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可信．故事

房

角

石
2014年8月9日

聖經故事：使徒行傳5:25-42
註釋：《善惡之爭》第11,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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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

聚光燈
“從事改革運動的諸侯曾決定要根據《聖經》的憑據，把他
們的信仰用有系統的方式寫成一篇報告，呈給會議；並決定由路
德，梅蘭克吞，和他們的同工起草。……改革家切望自己的事不
要與政治問題混在一起；他們深覺除了上帝的話之外，不該運用
其他的勢力。”（《善惡之爭》第11章第30段中摘錄）

‘順從上帝，不順從人，
是應當的。’”
（徒5:29）

你

的 看法？

請看下面這些情形。對於每種情況，你是會隨從大
家的意見呢，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
•大多數人都認為某個人非常狡猾並且很可
能非常危險。你並沒有看見過此人有甚
麼不軌行為。某天晚上，這個大家都避
之不及的人打電話叫你一起出去。
•你身邊所有人都反對喝酒。你不認為
喝點酒有甚麼危害。於是你的朋友
們都因為你和他們觀點不符而遠離
了你。
“有 一 個 人 來 稟 報
•你並不喜歡某種風格的音樂，但
說 ： ‘你 們 收 在 監 裏 的
你的朋友們都喜歡。他們想讓你
和他們一起去聽場音樂會。
人 ，現在站在殿裏教訓百
•一些同學因為老師給他們分數
姓。’於是守殿官和差役去
低而在背後對老師惡語相向。
帶使徒來，並沒有用強暴，
你很喜歡這位老師，並且覺得
因為怕百姓用石頭打他們。
這些同學對老師不公平。可是，
他們非常堅持自己對老師的看
帶到了，便叫使徒站在
法。在這種情況下，你會說些
公會前。大祭司問他們說：
甚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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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你知道

‘我們不是嚴嚴的禁止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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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一項有關青少年面臨同伴壓
彼得和眾使徒回答
力的網上調查，百分之四十三的青
說
：
‘順從上帝，不順
少年受訪者承認自己曾經勉強同伴
從人，是應當的。你們
去做他們不喜歡的事。百分之四十
一的受訪者說他們曾經嘲笑過那些其
掛在木頭上殺害的耶
實自己很喜歡的人，這樣做的唯一理
穌，我們祖宗的上
由就是自己的朋友嘲
帝已經叫他復活。
笑對方。
上帝且用右手將
當然，同伴的壓力
他高舉（或作
也能表現在積極的方
面。在被調查的人中，
“他 就 是 上
超過百分之三十七的
帝高舉在
人說來自同伴的壓
自己的
力有積極和消極
兩個層面，這取決
於當時的環境。（來
自 ： www.survelum.com/survey-results/PeerPressure/filter2-0/）看來，同伴的壓力並不總是件
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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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為這事作見證，上帝
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也為這
事作見證。’
公會的人聽見就極其惱怒，
想要殺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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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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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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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散了，歸於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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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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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出於上帝，你們
就不能敗壞他們，恐怕你們倒
是攻擊上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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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離開公會，心裏歡喜，
因被算是配為這名受辱。他們
就每日在殿裏、在家裏不住地
教訓人，傳耶穌是基督。”
（徒5:25-42）

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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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語連珠

這個故事中包含著許多社會性的壓力。
彼得和公會都必須慎重考慮公眾的意見。那
麼，他們處理的方式有何不同呢？

“耶和華上帝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
偶幫助他。’”（創2:18）
“人就把以斯帖這話告訴末底改。末底改托人回
復以斯帖說：‘你莫想在王宮裏強過一切猶大
人，得免這禍。此時你若閉口不言，猶大人必
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滅
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為現今
的機會嗎？’”（斯4:12-14）

誰的話對猶太公會影響力最大呢？誰的話對彼得和眾使
徒影響力最大呢？

“就伸手指著門徒說：‘看哪，我的
母親，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
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
了。’”（太12:49,50）
“看哪，時候將到，且是已經到
了，你們要分散，各歸自己的地
方去，留下我獨自一人；其實我
不是獨自一人，因為有父與我同
在。”（約16:32）

來自同伴的壓力是如何強化這場衝突的雙方呢？

“上帝叫孤獨的有家，使被囚的
出來享福；惟有悖逆的住在乾
燥之地。”（詩68:6）

公會懼怕百姓，因此帶使徒到公會時並沒有使用暴力。對於我
們來說，懼怕如何影響我們順從上帝呢？我們該如何擊退恐懼
呢？

言錦囊

名
在這個故事中，迦瑪列為彼得和使徒們說話。他的論據是
甚麼？你是否同意他的觀點，就是說任何民眾團體，若
得不到上帝的祝福，無論他們有多麼敬虔，都將是一盤
散沙、站立不住？

“作102有個好處，沒有同伴的
壓力。”——丹尼斯·沃爾夫伯格，
二十世紀美國戲劇演員。

“我不認為自己能夠堅持下去，我覺
得自己無法堅持下去。如果沒有媽媽
的鼓勵，如果沒有她支持我做真的自己
並為自己的身高而自豪，我一定會屈服于
同伴的壓力了。” ——利 莎 ·萊 絲 莉， 美 國 籃
球女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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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的壓力並不總是壞事。同伴
的壓力可以讓一些人去做那些他
們一般不會去做的好事，反之也
是這樣。這就是上帝為甚麼要給
我們一個教會的原因。這並不是
說人與人之間應當互相施加壓力，
而事實是，我們身邊人所持的價
值、所說的話、所做的事，多多
少少都會對我們產生影響。每個
人都想有種歸屬感，因此我們應
當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給
別人施加好的影響。

也覺得這樣做能夠獲得誇獎並避
免責罰。在字典中查一查“順從”
這個詞的意思。然後在聖經中搜
索這個詞，看它都出現在哪些章
節中。我們要順從哪些人呢？

庭、學校、教會或者工作單位。
除了這些組織外，再列舉一些你
想選擇加入的組織。這些社會組
織對你有何重要意義？哪個組織
對你來說最重要？

當彼得被命令停止宣傳耶穌時，
他聲稱“順從上帝，不順從人，
是應當的。”你是否有過這樣的
經歷，一個權威人士讓你去做某
事，而你認為這件事是錯的？你
是如何處理這種情況的呢？你希
望自己能夠如何處理？

上帝創造我們的時候，便將對其
他人的歸屬感放在我們心裏。看
看本週“妙語連珠”中的經文。
你能否從自己屬於上帝的家——
教會——而感到安慰呢？說說你
的理由。

請列出四件如果不是你的教會團
體，或者基督徒朋友鼓勵你去做
你就不會做的事。這些事情對你的
生活產生了哪些良好的影響呢？

星期二

既然來自同伴的壓力可以產生消
極和積極兩種影響，你是否想過
使用其積極的一面來使自己獲得
益處呢？你夢想成為甚麼樣的人？
你想變得聰明嗎？你想獲得成功
嗎？你想以仁慈和友善聞名嗎？
你想變得與眾不同嗎？上帝創造
的你具有巨大的潛力，但你所選
擇與之交往的人卻會對你將來的
發展產生影響。你平時都選擇和
甚麼人交往呢？他們對你生活的
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呢？

星期日
在本週的“走進故事”這部分，
彼得和眾使徒受到來自公會的壓
力，公會禁止他們宣講耶穌。迦
瑪列在公會（公會的成員都是他
的同伴）中站起來，為彼得和使
徒說話。他的論據非常有意思。
他引用了幾個從前在民間生亂、
擁有大批跟隨者之人的例子。
這些團體興起之後不久便土崩瓦
解了。他宣稱，如果一個民間團
體的領袖不屬上帝，那麼這個團
體絕對長久不了。你屬於哪個團
體呢？上帝站在你們這個團體這
邊嗎？如果沒有，你覺得你們這
個團體能長久存在嗎？說說你的
理由。

星期一
作為兒童，我們經常聽到大人說，
聽話才是好孩子。大人希望我們
順從父母和其他權威，我們自己

懷愛倫在《善惡之爭》這本書中
講述了宗教改革家抵抗天主教權
威的故事。在本週“聚光燈”這
部分所選的段落中，一些接受改
正教的宗教改革領袖起草了一份
介紹自己信仰的聲明，然後要把
它送到迪亞特（天主教官員組成
的一個委員會），以便獲得按照
自己良心所願進行崇拜的權利。
這些宗教改革領袖當時都是一呼
百應的風雲人物，但他們卻沒有
號召人民武裝起來支持他們的事
業。他們拒絕使用暴力，他們拒
絕捲入任何政治問題。他們認為
“除了上帝的話之外，不該運用其
他的勢力。”他們盡可能地尊重
當時存在的權威，但無論如何，
他們最終還是要順從上帝。
你如何表達對社會權威的尊重呢？
在生活中，如果遇到和你意見不一
的權威，你如何以尊敬的方式表達
自己的不同觀點呢？

星期三
請列 舉 幾 個 你 所 隸 屬 的 社 會 組
織。這些組織可以是，你的家

星期四

星期五
反對主流意見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誰在你的生活中影響力最大呢？說
說你的理由。你獲得這個人的歡心
能給你帶來甚麼益處？

本週閱讀*
《善惡之爭》第11,12章。
* 懷愛倫著作託管委員會和太平洋出版
聯合會已經為你進行了專門的現代化改
編。請瀏覽以下網站獲http://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article/191/about-us/conflict-of-the-ag
es-companion-books#.URlhF1rBO9s堅持
這項閱讀計劃，你將在一年之內至少讀
完一本歷代之爭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