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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故事：使徒行传5:25-42
注释：《善恶之争》第11,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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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聚光灯
“从事改革运动的诸侯曾决定要根据《圣经》的凭据，把他
们的信仰用有系统的方式写成一篇报告，呈给会议；并决定由路
德，梅兰克吞，和他们的同工起草。……改革家切望自己的事不
要与政治问题混在一起；他们深觉除了上帝的话之外，不该运用
其他的势力。”（《善恶之争》第11章第30段中摘录）

‘顺从上帝，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徒5:29）

你

的 看法？

请看下面这些情形。对于每种情况，你是会随从大
家的意见呢，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 大多数人都认为某个人非常狡猾并且很可
能非常危险。你并没有看见过此人有甚
么不轨行为。某天晚上，这个大家都避
之不及的人打电话叫你一起出去。
• 你身边所有人都反对喝酒。你不认为
喝点酒有什么危害。于是你的朋友
们都因为你和他们观点不符而远离
了你。
“有 一 个 人 来 禀 报
• 你并不喜欢某种风格的音乐，但
说 ： ‘你 们 收 在 监 里 的
你的朋友们都喜欢。他们想让你
人 ，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
和他们一起去听场音乐会。
• 一些同学因为老师给他们分数
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
低而在背后对老师恶语相向。
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
你很喜欢这位老师，并且觉得
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
这些同学对老师不公平。可是，
他们非常坚持自己对老师的看
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
法。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说些
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
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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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你知道

‘我 们 不 是 严 严 的 禁 止 你
们 ， 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
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
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
归到我们身上。’

根据一项有关青少年面临同伴压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
力的网上调查，百分之四十三的青
说
：
‘顺从上帝，不顺
少年受访者承认自己曾经勉强同伴
从人，是应当的。你们
去做他们不喜欢的事。百分之四十
一的受访者说他们曾经嘲笑过那些其
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
实自己很喜欢的人，这样做的唯一理
稣，我们祖宗的上
由就是自己的朋友嘲
帝已经叫他复活。
笑对方。
上帝且用右手将
当然，同伴的压力
他高举（或作
也能表现在积极的方
“他 就 是 上
面。在被调查的人中，
超过百分之三十七的
帝高举在
人说来自同伴的压
自己的
力有积极和消极
两个层面，这取决
于当时的环境。（来
自 ： www.survelum.com/survey-results/PeerPressure/filter2-0/）看来，同伴的压力并不总是件坏
事。

右边”），叫他
作君王、作救主，将悔改
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
人 。 我们为这事作见证，上帝
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
事作见证。’
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
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
人，名叫迦玛列，是众百姓所
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
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
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
人哪，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
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
来 ， 自夸为大，附从他的人约
有四百；他被杀后，附从他的
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
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
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
他；他也灭亡，附从他的人也
都四散了。
‘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
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
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
要败坏；若是出于上帝，你们
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
是攻击上帝了。’
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
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
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
他们释放了。
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
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
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
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
（徒5: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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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语连珠
“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
偶帮助他。’”（创2:18）

这个故事中包含着许多社会性的压力。
彼得和公会都必须慎重考虑公众的意见。那
么，他们处理的方式有何不同呢？

“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末底改。末底改托人回
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
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
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
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
的机会吗？’”（斯4:12-14）

谁的话对犹太公会影响力最大呢？谁的话对彼得和众使
徒影响力最大呢？

“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
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
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了。’”（太12:49,50）
“看哪，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
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
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
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
在。”（约16:32）

来自同伴的压力是如何强化这场冲突的双方呢？

“上帝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
出来享福；惟有悖逆的住在干
燥之地。”（诗68:6）

公会惧怕百姓，因此带使徒到公会时并没有使用暴力。对于我
们来说，惧怕如何影响我们顺从上帝呢？我们该如何击退恐惧
呢？

言锦囊

名
在这个故事中，迦玛列为彼得和使徒们说话。他的论据是
什么？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就是说任何民众团体，若
得不到上帝的祝福，无论他们有多么敬虔，都将是一盘
散沙、站立不住？

“作102有个好处，没有同伴的
压力。”——丹尼斯·沃尔夫伯格，
二十世纪美国戏剧演员。

“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我觉
得自己无法坚持下去。如果没有妈妈
的鼓励，如果没有她支持我做真的自己
并为自己的身高而自豪，我一定会屈服于
同伴的压力了。” ——利莎·莱丝莉，美国篮
球女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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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的压力并不总是坏事。同伴
的压力可以让一些人去做那些他
们一般不会去做的好事，反之也
是这样。这就是上帝为什么要给
我们一个教会的原因。这并不是说
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施加压力，
而事实是，我们身边人所持的价
值、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多多
少少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每个
人都想有种归属感，因此我们应
当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给
别人施加好的影响。

也觉得这样做能够获得夸奖并避
免责罚。在字典中查一查“顺从”
这个词的意思。然后在圣经中搜
索这个词，看它都出现在哪些章
节中。我们要顺从哪些人呢？

庭、学校、教会或者工作单位。
除了这些组织外，再列举一些你
想选择加入的组织。这些社会组
织对你有何重要意义？哪个组织
对你来说最重要？

当彼得被命令停止宣传耶稣时，
他声称“顺从上帝，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你是否有过这样的
经历，一个权威人士让你去做某
事，而你认为这件事是错的？你
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呢？你希
望自己能够如何处理？

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便将对其
他人的归属感放在我们心里。看
看本周“妙语连珠”中的经文。
你能否从自己属于上帝的家——
教会——而感到安慰呢？说说你
的理由。

请列出四件如果不是你的教会团
体，或者基督徒朋友鼓励你去做
你就不会做的事。这些事情对你的
生活产生了哪些良好的影响呢？

星期二

既然来自同伴的压力可以产生消
极和积极两种影响，你是否想过
使用其积极的一面来使自己获得
益处呢？你梦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想变得聪明吗？你想获得成功
吗？你想以仁慈和友善闻名吗？
你想变得与众不同吗？上帝创造
的你具有巨大的潜力，但你所选
择与之交往的人却会对你将来的
发展产生影响。你平时都选择和
什么人交往呢？他们对你生活的
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

星期日
在本周的“走进故事”这部分，
彼得和众使徒受到来自公会的压
力，公会禁止他们宣讲耶稣。迦
玛列在公会（公会的成员都是他
的同伴）中站起来，为彼得和使
徒说话。他的论据非常有意思。
他引用了几个从前在民间生乱、
拥有大批跟随者之人的例子。
这些团体兴起之后不久便土崩瓦
解了。他宣称，如果一个民间团
体的领袖不属上帝，那么这个团
体绝对长久不了。你属于哪个团
体呢？上帝站在你们这个团体这
边吗？如果没有，你觉得你们这
个团体能长久存在吗？说说你的
理由。

星期一
作为儿童，我们经常听到大人说，
听话才是好孩子。大人希望我们
顺从父母和其他权威，我们自己

怀爱伦在《善恶之争》这本书中
讲述了宗教改革家抵抗天主教权
威的故事。在本周“聚光灯”这
部分所选的段落中，一些接受改
正教的宗教改革领袖起草了一份
介绍自己信仰的声明，然后要把
它送到迪亚特（天主教官员组成
的一个委员会），以便获得按照
自己良心所愿进行崇拜的权利。
这些宗教改革领袖当时都是一呼
百应的风云人物，但他们却没有
号召人民武装起来支持他们的事
业。他们拒绝使用暴力，他们拒
绝卷入任何政治问题。他们认为
“除了上帝的话之外，不该运用其
他的势力。”他们尽可能地尊重
当时存在的权威，但无论如何，
他们最终还是要顺从上帝。
你如何表达对社会权威的尊重呢？
在生活中，如果遇到和你意见不一
的权威，你如何以尊敬的方式表达
自己的不同观点呢？

星期三
请列 举 几 个 你 所 隶 属 的 社 会 组
织。这些组织可以是，你的家

星期四

星期五
反对主流意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谁在你的生活中影响力最大呢？说
说你的理由。你获得这个人的欢心
能给你带来什么益处？

本周阅读*
《善恶之争》第11,12章。
*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
联合会已经为你进行了专门的现代化改
编。请浏览以下网站获http://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
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坚持
这项阅读计划，你将在一年之内至少读
完一本历代之争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