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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畏 神 
张 成 

 

 

使徒行传第五章中有一段非常特别而且及其重要的经文： 

1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非喇卖了田产,2
把价银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

放在使徒脚前。3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的

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4田地

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作主

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

了。”5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仆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

惧怕。6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	

7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8彼得对

她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她说：

“就是这些。”9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

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10妇
人立刻仆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她

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她丈夫旁边。11全教会和听见

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徒5:2-11）	

为什么很少有人讲解这段经文？ 

想问：自从你进入教会做基督徒直到今天，有没有听过传道

人讲解这段经文呢？应该很少人听到，我也没听过。你知道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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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段经文对传福音不太有利。你想，

如果有非基督徒在聚会中听到这段经文，他下次还敢来吗？ 

我猜，大多传道人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不敢传讲这段

信息，觉得会给听者一种无形的压力：原来做了基督徒之后还要

把所有的产业（一分钱也不能留给自己）卖了捐给教会。如此这

般，谁还敢来教会呢？总之，就是担心讲了之后来教会听道的人

会越来越少。 

但是，我们必须问：为什么《使徒行传》要这么详细地记载

这桩非同寻常的事件呢？圣经之所以如此详尽记载，可见它有多

么要紧，其中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信息传达给教会，留给我们看。

为此，你读的时候务必好好思想。 

如何看待教会人数暴涨？ 

先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那时，神借着教会使到福音在耶路

撒冷地区广泛传播，信的人就越来越多。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使徒

行传2章41节看到：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这里提到：“门徒”就是那些信主的人；而人数仅一天之内增

加了三千，可见当时增加人数之多、时间之短、速度之快。门徒

人数的暴涨还不仅这一次，使徒行传4章4节也有提到： 

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	

这里告诉我们，又有五千人信了。那么，加上先前提到的三

千人，门徒人数总数超过八千人之多。你看，仅从短短两章经文

的简述中就显明出教会人数处于迅猛膨胀的态势，那么，我们一

定要问：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很多人会以为：在这么短的

时间内有这么多的人参加教会，岂不是天大的好事吗？若福音以

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基督徒早就占据全世界每个角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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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是：不一定！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原因是：表面看上

去人数的确是以惊人的速度增多，但究其原因这些人来教会的真

正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很可能有些人来是因着猎奇心理想看看使

徒们怎样显神迹；有些人是因为看到一些病人得了医治，来到教

会就不需要买医保了。我们今天社会上推出各式各样的保险，保

这个保那个，你来教会什么保险都无需购买了，因为有神保佑，

既省钱又省事。 

再有，你经济匮乏吗？不用担心，教会凡物公用。那些有钱

的信徒把田产卖了之后将钱款分给有需要的人，从此你不用担心

失业，没工作教会也能供养。此外，加上信徒彼此相爱，你天天

与家人吵吵闹闹，来到教会大可享受相爱的关系，这多吸引人啊！

所以，教会人数增多是势在必然，关键在于这些人来教会的目的

究竟是为了什么？ 

回到刚才“教会突然人数暴涨，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的问

题，需强调：如果教会在人数增多的同时能保持圣洁，当然是好

事；相反，倘若不能保持教会的圣洁，致使杂七杂八的人混入其

中，每个人都是别有用心，想从教会里得到些什么好处，那就不

是好事了。所以，单看教会人数的增多很难下结论，关键是教会

能否守住圣洁。  

爱神当甘心自愿，不可蒙骗作假 

我们再看，亚拿尼亚为什么要卖田产呢？前文写到： 

34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

把所卖的价银拿来，35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

分给各人。36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

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37他

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徒4: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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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这段经文中看到，当时门徒在圣灵的感动下将田产、

房屋卖了，把卖的钱款交给使徒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使得教会

里没有一个人生活缺乏。这里特别提到一个名叫巴拿巴的利未人，

他也把田产拿出来变卖了，然后把钱放在使徒的脚前（意思是把

钱交给使徒管理），让他们分给有需要的人。紧接着在第5章的一

开始就提到亚拿尼亚这个人。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假如这是我们的教会，

你发现左边的那个弟兄将田产卖了把款项奉献给教会，右边的那

个姐妹也把田产卖了奉献给教会，你前面的那个弟兄也把田产卖

了奉献给教会，后面的那个姐妹也把田产卖了奉献给教会；而自

己也有很多田产，这时会怎么想呢？当你看见每个弟兄姐妹都这

么爱神、爱人，假若自己佯装视而不见也说不过去，可是呆在那

里又感到坐立不宁甚或无地自容，于是就想个“聪明”法子来向

人表现一下。亚拿尼亚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他把田产卖了，

为得是表现自己也爱神、爱人；表面上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使徒，

但私底下却留了一半给自己。 

在人看来，亚拿尼亚就像其他门徒那样既爱神又爱人，甚至

有过之而无不及（假设这笔款项数目不菲）。但是，他做的是表面

功夫，外面看上去好像很有爱心，但实际心里却另有他图。这就

是不圣洁，是神不喜悦的；也是我上面所说的，教会人数增多未

必是好事，关键在于能否守住圣洁。 

为了维护教会的圣洁，神的灵即时干预了这件事情。借着对

亚拿尼亚夫妇的惩处提醒教会要敬畏神、要持守圣洁；也就是说，

你不能做一个里外不一的基督徒，即使所做之事可骗得过人，却

欺骗不了神。这一点我们必须谨记。 

圣灵干预，为教导信徒敬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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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读完使徒行传5章1-11节这段经文后会有什么感受呢？

会恐惧、害怕吗？请不要怀疑，如果你懂得害怕就是好的反应。

我们看当时在场目睹这事的人有什么感受。使徒行传5章5节： 

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仆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	

请留意“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再看第11节： 

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	

这里再次强调“听见这事的人以及全教会的人都甚惧怕”，

这就是神的灵要做的工作，要重新提醒教会当“敬畏神”。 

而当时的情况是，由于教会的人数多、事情多、忙乱多，慢

慢就失去对神的一份敬畏，所以神的灵必须即时干预。为什么要

“即时干预”呢？因为当时的教会犹如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孩，倘

若不守住圣洁是无法存活的，所以神的灵必须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神是真实的、圣洁的，你一定要懂得敬畏他。当然，这个信息之

所以如此详尽的记载在圣经里，不单单是针对早期的教会，也是

为了留给我们在末世的圣徒。 

可是纵观现今，我发现一个怪现象，人们什么都怕就是不怕

神。你问某人怕什么？回答所怕的内容会有很多，譬如：怕没工

作，怕没钱，怕人怎么看你、怕病、怕死、怕鬼……，但唯独不

怕神；而且这种害怕不单普遍存在于非基督徒当中，同样也是基

督徒的问题。你一样也可以因为怕这个、怕那个而做出得罪神的

事，比如：你因为怕吃亏，怕说实话而损失钱财、地位、名誉等，

宁可选择撒谎得罪神。 

然而，主耶稣非常了解我们，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教

导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

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他教导我们要敬畏神。事实的确

如此，一个怕神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勇者，我希望你能做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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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非常糟糕，很多信徒不懂得敬畏神。教会里曾经发生过

这样一件事：有位姐妹头一胎生了个女儿，于是她就向神祷告要

第二胎，必须是男的。可结果却生下来是个女婴，你知道她做了

什么举动吗？决定“不信神了”。我听后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难道

神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随意指使的仆人，如果表现不好可以任意

解雇? 

你看，当我们心里不懂得敬畏神，就会像这个姐妹那样随着

自己的意思“祷告”，吩咐神来办这事办那事，如果没有办妥就不

再相信他，转而去拜偶像，因为偶像比较“听命”。试想，如果神

真是你的主宰，即使他不答应你的祷告，你也不能以这种态度待

他。倘若常常用这种自私、不敬虔的态度待神，只能证明你是一

个“目中无神”的人。 

在此，恳请你好好想一想：以前为什么会选择相信神呢？是

否是因为从神那里得到了一些好处，譬如有疾病，经过祷告后痊

愈了，于是就信了？如果下一次又得了病，神没有听你的祷告医

治你，你又会如何对待神呢？ 

通过观察得知，在很多人的心里，信神和信偶像没有什么区

别，只是换个标签（名字）而已。这些人对待神的态度和对待偶

像并无两样，以前怎样对待偶像现在也会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所相

信的神。所以，我们需要检点自己对待神的态度，而且要非常小

心，因为“你们要敬畏神”是使徒行传5章1-11节所要传达给教会

的信息。 

神厌恶虚假，喜悦诚实 

亚拿尼亚到底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竟遭“立即扑倒死亡”

之厄运呢？从客观上看，他所做的不是挺伟大的吗？与他相比，

我们今天有多少信徒卖了自己的产业，将其中的一半奉献给神？

我猜没有。但亚拿尼亚做到了，难道这还不够吗？那么他究竟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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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什么错以至于遭此厄运？是欺哄神？没错，是的。那么，是不

是神要求他必须奉献一切所有呢？或者是神因为他没有奉献一切

就大发雷霆，于是就对他采取了这个极端的刑法呢？我们仔细看

3-4节： 

3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但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

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4田地还没有卖，不是

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作主吗？你怎么心里起

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神了。”（徒5:3-4）	

这里明确地说道：田产没卖的时候是你的，卖了后的钱依然

是你自己做主。这里没有说：因为你没有把一切奉献，神就大发

雷霆。那么，既然如此，他干嘛还要欺哄神呢？ 

我们必须看清楚，神审判亚拿尼亚的原因并非是因为他没有

卖田产，也不是因为他卖了田产后没有将所有的钱奉献给教会，

而是因为他欺哄神，做了一些表面看似很虔诚的事，但内心里所

想的完全相反。神厌恶里外不一的人。 

展眼望去，我们今天的教会里有很多基督徒为了“十一奉献”

而纠结，经常有人问我说：“牧师，信徒一定要‘十一奉献’吗？”

这种事情。在此，有必要说明，亚拿尼亚这件事与十一奉献无关。

十一奉献是圣经对每一位基督徒的基本要求，作为支持教会传福

音的工作，而亚拿尼亚的奉献属于甘心的奉献，是十一奉献之外

的，圣经没有硬性要求必须这样做。那么，既然不是一个硬性要

求，做这一切就应出于甘心乐意，出于爱神，甘心奉献帮助有需

要的人。 

亚拿尼亚在神面前做表面功夫，以为这样可以欺哄人，岂不

知是在欺哄神。他表面上显得很有热心和爱心，但实际上是为了

自己的面子；可能他看见每一个人都热心为善，他也需要做些善

事来表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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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在今天教会里也屡见不鲜，譬如：你看到弟兄姐妹

都很热心服侍或行善，如果不参与就会显得自己没有爱心，非常

没面子，于是也需要做一些“善事”来维护自己的“良好形象”。

这样行事岂不是与亚拿尼亚的心态没有两样？如果你所做的一切

不是出于甘心，只想做给别人看，这就是在欺哄人、欺哄神。使

徒行传这段经文就是在提醒：神非常厌恶我们对他不诚实。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敬畏神，对属灵的事自然不敏感，比如：

你并不害怕或不介意在人面前撒谎，因为你没有意识到神已经看

到了。也许会想：彼得怎么会知道亚拿尼亚撒谎呢？回答：当然

是圣灵告诉他的。但亚拿尼亚却以为：此事仅限于夫妻，他人怎

能知晓？他确实是想错了，岂不知神在看着他所做的这一切。再

有，因他不敬畏神自然也不会把彼得看成是神的仆人，可万没料

到圣灵会借彼得来揭露并责备他的恶行。事到如此境地，竟然还

没有意识到这是神给予最后悔改的机会。非常遗憾，如果他这时

去敬畏神马上悔改，事情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可惜他没

有。 

藉此事例希望大家明白，神非常厌恶我们对他不诚实。其实

彼得对亚拿尼亚说得一清二楚：田产是你的，卖之后的款项也是

你自己支配，神（万物都是他所有，约伯记41:11）并非要你的什

么钱，而是对他的诚实与敬畏。 

分辨真伪的“同心” 

我们看第9节： 

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

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事隔三个小时，亚拿尼亚的妻子撒非喇回来了，彼得问她：“你

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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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神非常怜悯撒非喇，并没有马上定她死罪，愿意给她

悔改的机会，所以就感动彼得问这个问题。遗憾的是撒非喇毅然

选择了随从丈夫一起撒谎。 

彼得在第9节对撒非喇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

请留意“同心”两个字。教会常常强调“要彼此同心，凡事要同

心合意”，但你是否能明白或能清楚分辨：不是所有的同心都属于

好事之列。  

举一个教会里常会发生的事例：有姐妹犯了奸淫，来找你谈

谈心，请你为她祷告，并嘱咐不要将这不光彩的事情告诉教会的

牧者。此时你想，这姐妹只不过是求我出于爱心同心祷告，求神

饶恕所犯的罪过，于是就答应这“同心”的请求，并承诺不将她

所犯淫乱之事告诉牧者。试问，难道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同心和

彼此相爱吗？你认为神会喜悦这种严守罪恶秘密的“同心”吗？  

不仅如此，很多时候一些信徒出于无知，误以为只要大家在

看事上一致，想法上相同就是同心，是彼此相爱，这是极其错误

的。那么，如何分辨呢？确切的说，凡是不出于敬畏神的同心，

都不是好事。 

所以，倘若我们不懂得敬畏神，就不可能有神所喜悦的同心；

而那些不敬畏神的人的“同心合意”只会令神厌恶。 

不可试探神 

彼得谴责撒非喇：“为什么你们要在这件事情上同心试探主的

灵”？撒非喇作为亚拿尼亚的妻子，一定知道丈夫卖房捐款的决

定。我们（不知道他们田产变卖款项的具体数目）假设是十万元，

丈夫建议把五万元捐给教会并嘱咐撒非喇：“假如有人问起卖田产

的金额，就说是五万元，免得败坏了我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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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撒非喇甘心与丈夫同谋，所以彼得才指责她“试探主的

灵”。如果撒非喇是敬畏神的人，即会知道这样做的后果，绝不会

伙同丈夫一起欺骗。遗憾的是她选择了与丈夫同谋，最后同途末

路跌入这种可怕的结局。 

当以史为鉴，在此你要问问自己属于哪一种人。是那种能够

救人还是那种害人害己的人呢？ 

很多基督徒宣称相信耶稣，但关键不在于你相信与否，而在

于你是否效法耶稣敬畏神。倘若你读到第5和11节“听见的人都很

惧怕”也能感同身受，这说明心里尚存对神的敬畏；假若读后没

有任何感觉，就必须要检查自己的信心了。 

希望我们看完这段经文后，重新思考：基督徒彼此之间应该

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才能够蒙神的喜悦？不要像亚拿尼亚和撒非喇

那样，丈夫不敬畏神拖累了妻子，妻子最终也因为不敬畏神害死

了丈夫。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神未立惩现今教会罪恶的原因 

可能你在读这段经文时心生疑问：这件事是否真实呢？是不

是传道人为了鼓励基督徒向教会多奉献点钱，而他们不予回应，

于是传道人就想借此事件来吓唬一下，这样就可以多有奉献呢？ 

事实是，今天教会的属灵状况远比不上早期教会(这是有目共

睹的)，而且每况愈下，基督徒犯罪已是司空见惯，甚至有更多恶

事在不断发生，有人会想：为什么神没有像审判亚拿尼亚和撒非

喇那样惩处今天犯罪的基督徒呢？如果每一次神都干预，每个人

都不敢犯罪，教会不就圣洁了吗？可是，神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这是否证明使徒行传5章所说的这桩事件不可信呢？也有人会说：

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今天一些基督徒犯了比亚拿尼亚更为严重的

罪，却没有遭到天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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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引用一个圣经的原则来予以解答。我们从圣经历史

里可以看到，神对有些事情只作一次（譬如所多玛、蛾摩拉事件）

就足以作为后人的借鉴，无需做同样的事重复提醒。圣经历史的

教训就是向后人的警告，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听。保罗在哥林

多前书10章就拿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旷野的经历为借鉴： 

1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

都从海中经过。2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3并且都

吃了一样的灵食，4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

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5但他们中间，多半

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毙。6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

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7也不要拜

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

来玩耍。”8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

毙了二万三千人；9也不要试探主，（主有古卷作基督）像

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10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

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11他们遭遇这些事都

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林前10:1-11）	

请留意第11节的总结：这些事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末世

的人。这“写在经上的事”当然也包括亚拿尼亚和撒非喇所遇到

的事。在此，你必须明白“神在很多事情上只做一次”这个原则，

对那些爱真理、敬畏神的人来说，一次的借鉴就已足够了；而不

愿敬畏神的人，即使类似事情发生在眼前也不会害怕的（路

16:31）。 

再有，圣经之所以记载这些事件，不仅仅是提醒，也是考验

我们是否敬畏神。对那些不怕神的人而言，即使神苦口婆心地重

复一百遍，也照样会视若无睹、充而不闻。相反，如果你心里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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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神，即使有时会因为无知或不小心犯了错，一旦被人或者圣经

的话提醒，也会马上积极悔改。 

所以，明白神做事的原则非常重要。保罗曾引用旧约以色列

人出埃及之后很多失败的事例作为借鉴，为的是提醒教会要敬畏

神。同样的原则，当你读“亚拿尼亚和撒非喇”这一事件时，必

须记住：不要重蹈覆辙。 

试探神的事情至今屡见不鲜 

回到使徒行传仔细看5章7和9节： 

7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8彼得对

她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她说：

“就是这些。”9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

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	 	 	 	 	 	 	 	 	 	 	 	 	 	 	 	 	 	 	 	 	 	 	 	 	 	 	 	 	 	 	 	 	 	 	 	 	 	 	 	 	 	 	 	 	 	 	 	 	 	 	 	 	 	 	 	 	 	 	 	

请细看第9节，彼得对撒非喇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

灵呢？”刚才我已经讲解了何为正确与错误的“同心”，现在需要

留意“试探主的灵”这五个字。彼得谴责他们是同心试探主的灵

（即神的灵），那么必须要问：怎样的情形才是试探神的灵呢？ 

在此问：你有试过试探神的灵吗？也许你因这样的问话感到

惊愕，让我用一个比方帮助大家明白。比如你驾车在限速每小时

80公里的公路上驰骋，看到前后没有交警，就把时速提高到90公

里；过了一段路后感觉一切无阻，于是就决定再把车速提高到100

公里，这就是在试探交通法律。我们经常如此对待神。你明知道

有些事情是基督徒不能做的，但总想试一试、看看有没有后果；

试了之后发现没事，胆子就会越来越大，即开始肆无忌惮的去做；

或者看到别的基督徒做了不该做的事也没有遭到“天谴”，于是也

决定试一试。这种明知故犯“试一试”的心态就是在试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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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不胜枚举。譬如哥林多前书10章

提到以色列人犯淫乱，你搭眼看看今天教会里淫乱之事已是屡见

不鲜，而且很多人都是“深藏不露”。我们听说或看见有的基督徒

犯了罪，却没有看见神惩罚他们，于是内心也蠢蠢欲动，想试一

试到底能走多远；或暗自想：即使犯了淫乱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的吧，只要肯向神认错，后果也没那么严重？传道人不是说神是

爱吗？如果向他认罪，也一定会饶恕我们的。这岂不是犯罪者的

心里吗？很多基督徒没有意识到这本身就是在试探神——想试一

试到底能够跨过神划定的警戒线多远。 

因此，很多人即会质疑使徒行传5章所记载的这桩事是否属

实？其实心里面希望这不是真实的，接下来就可以放胆去做了。

但神的做法出人意料，故意让什么事情看似都没有发生，为要察

看你怎么看待他的话，是否敬畏他。 

希望你要务必重视这种“试探神”的心态。倘若明知有些事

情是神不喜悦的却还想尝试去做，觉得没有事就想继续做，如此

下去胆子就会慢慢变得越来越大，直至跌入当初以色列人那种公

然反叛神的情形当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今教会里有那么多隐

藏的、不可思议的罪屡屡发生，而那些诸如“不诚实、欺哄人”

之类的罪已算是小儿科了；再有，基督徒因为不断地试探神到了

一个地步良知会变得麻木，心里根本没有神。说到的这些，我们

都当谨记与警惕啊！你要知道，神是绝对轻慢不得的（加6:7）。 

我相信许多人有传福音的负担，也很乐意参与教会的服侍工

作，但希望你在忙着参与之前，先学会敬畏神；相信你也一定不

愿意成为像亚拿尼亚或撒非喇这样的人，仅做表面的功夫心里却

不怕神，最终害人又害己。 

只谈神的爱，不谈敬畏神的误导 



14 

如果你仔细阅读《使徒行传》就会留意到这卷书没有谈到“神

爱世人”，也没有提到“神的爱”，也许这一点会令到很多基督徒

感到惊讶或失望。我想让你明白，使徒行传的要点不是讲述教会

的历史，而是讲述圣灵（神的灵）的工作，而神的灵其中一个重

要工作就是教导神的子民当懂得如何敬畏他。可是今天教会里传

福音竟一味地传讲神的爱，忽略了当怎样敬畏神，这就是我们的

盲点。你带回教会的朋友都是因“神的爱”而来，但因为他们只

知道神是爱，却不懂得敬畏神、远离罪，最终也无法与神建立关

系。 

如果你不敬畏神，高谈阔论“神的爱”是毫无益处的。很多

基督徒之所以不怕犯罪，正是因为他们坚信神就是爱，即使犯了

罪只需做个“悔改”的祷告就一定会蒙神的饶恕，结果“神是爱”

就成了犯罪者的护身符。神要早期教会学习敬畏他，正因为这是

教会的基础，否则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 

我们之所以不愿意谈“敬畏神”这个话题，是因为担心没有

人敢来教会。事实上，正是因为你对其避而不谈，很多来教会的

人使之成为另一个亚拿尼亚和撒非喇。他们很乐意参与服侍，也

不介意奉献，但内心对神不诚实。 

我不是说教会不该传讲“神是爱”(这是圣经真理)，而是说

不该忽略“敬畏神”，因为只有懂得敬畏神的人才会珍惜神的爱。

神的爱体现在他愿意让自己的独生子为拯救你脱离罪恶而舍命，

这足以证明神是多么重视“罪”的问题；而我们经历神的爱之后

就应该与罪一刀两断，从此敬畏神，不再犯罪。 

一个人不敬畏神的人会看“神的赦免”为理所当然的，“认罪

悔改”成了他的免死金牌，导致他不害怕犯罪。所以，只强调“神

的爱”而忽略“敬畏神”的福音就会吸引很多像亚拿尼亚和撒非

喇这类人进入教会，而一旦这类的人大量涌入，教会的圣洁就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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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然无存。当然，我们的责任不是去判断谁是亚拿尼亚或撒非喇，

首先要确保自己不成为败坏教会圣洁的这种人。 

教会因敬畏神而兴旺 

很多传道人认为：强调敬畏神会妨碍人信福音。那么，我们

看圣经是怎么说的？请看下文： 

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徒5:14）	

实在出乎我们的预料，当这个事件发生之后，信主的人不仅

没有减少，反而“相信并归主的人越发增添”！在此，我们透过这

桩事件的发生可以领悟到：当教会学习敬畏神，神就借着他们来

大施拯救，使归主的人数越发增多。 

同时也得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启示：不要用人的智慧去吸引人

参加教会，必须按照圣经的教导予以建立，只有这样教会才会有

牢固的根基。说到底，今天教会主要的问题并非是缺少人数，而

是缺少真正敬畏神的人。为此，我们当从自身开始学习敬畏神，

看圣经的每句话都是针对自己说的，这样神才会乐意借着我们祝

福别人。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