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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则
圣经故事：但7:25;帖后2:3-7;启12:6
注释：《善恶之争》第3,4章
存心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7

教学准备

迫，但他们却小心地保守着上帝的圣言。上帝如今也有
一群珍重并保卫祂圣言的余民。

I. 大纲
中古黑暗时代对于任何持有不同意见和质疑教会
权威的人来说都是个可怕的年代。天主教会当时是上
管天、下管地，中间操纵国王和空气，气焰熏天，不可
一世。
他们决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存在，他们经常搜寻所

II. 目标
• 明白上帝律法的价值。（知道）
• 意识到遵守上帝所定律法的益处。（感受）
• 选择亲自研究圣经，看看圣经中都记载了什么。

同观点。
当时教会认定人最大的罪行就是拥有一本圣经。天
主教规定，只有神父可以阅读圣经，平信徒只能从他们
的宗教领袖那里获得关于圣经的知识。教会不允许百姓
自己阅读圣经并从中得出结论。
撒但深知人类若能自由阅读圣经，就必从中获得力

石

III. 探索
• 上帝的律法（基本信仰第十九条）
• 世俗主义
• 善恶之争（基本信仰第八条）
你和学生可以登陆www.connerstoneconnections.net这
个网站，找到帮助你们探索这些以及其他话题的材料。

量。圣经不仅向人类表明有关上帝品格的真理，还清楚
地指出他们如何做才能获得拯救。中世纪的教会把宗教
扭曲成为复杂沉重的事物，以至于普通人根本不明白，

教学

他们的得救是上帝免费赐下的恩典。教会容许异教的影
响进入其教义当中，好使上帝的律法看上去似乎是能够

I. 开始

改变的。

活动

但是，上帝却不允许祂的话语被弃置在一旁。祂始
终有一班余民，这些人一直保守着圣经，并将其一代代
传给自己的儿女。瓦典西人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代表。
他们的生活很艰辛，不得不四处躲藏，并经常受到逼

角

（回应）

谓的“异教徒”，抓到之后，按照惯例，酷刑折磨，最
后处死，而其中唯一的理由就是，这个人和他们持有不

房

学生将会：

请指示学生们看课程中“你的看法”这部分。完成
之后，对他们的答案进行讨论。
请向学生们提出一系列问题，然后要求他们用圣经
来支持自己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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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帝是一位爱我们的上帝。

钱。当然，纸张、墨水和装订还是需要一些费用的。但

2.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

实际上，你目前可以从网上获得各种版本的圣经。圣经

3.我们的罪得赦免不用自己做任何事，只要诚恳地

和上帝的话，其真正价值在于它们对你价值几何。

祈求就好。
如果学生无法用圣经上的章节来支援自己的答案，
就问他们是否确定自己的答案，并且为什么确定。他们

中古黑暗时期否定圣经的时候，信徒在圣经中看到
了巨大的价值。而到了圣经已经非常普遍的今天，它对
你的价值又有多少呢？

是否知道，除非他们亲自阅读圣经或者有人对他们讲解
圣经，否则他们是不会知道圣经中的内容。

“走出故事”的材料
例证说明
请用自己的话述说以下内容：
在市场交易中，当一家公司想要出售某样商品时，
它不仅要看商品本身的价值，还要关注此类商品的消费
者感知价值。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其本身价值和人们愿
意为其所支付数额而综合构成的。所谓的感知价值，就
是消费者认为此件商品对他或她的价值如何。

房

比如说钻石。其实钻石本身并不是特别昂贵。当然，
开采钻石是需要花费大量人工物力，但其实挖掘钻石比

在你和学生读完“走进故事”这部分之后，请将下
列内容用自己的话讲给他们听。
•请将你认为描述上帝真信徒的部分划出来。
•请将那些形容反对上帝真信徒之机构的词语圈起
来。
•这里提到了与反对上帝百姓机构有关的律法和不
法的事。这个机构将来要如何对待上帝的律法？
请使用下列经文作为与今天故事相关的附加教学材
料：约14:15;太12:1-14。

开采其他矿物或者宝石所用消耗并不是太多。钻石的价格

角

是由其市场供应量和广告宣传策略两者综合来决定的。
钻石本身并不存在短缺问题，只是在特定时间和特

石

定场所被人为控制上市数量罢了。实际上，人们根本就
不应该投资钻石，因为它的价格完全是由感知价值来决
定的。

分享故事背景
请使用以下教材让学生获得相关故事更多的知识。
用你自己的话与他们分享。
在学习本课的时候，有一点非常重要，需要提醒学

还记得这样的广告词吗？“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

生注意：当天主教开始腐败并被撒但用来逼迫那些效忠

或者“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些都被用来为钻石

上帝之人的时候，在其治理下的一般天主教徒并非全都

的感知价值提高作宣传。钻石被用在订婚戒指上，人们

邪恶。权力腐败之后，当少数人掌握了巨大的权力时候，

对钻石的感觉其实都是非理性的。一个人愿意为钻石婚

如若没有上帝力量的帮助，大多数人很难再保持自己从

戒花多少钱，那是他对自己未婚妻在意程度和他本身经

前的正确观点。

济实力的社会晴雨表。
钻石值多少钱，完全取决于你认为它值多少钱。

当前世界上有许多邪恶政权，他们在全球干了大量
的坏事，但我们不能就此说他们统治范围内的人民都是
坏人。即便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们也不见得就完全知
晓自己政府正在做的事。对于清教徒来说，他们很容易

II. 故事教学

指责天主教徒，并宣称他们就是那“兽。”
但不幸的是，当历史上每逢清教徒掌握政权的时候，

故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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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涉及到天主教徒公平和人权的时候，清教徒并不比天

请用自己的话分享以下内容：

主教徒做的好多少。权力是一个怪物，它经常暴露人性

圣经的价值与钻石有点类似。书籍本身并不是很值

的弱点，让我们很难抗拒其试探，不知不觉地滑入堕落

"

中古黑暗时期剥夺了普通百姓拥有并阅读圣经的权
利，那些试图坚持自己信仰之人受到了惨烈的逼迫。启

优质教学的秘诀

不要像对待孩子那样对待青少年。老师要知
道，这些学生再过两三年，就到了可以选举、结
婚、离家居住并追求自己生活的年龄。他们已经

帝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拉比 101

快要成年但还未到

示录12章6节说道：“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上

不再是小孩子，他们只有感到别人把他们当成年
轻成人的时候才会有最佳的表现。当然，他们还
不是成人。他们集中注意力的时间还很短并且时
常容易冲动。

如果我们使用圣经上“一日顶一年”的预言-现实
计算法，我们可以看到，中古黑暗时期的时间跨度为
一千二百六十年。
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说，历史上将有一个权势要
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压迫圣徒，并要改变“节期和
律法。”之所以许多神学家和怀爱伦坚信这个权势指得
就是罗马教皇权，是因为历代罗马教皇都宣称他们个人
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
罗马天主教在中古黑暗时期残酷地逼迫基督徒，
天主教还宣称她有权更改安息日（上帝的道德律法之
一），把敬拜的日子从每周的第七日（星期六）改到第
一日（星期天）。

的深渊。
我们学习本课内容的目的不是关注清教徒和天主教

但我们必须记得，这些嚣张权势背后的主谋不是人

徒之间的对立，或者某一个教派对另一个教派的优势。

类，而是撒但及其使者。天主教只是被魔鬼利用来遂行

圣经是本课内容的中心和焦点，因为只有上帝的律法能

邪恶的事而已，其实撒但用来从事其邪恶图谋的方法和

带领我们前进的方向。虽然现在已经不是中世纪，但如

管道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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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忽略了圣经，我们就进入到个人生

我们需要警醒的就是要转向上帝，求祂赐予力量，

活的中古黑暗时代。没有了圣经，我们便失去了引导、

不要让我们自己成为撒但利用的物件。我们相信靠着上

智慧、希望和上帝盼望我们拥有的方向。

帝的恩典一定能达成这个目标。

结合学生课本…
请学生们查阅他们课程的其他部分。
* 名言锦囊

* 妙语连珠

请学生们回答“名言锦囊”中所引用的内容是

请向学生们指出今天学课中所列出的、与本周

怎样传达本课故事之重点的。

故事相关的经文。要求他们阅读经文并请每个

* 聚光灯

人选出他们今天感受最深的经文。然后，请他

请阅读“聚光灯”中的内容，然后向学生们指

们解释为什么这样选择。

出，这些内容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从本周故事

或者，为选出与他们最有关的一句，你可以请

的注释——《善恶之争》这本书中找到。请

几个学生大声朗读一些指定的经文，然后进行

学生们回答，他们认为这些内容和刚刚讨论的

讨论。

房

“走出故事”的材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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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问题：

III. 结束

你觉得你的圣经值多少钱？为什么？

活动
请请用一个活动来结束课程，让学生用自己的话简

小结
请用自己的话分享下列观点：

单进行汇报。
作为班级集体活动，让学生们把圣经对于自己具有

中古黑暗时期，人们无法接触到圣经，但他们却能

重要的理由列出来。这里面没有所谓的错误答案。这个

认识到它的价值。如果他们想要阅读并获得圣经，就会

活动的关键在于让他们诚实地思考上帝的话以及圣经是

遭受严重逼迫，并且往往会因此而丧命。但是，即便是

如何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在这段时期内，上帝也没有让祂的话在人间消失。祂始

关于圣经的重要性，下面列举了一些教师可以参考

终有一班忠诚保守祂话语的百姓。
圣经可以赋予信徒力量。圣经中充满应许、希望、

的答案：
•因为学生们从小就有了圣经。

带领和教训。对于今天我们这些可以轻松获得各种版本

•因为自己的圣经是我所爱的人送给我的礼物。

圣经的人来说，也许已忘记了上帝话语的真实价值。

•因为这本圣经陪伴着我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人太容易得到的东西就不会珍惜，但是如果我们能

•因为圣经提醒我，我并不孤独，等等。

回头看看那些生活在中世纪黑暗时代之人的经历，我们

看看学生们所列举的理由，然后留给他们下面这个

便能记起为什么圣经值得他们去牺牲自己的性命。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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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学生坚持阅读计划，就是带他们走近对圣经那出自灵感的注释——历代之争系列
丛书。本课的阅读内容是《善恶之争》第3,4章。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和太平洋出版社已经为你对《善恶之争》进行了专门的现代
化改编。浏览以下网站获取更多资讯:www.cornerstoneconnection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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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可信．故事

房

角

石
2014年7月12日

圣经故事：但7:25;帖后2:3-7;启12:6
注释：《善恶之争》第3,4章

自然法则

Luis Guerra, Jr.

房
角
石

Photo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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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

聚光灯

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
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

“撒但深知《圣经》能使人洞悉他的骗术，抗拒他的权力。

去。”
即连世界的救赎主也曾运用《圣经》来抵挡他的袭击。对他

（帖后2:7）
每一次的进袭，基督皆迎之以永生真理的盾牌，说：‘经上
记着说。’”（《善恶之争》第3章，第8段中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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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他的是什么，是
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

的 看法？

露。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经发
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
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

尽可能迅速地回答以下问题：
1.你的圣经现在在什么地方？

“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
有上帝给她预备的地方，使她
2.你上次读圣经是在什么时候？

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3.你最喜欢的圣经章节是什么？

4.如果有人用现金收购你的圣经，
你准备对方出多少钱就卖？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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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你知道

走进
故事
“他必向至高者说夸
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
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
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
二载、半载。”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
没有发明印刷术之前，若想生产
一本圣经，需要一位技术熟练的
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
抄写员付上十个月的时间。不论
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
是谁，若想获得一本圣经，都几
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
乎要为它等上一年时间。就今天
的标准来说，按照普通熟练工人的
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
薪金水准，一位抄写员的时薪为十
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
五到二十美元。如果他每周工作五
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
天，每天八小时，那么生产一本圣
经的人力成本为二万四千美元！
殿里，自称是上帝。
但是等等……我们还没有算上开家公
司的运行成本。如果你和一家公司打交
我还在你们那里
道，他们向你收取的可不仅仅是人力成
的时候，曾把这些
本。其他费用还有许
多 ，比如说水电、税
事告诉你们，你
收、办公室租金，等
们不记得吗？
等。比如说你去车行修
现在你们也
车，你支付的可不仅是工
人每小时二十美元的工
知道，那
资，你要支付五十到
拦阻
七十五美元，涵盖
了车行为你服务所需
的其他开支。如果我们
把这一比例应用到古代生产一
本圣经的事上，你在古代想要得到
一本圣经，你大概需要支付九万六千美
元！（来源：http://cgg.org/index.cfm/fuseaction/

24

Library.sr/CT/ARTB/k/615/How-Much-Is-Bible-Worth-To-You.htm）

（但7:25;帖后2:3-7;启12:6）

妙语连珠

走出
故事
这些经文是如何预言欧洲历史上的黑暗
时代？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
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
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太5:17-18）
“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我是
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利24:22）

如果一个宗教团体高举自己与上帝享有相同的权力，
那么它会如何对待自己统治下的子民呢？

“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
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地必
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
居住。”（利25:18-19）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
的光”（诗119:105）

你想上帝为什么要提前把这些将来要发生的事告诉我们呢？

你觉得经文中所说“不法的隐意”是指什么呢？

言锦囊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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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具有一种人所没有的尊
荣。人类生活在自己所定法
律和遗传的束缚中；而鸟类

这股势力想要改变的“节期和律法”是什么？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一个团体成立时的初衷是好的，后来
却因权力而腐败，但其中仍有良善而敬畏上帝的百姓呢？
请作解释。

则在按照那位让地球围绕太
阳运转之上帝为它们所定的法
则生活。”——卡利尔·吉布兰，
十九、二十世纪小说家和诗人。

“权力本身不会腐败，害怕失去权
经文中所提到的妇人指谁，或者代表什么？上帝如
何照顾她？上帝如何照顾我们？

力可能会导致腐败。” ——约翰·斯
坦因贝克，二十世纪美国小说家，诺贝尔
文学奖获得者。

“无知和愚昧虽然残忍，但它们还不是我们
最大的敌人。我们最凶狠的仇敌是理智加上腐
败。”——吉拉汉姆·格林，二十世纪英国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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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灵活现
安息日
我们已经习惯于轻松、免费获得
圣经。圣经被广泛用于文学、诗
歌、政府、甚至喜剧当中。我们
中的大多数家中拥有数本圣经。
教会也免费向人派送圣经。就连
看板上也广泛使用圣经经文。数
算一下现在你家中有多少本圣经。
查一查你在网上可以看到多少版
本的圣经。如果你突然用任何方
法、在任何地方也无法接触到圣
经，比如说网路、家庭、教会、
或者图书馆，你会想念圣经吗？
你是否想重新得到一本圣经呢？
或者你是否会注意到圣经不在你
身旁呢？诗篇119:105上说：“你
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
光。”你的圣经如何带领你度过
今天呢？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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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有人曾经这样说，绝对的权力导
致绝对的腐败。中古黑暗时期，
天主教攫取了绝对权力，管辖着
欧洲的所有百姓。腐败的教会领
袖疏于教导百姓，而对如何控制
他们更感兴趣。百姓接触不到圣
经，于是便无从知晓有关上帝的
真理。
百姓因没有圣经的指导而出现了
许多错误思潮，在下面列举的这
些错误旁边，写下你认为它们会
从哪些方面让百姓误解上帝。
1.上帝把安息日改到了别的日子。

理解，必须由神职人员[宗教领
袖]解释。

你喜欢这样的上帝吗？

星期一
本周存心节中提到“不法的隐意”
其实在耶稣离世升天后就已经开
始工作了。上帝的律法不再有效，
这种观点是如何在我们今天的生
活中迂回潜进的呢？“规则[规
范 ， 法律]就是用来打破[破坏]
的”便是一条极其危险的暗示。
请看看今天的新闻吧。把你在节
目中看到的“打破规则”的新闻
列在纸上。把这些事情分开来考
虑，看看他们表面上显得多么无
辜，再看看他们造成的影响。你
觉得自己如何既能保持自己的独
立和观点，同时又不违背上帝的
律法呢？

星期三
有人说上帝的律法当耶稣死在十
字架上时就失效了。请看看“妙语
连珠”这部分的经文。这种说法
是否经得起这些经文的检验呢？
实际上，圣经中有应许说，只要
我们遵循上帝的引领，我们的生
活会更加丰盛幸福。在出埃及记
20章中看看十条诫命。你想上帝
的这些律法哪条可以废除呢？你
觉得这些律法如今为何继续有效？
如果耶稣的死真的废除了这些律
法，那么我们是否能做这些律法
所禁止的事而不受惩罚呢？

星期四
你平时是如何读自己的圣经？你
是否只是这里读一节、那里读一
节呢？你是否只是肤皮潦草地听
听父母或老师讲解一下圣经的梗
概呢？现在来经历一项挑战：从
头到尾通读自己的圣经，亲自看
看圣经中都说了什么？我向你保
证，当你通读完一遍圣经之后，
你的人生将与众不同。

星期二

星期五

怀爱伦在“聚光灯”的内容中指
出，耶稣使用圣经来回击魔鬼的
试探。我们有时觉得魔鬼的试探
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偷窃或者杀
人。但是，魔鬼比我们想像的要
精明的多。他满心恼怒、孤独、
绝望、惧怕地来到我们身边。圣
经并不是一本单纯记载各种律法
和规则的书籍；圣经是一本充满
应许和希望的书，是一本魔鬼不
想让我们获得其中力量的书籍。

圣经将怎样影响你的生活呢？圣
经是如何促进你的生活呢？如果
中古黑暗时期的基督徒为了获得
一本圣经，按照目前的货币标准，
将要支付十万美元，你觉得他们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代价获得一本
圣经呢？或者说，你觉得他们在
圣经中有哪些财富值得他们这样
做呢？

本周阅读*
2.教会拥有与上帝同等的权柄，
能够决定你是否能得救。

3.你必须缴纳金钱或服相等的劳
役才能获得赦免。

4.圣经过于深奥，一般百姓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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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开始写一个日志，将自己在
圣经中发现的每一条应许都记下
来。在今后的日子里，经常看看
这些应许。把那些对自己有特别
意义的经文记在心里。下次当你
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反对你时，拿
出你的圣经和日志，看看上帝的
话语能在这些艰难的时刻给你带
来何等的不同！

《善恶之争》第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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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