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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31日 安息日下午

彼得的為人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路5：1－11；太16：13－17；太14：22－33；路22：31－33，54－62；加2：11－14。

存心節
「只因見風甚大，就害怕。將要沉下去，便喊著說：主啊，救我。耶穌趕緊伸手拉住
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什麼疑惑呢？」（太14：30－31）

彼得是兩封以他命名的書信（彼得前書和後書）的作者。他是耶穌早期
的門徒之一；在耶穌的傳道生涯期間，他都一直待在耶穌身邊；他是第
一個目睹耶穌的空墓的門徒之一。所以彼得有非常豐富的經驗，讓他在
聖靈的感動下能汲取其中的教訓以寫下這些有力的書信。「我們從前，
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祂降臨的事，告訴你們，並不是隨從乖巧
捏造的虛言，乃是親眼見過祂的威榮。」（彼後1：16）
福音書經常記載關於彼得的事，讓他的成功與失敗盡都顯露無疑。他在
門徒與耶穌互動之中經常為門徒發言。在耶穌復活升天後，彼得成為一
位出色的早期教會領袖。〈使徒行傳〉記載了關於他的事蹟，〈加拉太
書〉也一樣。
最重要的是，彼得知道犯錯、得寬恕、並且憑信心和謙卑向前邁進是怎
麼一回事。他親身經歷過上帝的恩典，故他對我們所有這些也需要經歷
同樣恩典的人而言，仍然是一道強有力的聲音。

■研究本週學課，為4月1日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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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我吧！】
當我們第一次遇見彼得的時候，他
還是加利利海上的一名漁夫（太
4：18；可1：16；路5：1－11）。
他即使辛勞了一夜，也沒能捕獲一
條魚。雖然如此，他和他的同伴們
仍然聽從了耶穌的指示，回到加利
利海上再試一次。彼得和其他人在
捕獲這麼多魚，以致他們的船差點
兒沉沒的那一剎那，必定是何等的
驚訝吧！見證了這個神蹟之後，他
們的腦子裡必定在想著什麼？
讀路5：1－9。彼得在路5：8對耶穌
所說的一番話，告訴了我們什麼關於
彼得的事？也就是說，這些話能為我
們提供什麼見解，以衡量他的屬靈狀
況到了什麼樣的階段呢？

想必彼得對他所認識的耶穌印象深
刻。即使在發生這個神蹟之前，當
耶穌吩咐這班人下網的時候，彼得
儘管因為一無所獲而一度懷疑耶穌
的吩咐，但他卻說：「但依從你的
話，我就下網。」看來，想必彼得
已經知道關於耶穌的某些事了，而
這項認知迫使他服從。事實上，有
證據表明，在此事之前，彼得已經
跟過耶穌一段時間的了。

也許一個關鍵點可以在路5：3中找
到，當中談到了在得魚的神蹟之前
所發生的事。「有一隻船，是西門
的，耶穌就上去，請他把船撐開，
稍微離岸，就坐下，從船上教訓眾
人。」也許耶穌在這裡所說的話預
先在彼得的腦海中留下了這種深刻
的印象。
然而，這個神蹟之後，彼得感覺到
耶穌身上還有更多的東西，一些聖
潔的東西，是與他自己的罪惡形成
對比的。彼得覺悟到自己的罪，並
且願意公開承認這一點，這說明他
的心是極度向主敞開的。難怪他被
選召！無論他的缺點是什麼，而他
確實有很多缺點，彼得仍是個屬靈
的人。他願意跟隨主，不計任何代
價。
讀路5：11。我們在這裡看到什麼重
要的原則？這節經文說明耶穌所要求
的是什麼樣的委身呢？當這些漁夫的
網裝滿魚的時候，他們竟然願意放棄
這一切，這也說明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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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基督】
耶穌的故事中最宏偉的時刻之一，
發生在祂與彼得之間的一個對話之
中。耶穌才剛剛應付了一班不斷挑
戰祂給他們一個能證明祂身分的記
號的文士和法利賽人（參閱太16：
1－4）。接下來，當耶穌單獨與門
徒在一起的時候，祂論到自己所行
過的兩個神蹟，就是祂兩次用幾塊
餅和幾條魚給數千人吃飽的神蹟。
祂是在警告門徒提防「法利賽人和
撒都該人的酵」（太16：11）的背
景之下行這一切事的。
讀太16：13－17。這裡正發生了什
麼事呢？彼得對耶穌所說的話有什麼
意義呢？

彼得在這裡大膽地宣告他對耶穌的
信心。而且從太16：20，我們可以
清楚看到，他對基督身為彌賽亞的
承認，也得到其他人的認同。這在
耶穌的事工上形成了一個轉折點，
儘管祂的門徒，包括彼得，還有很
多東西要學習的。
「門徒還是希望基督在世上作王。
祂雖然長久沒有透露自己的計劃，
他們相信祂總不會長此窮困、湮沒
無聞的；他們總以為祂立國的時候
已近。至於說，祭司和拉比們的仇
恨永不消退，基督將為本國人所棄

絕，被判為詐騙犯，並被當作罪犯
釘死在十字架上，門徒從來沒有這
樣想過。」—懷愛倫著，《歷代
願望》第45章，原文第415頁。
門徒一旦承認了耶穌為彌賽亞，耶
穌便開始教導他們，說祂必須受難
受死（參閱太16：21－23），這樣
的概念是彼得無法接受的。彼得竟
然「斥責」耶穌。耶穌就轉過身
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
吧！」（太16：23）這是祂在傳道
生涯中對任何人說過的最苛刻的話
之一；然而，祂這樣做是對彼得有
益的。彼得的話反映了他自己的慾
望，也就是他對自己想要的事所懷
的自私態度。耶穌必須馬上就地阻
止他（雖然耶穌事實上是對撒但說
話，但彼得領會了）。彼得需要學
習的是，事奉主必然會涉及痛苦。
後來他真的學到了這門功課。這一
點在他後來的書信中非常明確（參
閱彼前4：12）。
你的個人慾望與你知道上帝要你做的
事是否經常起衝突呢？在這些情況
下，你如何決定要怎麼辦？

星期二

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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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面上行走】
門徒跟著耶穌一起生活期間，他們
見證了許多奇事，然而當中沒有
一件事能比得上太14：13－33；可
6：30－52和約6：1－21所描述的
事件。耶穌用五餅二魚讓五千多人
吃飽。再問，門徒目睹了這種情形
之後，想必他們的腦海湧現什麼想
法？
讀太14：22－33。我們從這則故事中
所能汲取的最重要信息是什麼，以幫
助自己在與主同行的經驗上有長進？

這些門徒在五餅二魚的神蹟上目睹
了耶穌神奇的大能。祂確實掌控著
自然界。或許就是這個原因驅使彼
得作出他那大膽，或甚至是冒昧的
請求：「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
水面上走到你那裡去。」（太14：
28）這是何等大的信心表現啊！
接著，耶穌認可了彼得的信心，並
吩咐他過來。於是彼得走向耶穌，
這是彼得信心的另一個表現。在平
靜的水面上行走已經很不容易，但
彼得是在風暴中波濤洶湧的海面上
行走的。
這則故事的通常教訓是關於把視線

轉離耶穌。但是，當中還有更多的
教訓。彼得確定全心信任耶穌，否
則他絕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然後
又採取行動。然而，一旦他採取了
行動，他便開始感到害怕，而就在
這種恐懼中，他開始往下沉。
為什麼呢？難道耶穌不能無視彼得
的恐懼而讓他浮在水面上嗎？然
而，耶穌容許彼得達到一個他什麼
都做不了的地步，以致他無助地
喊道：「主啊，救我！」（太14：
30）
然後耶穌伸出祂的手，按著彼得的
呼求而將他救起。耶穌本可以無需
身體接觸而單純讓他浮在水面上，
但祂並未這麼做，反而「趕緊伸手
拉住他」（太14：31），這一事實
肯定幫助彼得意識到自己多麼需要
學習如何倚靠耶穌。
我們怎樣可以懷著極大的信心啟程，
一路信靠主的大能，且當情況變得可
怕的時候，記住耶穌對彼得所說的
話：「你這小信的人哪，為什麼疑惑
呢？」（太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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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認他的主】
讀路22：31－34，54－62。我們可
以從彼得的失誤上汲取甚麼教訓？

因而他在靈性上沒有準備好去面對
即將臨到的事。懷愛倫寫道：「如
果彼得在園中的幾個小時用來警醒
禱告的話，……【他就】不至於不
認他的主。」—《歷代願望》第
75章，原文第714頁。

彼得的言行是出於善意的。其實，
他比其他門徒的表現還更勇敢。他
為了窺探究竟什麼事情會臨到耶穌
身上而緊緊地跟隨著耶穌。但他這
樣做的時候，卻決定隱瞞自己的真
實身分。這種妥協，這種偏離正道
的做法，導致他三次否認他的主，
正如耶穌曾警告過他那樣。

是的，彼得的失誤相當淒慘。但即
使他的失誤極其重大，上帝的恩典
卻更大。「只是罪在那裡顯多，恩
典就更顯多了。」（羅 5 ： 20 ）耶
穌的寬恕造就了彼得，使他成為早
期基督教會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這
給我們留下一個多麼強大的教訓，
讓我們領悟到上帝的恩典是真實
的。這也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教
訓，儘管我們失誤了，我們仍應該
繼續憑信心向前邁進！

彼得的這則故事以可悲的方式教導
我們，妥協能帶來相當嚴重的後
果。
眾所周知，因過去基督徒妥協了重
要的真理而導致可悲的後果，從而
使基督教歷史蒙上了污點。儘管生
活本身往往需要妥協，而我們有時
候也必須願意取捨讓步，但在重
要的真理上，我們必須立場堅定。
作為上帝的一班子民，我們必須學
習，在任何情況之下，什麼是我們
永遠不能妥協的事（參閱例如啟
14：12）。
根據懷愛倫的敘述，彼得的妥協和
失敗是在客西馬尼園開始的，當時
他並沒有警醒禱告，而是睡著了，

是的，彼得懂得被饒恕的意義何
在。他親身體驗過並且知道福音究
竟是怎麼一回事。他不但經歷過他
自己人性罪惡的一面，也嚐過了上
帝對罪人的愛與恩典的偉大和深
度。
我們怎樣才能學會饒恕那些像彼得令
耶穌失望那樣令我們失望的人？

星期四

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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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身為教會領袖】
在耶穌的傳道生涯期間，彼得經常
扮演十二門徒的領導角色。他是他
們一貫的發言人。當馬太列出門徒
的名單時，他說：「頭一個叫西
門，又稱彼得。」（太 10 ： 2 ）彼
得也在早期教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
色。是彼得主動委任一名門徒，以
取代出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徒
1 ： 15 － 25 ）。在五旬節的日子，
是彼得向眾人解釋說，他們正見證
了所應許的聖靈的恩賜，從上帝
那裡沛降在祂的子民身上（徒 2 ：
14－36）。當彼得因涉嫌談論死人
的復活而遭當局逮捕的時候，是
他向大祭司和聚集的猶太首領講
話（徒4：1－12）。是彼得被領到
哥尼流面前，就是那首位被接納
為耶穌門徒的外邦人（徒 10 ： 1 －
48）。保羅悔改之後首次到訪耶路
撒冷花了15天進行拜訪的對象，也
是彼得（加 1 ： 18 ）。保羅在描述
當時住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圈子的
時候，確實指出了教會的三個「支
柱」：彼得、耶穌的兄弟雅各、和
祂的愛徒約翰（加2：9）。
讀加1：18－19；2：9，11－14。這
些經文告訴我們關於彼得的什麼事，
即使他在早期教會中起到如此顯著的
作用？

即使身為一名教會領袖，也是一位
受到主耶穌明確呼召的人（耶穌吩
咐彼得去「餵養我的羊」【約21：
17 】），即使獲得了異像，受命
「無論甚麼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
潔淨的」（徒10：28），但彼得仍
然有一些重要的成長必須經歷的。
在教會的初期，幾乎所有的基督徒
都是猶太人，其中許多人更是「為
律法熱心」（徒21：20）的一群。
根據他們對律法的解釋，與外邦人
吃飯是有問題的，因為外邦人被認
為是不潔淨的。當一些猶太人基督
徒從耶路撒冷的雅各那裡來到安提
阿時，在安提阿的彼得竟然停止與
外邦人吃飯。
對保羅而言，這樣的行為是一種對
福音本身的攻擊。他將彼得的行為
視為明顯的虛偽，而在這方面他也
不害怕去挑戰他。事實上，保羅還
利用這個機會來表達基督教信仰的
主要教訓：罪人是唯獨因信而稱義
的（參閱加2：14－16）。
雖然彼得為神所呼召，但他仍有一些
盲點需要糾正的。當別人試圖指出我
們自己的「盲點」時，我們該如何回
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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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懷愛倫著，《歷代願望》第 25 章
「海邊的呼召」，原文第244－251
頁；第40章「湖上的一夜」，原文
第377－382頁。
不管是在早期作漁夫時承認自己有
罪，或在耶穌面前大膽的宣告祂
為「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
（太16：16），或在他犯下不認主
的嚴重錯誤的一刻，甚至在他作為
教會領導人所經歷的成功與失敗
上，彼得確實一直都扮演著關鍵的
角色。因此，在聖靈無誤的感動之
下，他可以寫下他所做的，不僅從
理論性的知識，也取自他本身的經
驗。他不僅認識基督的救贖恩典，
也認識祂的改造恩典：「在他的重
大失足之前，他總是冒失主觀的，
隨著衝動說欠考慮的話。他隨時準
備糾正別人，在對自己或自己要說
的話有清楚的了解之前，就發表意
見。但是彼得悔改了。悔改後的彼
得與從前魯莽衝動的彼得迥然不
同。雖然他仍保留有從前的熱情，
但基督的恩典已管制了他的熱心。
他不再是衝動、自信、自高的了，
而是沉著、自持、可教的了。因而
他就能餵養基督羊群的羊和小羊
了。」— 懷愛倫著，《教會證
言》第五卷，原文第334－335頁。
我們當中有誰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
對彼得的經歷感同身受呢？誰有時

候不曾大膽地堅持自己的信念呢？
誰有時候不曾失足呢？
討論問題
1即使彼得曾經不認耶穌，但他不僅
在早期教會甚至在基督教信仰本身之
中仍然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事
實告訴我們上帝的恩典是怎麼樣的
呢？（畢竟，他寫了《新約聖經》的
一部分）。我們可以從他的挽回當中
汲取什麼教訓，以幫助我們曉得如何
去對待那些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讓主失
望的人？
2在班上，討論更多關於妥協對教會
所帶來的危險。我們怎樣才能知道在
哪些方面我們需要互相遷就，在哪些
方面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妥協的
呢？我們在教會歷史中可以找到什麼
例子，說明妥協將導致災難性的後
果？我們可以從這些事件中汲取什麼
教訓？
3彼得經歷了艱辛的路途好不容易才
學到了一些教訓。看到他的失誤，我
們怎樣才能學到我們需要學習的教
訓，但又能避開彼得所走的坎坷道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