耶穌的基督 
• 這是教會每位弟兄姊妹的天職及應有的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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