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懼怕人

第四講：對被拒絕的懼怕



第一周—什麼是懼怕人？

第二周—什麼是敬畏神？

我們懼怕人是因為我們不敬畏神，或者我們不夠
敬畏神。每一次我們屈服於懼怕人的心理之下，
都是我們選擇愛自己勝過愛神的時候

敬畏神就是要充滿敬畏地降伏於神，並順服神。
敬畏神是歡喜快樂地順服神，敬畏神是智慧的開
端，神配得你一切的敬畏，神配得你獻上一切的
敬拜。



第三週：對被暴露和羞辱的懼怕

我們害怕被揭露，因為我們都是罪人，我們知道
我們不希望別人告訴我們我們其實是什麼樣子的。
基督不單單遮蓋我們的罪，而且赦免我們的罪。



導論

•你怎麼描述你自己？你會用什麼樣的詞界定你
自己？從你的最深處，你用什麼來界定你的自
我身份？“白領”、“xxx大學畢業生”、“移民"，
還是別的什麼

•人往往會透過我們的人際關係(屬於某個小圈子)、
職位、收入、財產和經歷來定義自己

•在思考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社會意義，你會發
現你最在意的社會身份同時也是你對別人的接
納或拒絕最敏感的地方。



導論

•「我們被人掌控的最普遍的原因，或許與怕別
人揭露我們非常有關：他們會拒絕、嘲笑或鄙
視我們。他們不邀請我們參加聚會，他們忽視
我們的存在，他們不喜歡我們，他們可能看我
們不順眼，他們不給我們所想要的接納、愛和
看重，結果是我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Edward Wells，神學家)

•害怕被拒絕，或是渴望被接納是撒旦使用的一
個好工具，它會極大地降低作為基督徒應有的
價值，這是與基督所要求的付代價地跟隨主而
直接相違背的。*



導論

•你也有這樣的問題嗎？

•你覺得這些問題是不是也發生在你身上？

•你懼怕別人對你的拒絕和批評？

•我們應該從懼怕人、懼怕人的拒絕或不接納轉
向敬畏神，對嗎？

•但是這並不容易，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確被人拒絕

•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自己，有些事情的確值得
懼怕

•人們拒絕我們可能是因為我們說過的話或是我
們做過的事，因為一些與我們有關的人或事

•人們對我們並不總是明顯的拒絕，可能也是因
為沒有照著我們的期待來接納我們

•想一想，今天、上個禮拜或者是上個月有沒有
讓你覺得被拒絕或不夠被接納的事情？*



因為我們的確被人拒絕

•這個課程並不是教你如何鐵石心腸、臉皮厚或
者清心寡慾，拒絕就是會讓人感到被傷害，這
是沒法避免的事情

•但是作為基督徒，我們最關注的不是感覺好不
好，我們最關注的應該是是不是跟神有正確的
關係，信仰是不是正確，以及是不是正確地按
照信仰而生活



你如何懼怕人們對你的拒絕，以及你如何展
現這樣的懼怕？

•我們為自己的標籤而害怕被拒絕：個性、教育、
職務、社會經濟地位、種族、性別、經驗、社
會關係，等等

•你改變你的個性(或者想要改變你的個性)因為你
認為這樣別人會更喜歡你。你想要得到某個學
位或者是某個職位是因為你認為這樣可以被一
些人接納。你甚至因為交了某些朋友而害怕被
另外一些朋友拒絕。



你如何懼怕人們對你的拒絕，以及你如何展
現這樣的懼怕？

•懼怕人拒絕的表現：

•誘導別人表揚自己——我們常常有這樣的潛意識：
我喜歡得到其他人的表揚。例如，我喜歡別人說
我謙卑，於是我就裝作謙卑的樣子，而不是真正
成為謙卑的人。

•吃蜜過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榮耀也是可厭
的。(箴25：27)

•完美主義——期待自己在每件事上都做到盡善盡
美。我必須讓大家看到我善於做很多事情，而且
很多事情都是我能夠做到最棒



你如何懼怕人們對你的拒絕，以及你如何展
現這樣的懼怕？

•懼怕人拒絕的表現：

•挑選衣服——我們也在體現自己對被拒絕的懼怕。
如果我選這件衣服、這個牌子，別人會怎麼看？
或者我穿最新潮的衣服，別人會怎麼看？你感覺
你的衣服給你某種存在感嗎？

•隨從大眾的誘惑、同儕壓力——你有沒有做某些
事情就是為了讓让你所處的群體能夠欣賞你？或
是因為其他人已經成為足夠酷、足夠被人接納的
榜樣而效法他？



你如何懼怕人們對你的拒絕，以及你如何展
現這樣的懼怕？

•懼怕人拒絕的表現：

•某個小圈子的一分子——小圈子在教會中可能會成
為極具破壞力和危險性的東西

•偏待人——聖經清楚地教導偏待人是一個極具破壞
力的罪，它大大地削弱福音的力量。雅各告訴我們
不要偏待富裕的或是有權位的人，世界就是這麼幹
的，因為世界塑造我們在懼怕人的壓力下傾向於偏
待人

•基督徒社群不應該這樣。成為地方教會的成員對我
們來說可以幫助我們能克服被拒絕的懼怕，讓我們
與那些和我們不一樣的成為弟兄姊妹和朋友，因為
我們在基督裡的共同身份超過世界上其他對人群的
身份區分。*



你如何懼怕人們對你的拒絕，以及你如何展
現這樣的懼怕？

•我們不敢與別人的罪有所衝突，或者根據我們
所面對的人群，我們會用不同的方式挑戰別人
的罪。當我們希望和別人建立關係時，面臨與
他身上罪的衝突就顯得尤為困難。

•如果你有門訓關係，你會不會覺得對方身上有
些罪你不敢批評，不是因為這些罪需要更溫柔
地對付，而是因為你在乎對方對你的感受，你
尊敬對方而不敢或不願提出來？



你如何懼怕人們對你的拒絕，以及你如何展
現這樣的懼怕？

•我們在很多教會里都看到敬拜模式的設計都是
圍繞著懼怕被拒絕和想要被接納而建立的。

•很多教會根據社會調查了解人們想要什麼，然
後設計自己的迎新程式來滿足那些願望，例如
人們在乎教會的兒童看顧，人們在乎教會是否
重視他們、第一時間歡迎他們、讓他們有表達
的機會

•所以教會總是在滿足別人，所有的程式事工設
計都是為了讓人得到滿足，這是在加強和深化
對被拒絕的懼怕



你如何懼怕人們對你的拒絕，以及你如何展
現這樣的懼怕？

•當然，我希望大家去問候新來的朋友，我希望
大家採取主動融入教會、與別人建立關係，但
是我要請求的是，我們有一個樂意順服的心、
一個愛別人的心，而不是一個懼怕被拒絕、想
要被人讚賞的心。

•傳播謠言——在一個人的背後說你永遠不會在當
面說的話，都是懼怕被拒絕的表現

•撒謊、推卸責任、給自己找藉口、試圖操縱別
人、吐槽——這些都是因為懼怕人、因為想要被
接納而進行的溝通方式。*



害怕被拒絕或渴望被接納給我們帶來怎樣的
傷害

•害怕被人拒絕除了是與敬畏神相敵對的以外還，
懼怕人和想要取悅人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危
險呢？

1. 這會讓我們成為別人的奴隸
2. 喜悅被稱讚的心態其實破壞了你接受稱讚的機會

3. 當你渴望得到人的稱讚時，你就失去了天國的獎
賞

4. 這會讓你對自己身上的罪視而不見
5. 這會讓我們被別人的奉承、拍馬所掌控
6. 這會讓我們忽視自己身上的其他罪*

7. 這也會帶來身體和心理上的不適，例如胃病、壓
力、焦慮、頭疼、容易疲勞、抑鬱症、神經衰弱、
情緒變化，等等。



驕傲如何讓我們更加害怕被拒絕

•如果說害怕被拒絕是我們心中點燃的火，那麼
驕傲就是給這把火提供燃料的木頭和氧氣。驕
傲如何促進對人的懼怕呢？驕傲如何成為懼怕
人的基礎呢？

1. 讓我們小看我們的罪，或者過分放大我們的罪。
2. 讓我們試圖獲得別人的讚賞。
3. 讓我們錯誤地應用別人對自己的讚賞："看我多棒
啊，他們都覺得我很棒。"

4. 誘惑我們過分強調自己的價值，小看自己的弱點和
罪。

5. 讓我們追求行為的改變，而不是心的改變。

6. 誘惑我們小看與罪應有的爭戰，當別人指出你的罪
時，你會心裡說，“這是你的個人觀點。」驕傲的
人沒有辦法接受批評。



什麼時候我們取悅人是合適的？

•是有一些場合和一些情況，我們不但可以而且
應該尋求人的接納和認可

•我們希望被尊重，但這種渴望不應當大過愛
人、愛神和順服神來的更大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訓誨；尊榮以前，必
有謙卑。(箴15：33)

•聖經並沒有說被尊榮、被讚賞、被接納是
不好的，事實上，這應當是公義的生活所
顯現出來的祝福。



什麼時候我們取悅人是合適的？

•是有一些場合和一些情況，我們不但可以而且
應該尋求人的接納和認可

•教外有好名聲

•監督也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恐怕被人毀謗，落在
魔鬼的網羅裡。(提前3：7)

•作為基督徒，我們應當為這福音的使命和宣講而在
教外人面前有好見證和好名聲，但是不要小心這是
為著神的榮耀而不是為了自己的名聲，我們並不是
要在被社會接納或稱讚的過程中尋找自己的價值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9章19-23說，他向著什麼樣的人
就做什麼樣的人。保羅意識到在不是罪的問題上，
他可以調整自己來贏得聽眾，以獲得傳講福音的機
會。



什麼時候我們取悅人是合適的？

•是有一些場合和一些情況，我們不但可以而且
應該尋求人的接納和認可

•聖經不是建議，而是命令我們尊重父母和有
權柄的人，當然，再說一遍，不應當尊重和
順服他們超過敬畏神

•如果你想要取悅你的老闆，這是應當的，
他是對你有權柄的人，這不是犯罪。如果
你知道你的老闆喜歡你用某種方式完成工
作，而你有意地不以老闆喜悅的方式完成
工作，這反而是故意的悖逆。



什麼時候我們取悅人是合適的？

•是有一些場合和一些情況，我們不但可以而且
應該尋求人的接納和認可

•如果你結婚了，那麼取悅你的配偶是合乎聖經並且理所當
然的

•如果已經結婚，或者剛剛結婚，你和配偶的關係的優先
順序超過其他人際關係，你有責任取悅自己的配偶而不
是父母。這意味著你要放棄一些你原來的信念、活動和
習慣。想要取悅父母的優先順序就降低了

•我願你們無所罣慮。沒有娶妻的，是為主的事罣慮，想
怎樣叫主喜悅。娶了妻的，是為世上的事罣慮，想怎樣
叫妻子喜悅。婦人和處女也有分別。沒有出嫁的，是為
主的事罣慮，要身體、靈魂都聖潔；已經出嫁的，是為
世上的事罣慮，想怎樣叫丈夫喜悅。(林前7：32-34)



什麼時候我們取悅人是合適的？

•是有一些場合和一些情況，我們不但可以而且
應該尋求人的接納和認可

•如果你結婚了，那麼取悅你的配偶是合乎聖
經並且理所當然的

•一個未婚的基督徒可以讓他的焦點放在討
神喜悅這件事上，而結了婚的基督徒則不
但要討神喜悅，而且還要討配偶的喜悅。
聖經認為所有結了婚的人都有一個最高優
先是討基督的喜悅，但同時也要討配偶的
喜悅



什麼時候我們取悅人是合適的？

•是有一些場合和一些情況，我們不但可以而且
應該尋求人的接納和認可

•為了一個軟弱的肢體，放棄自己在基督裡的
自由也是應當的

•保羅在羅馬書15章講到說彼此服事和彼此
相愛尤其體現在放棄自己的自由這件事上。
當然，我們需要有智慧分辨，也需要查驗
自己的動機。你放棄你的自由是因為你害
怕弟兄因此而跌倒，還是像彼得為了獲得
接納而在外邦人面前選擇跟猶太人一起吃
飯？



聖經中有哪些害怕被拒絕的例子？

•羅1：25--他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事
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稱
頌的，直到永遠。阿們！

•聖經中將懼怕人看作是拜偶像。聖經中有很
多人，今天世界裡也有很多人把人當作偶像

•當我們把人放在我們敬拜的對象當中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認為沒錯、上帝是好的，可是我
們也要懼怕一些人來保護我們的投資，好像
買股票的時候會不會全部壓在一個股票上，
這種在上帝以外還有懼怕和敬拜物件的做法，
和拜假神、拜偶像是一樣的。我們因著罪的
緣故、因著羞恥感的緣故



聖經中有哪些害怕被拒絕的例子？

•約翰福音12：42-43--雖然如此，官長中卻有好
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賽人的緣故，就不承認，
恐怕被趕出會堂。這是因他們愛人的榮耀過於
愛神的榮耀。

•在福音書中，很多猶太教的領袖都因為懼怕
人而不敢跟隨和相信基督。



聖經中有哪些害怕被拒絕的例子？

•加拉太書2：11-12--後來，磯法到了安提阿；因
他有可責之處，我就當面抵擋他。從雅各那裡
來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飯，及至
他們來到，他因怕奉割禮的人，就退去與外邦
人隔開了。

•這裡我們看到彼得，因著害怕被耶路撒冷下
來的人，渴望獲得這些猶太人的讚賞，他寧
願讓福音被誤解，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



聖經中有哪些害怕被拒絕的例子？

•出埃及記23章--亞倫順從了民眾想要一個偶像的
心意，因為他懼怕群眾的反應。神審判了所有
參與偶像崇拜的人。當屬靈領袖屈從於對人的
懼怕，照著人所想要的去帶領教會時，這會給
領袖和教會都帶來可怕的結果。在出埃及記的
經文里，我們看到亞倫懼怕人不僅表現在他隨
從百姓的願望製作金牛犢，更表現在被摩西挑
戰時的推卸責任。



聖經中有哪些害怕被拒絕的例子？

•馬可福音15：15--彼拉多要叫眾人喜悅，就釋放
巴拉巴給他們，將耶穌鞭打了，交給人釘十字
架。

•雖然耶穌沒有犯罪，但是彼拉多選擇了要取悅
百姓，所以成為歷史上著名的殺人者。他想要
得到民眾歡迎、想要維護"和諧"和人的讚賞的
心使他得罪了神。



耶穌是曾經被人拒絕的

•以賽亞書53：3--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
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
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

•耶穌，這位沒有犯過罪的，經歷了最深刻的被
拒絕。他被人拒絕，也被神拒絕，為的是要我
們不被神拒絕，並且不再生活在對人的懼怕與
恐懼之下。

•我們理解說，因著耶穌為我們所承受的被拒絕，
我們都被呼召來面對這個短暫的世界。正如我
們所得到的來自人的接納和讚賞都是暫時的，
我們被人的拒絕和羞辱也是暫時的。



耶穌是曾經被人拒絕的

•以弗所書2章--保羅講到因著基督，我們被神接
納。基督徒們，你們已經得到了你們從未想過
的接納和愛。

•希伯來書4：14-16--因為耶穌被人拒絕，所以耶
穌能夠同情和理解我們的被拒絕。不但如此，
因為他是大祭司，所以我們可以帶著我們的懼
怕來到他的面前，請求他幫助我們、拿走我們
對人的懼怕，幫助我們敬畏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