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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7日 安息日下午

不能朽壞的基業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彼前1：1－2；約3：16；結33：11；彼前1：3－21；利11：44－
45；彼前1：22－25。

存心節
「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心，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就當從心裡彼此切實相
愛。」（彼前1：22）

每當我們研讀《聖經》的時候，尤其是聚焦在一本書或甚至是一段經文
上的時候，我們一般會有幾個問題盡可能需要解答的。
首先，我們會嘗試了解誰是本書的目標受眾。其次，或許更重要的是，
我們也要知道作者寫這本書的確切原因。作者希望解決的是什麼特定的
問題（如果有的話，譬如保羅寫給加拉太人的信是關乎救恩和律法在神
學上的錯誤教導）？眾所周知，大部分的《新約聖經》是以書信的形式
寫成的，而人們通常會為了傳達特定的信息而寫信給收件人。
換句話說，當我們研讀彼得的書信時，我們必須盡可能多了解他寫這封
信的歷史背景。他究竟在說什麼，以及為什麼要這樣說？當然，最重要
的是：我們（在聖靈的啟發下，它也是寫給我們的）可以從中汲取什麼
信息？
並且我們很快就會看到，即使是在開頭幾節中，彼得就有很多重要的真
理要向遠在數世紀以後的今天的我們啟示的。
■研究本週學課，為4月8日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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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4月2日

安息日學研經指引‧高級學課‧2017年第2季‧4～6月

【致寄居者】
如果有人遞給你一張紙條，上面的
字以「敬啟者」作為開頭語，你會
意識到你在讀一封信。你會假設這
封信是來自一位可能你不太熟悉的
人。
正如現代信函都有個標準的開頭
語，那麼古代的信函也是這樣。
〈彼得前書〉就像任何一封古代的
書信一樣開始。它透露了作者和收
件人的身分。
讀彼前1：1。我們可以從這一節中學
到什麼有助於為我們提供一些背景的
細節的呢？

彼得清楚地介紹了自己。他的名字
就在信中的第一句。然而，他立
刻把自己定義為「耶穌基督的使
徒」。彼得以此馬上建立了自己的
「資格證書」，並強調他的神聖
使命。保羅也經常這麼做（加 1 ：
1 ；羅 1 ： 1 ；弗 1 ： 1 ）。彼得是一
個「使徒」，也就是「奉差遣的一
位」，而差遣他的正是主耶穌基
督。
彼得標識了收件人的所在地：本
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和

庇推尼。這些都是小亞細亞境內的
地區，大致相當於現代土耳其位於
博斯普魯斯海峽東岸的地區。
至於彼得主要是寫給猶太信徒還是
外邦信徒的問題，尚存在爭議。彼
得在彼前1：1使用的術語—「寄
居的」、「分散【散居】」—
自然指的是第一世紀生活在聖地以
外的猶太人所用的術語。彼前 1 ：
2 所用的字眼「被揀選」和「成聖
潔」，都適用於猶太人和基督徒
身上。猶太社區以外的人被描述
為「外邦人」（彼前 2 ： 12 ； 4 ：
3 ），這也強調了彼得書信的受眾
之猶太特性。
一些評論家則回應說，彼得在彼前
1：18和4：3所說的話，更適合向歸
依基督教的外邦人，而不是歸依基督
教的猶太人說的。畢竟，彼得豈會真
的寫給猶太人，叫他們脫離「祖宗所
傳流虛妄的行為」呢？或者他豈會對
猶太讀者說：「因為往日隨從外邦人
的心意，行邪淫、惡慾、醉酒、荒
宴、群飲、並可惡拜偶像的事，時候
已經夠了」（彼前4：3）呢？不過，
對我們更為重要的，不是收件人是
誰，而是其中所含的信息。

星期一

4月3日

第2課‧不能朽壞的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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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蒙揀選】
讀彼前1：2。這一節還透露了關於彼
得的收件人的什麼事？他如何稱呼他
們？

不管是具體寫給猶太人或者外邦人
信徒，有一點彼得是確定的：他們
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彼前
1：2）的。
然而，我們在這裡還需要謹慎。這
並不意味著上帝早已注定一些人得
救，一些人滅亡，而彼得寫信的受
眾恰巧是那些得蒙上帝揀選拯救的
幸運兒，而其他人則被標識為不得
救的。這不是《聖經》所教導的。
讀提前2：4；彼後3：9；約3：16；
結33：11。這些經文如何幫助我們理
解彼得稱這些人為「被揀選」的含義
呢？

《聖經》明確指出，上帝的計劃是
要每個人得救。這項計劃甚至在創
世以前就已經為人類制定了：「就
如上帝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

裡揀選了我們……」（弗1：4）。
「所有人」都「被揀選」的意思
是，上帝最初的目的是要每個人得
救而沒有人會失落。祂注定全人類
將獲得永恆的生命。這意味著，救
贖的計劃足以讓每一個人包括在贖
罪的恩典之內，即使不是每個人都
願意接受這份為他們而準備的贖罪
恩賜。
上帝對選民的先見，簡單來說，就
是祂預先知道他們將對救恩作出什
麼樣的自由選擇。這樣的預知或先
見絕不強迫他們作出任何選擇，就
如一位媽媽事先知道她的孩子必會
選擇巧克力蛋糕而不會選擇綠豆，
而她這樣的預知並沒有強迫孩子作
出選擇一樣。
你可以從上帝揀選了你，讓你得救這
個鼓舞人心的真理中得到什麼樣的保
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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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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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主題】
讀彼前1：3－12。彼得在這段經文中
的主要信息是甚麼？

在彼前 1 ： 1 － 2 ，在彼得給讀者的
問候中，他已經提到聖父、聖子、
和聖靈（彼前1：2）。這三位一體
真神構成了彼前1：3－12的主角。
聖父和聖子是彼前1：3－9的主
題，而聖靈則在彼前 1 ： 10 － 12 比
較突出。
當彼得寫到聖父、聖子和聖靈的工
作時，他介紹了許多稍後他將進一
步探討的主題。
彼得開始闡述說，基督徒已經重生
（彼前1：3；另參閱約3：7）。他
們的整個生活已經被耶穌的復活和
那在天上為基督徒存留的非凡基
業所改變（彼前 1 ： 3 － 4 ）。在這
裡，正如《新約聖經》其它許多地
方一樣，耶穌的復活對基督徒的盼
望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這個盼望給基督徒一個歡喜快樂的
理由，儘管許多閱讀〈彼得前書〉
的人正在受苦受難。這種痛苦起到
了考驗和煉凈他們信心的作用，就
像爐火試驗和煉淨黃金一樣。雖然

彼得的讀者不曾見過在世上時的耶
穌，但他們仍愛祂，並相信祂。而
他們對耶穌的信心所產生的結果就
是救恩和「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
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
在天上的基業」（彼前1：4）的應
許。
彼得也讓他們知道，古代的先知曾
經預言到「你們要得恩典」（彼前
1 ： 10 ）。《舊約》的眾先知「早
已詳細的尋求考察」（彼前1：
10）關於這些人如今正在耶穌裡體
驗到的救恩。
當他們為自己的信仰遭受迫害時，
彼得指出，他們是善與惡之間更廣
泛的爭戰的一部分。最後，他想幫
助他們對真理保持忠心，即使是落
在試煉之中。
彼前1：4提到「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
基業」。從你個人的層面想想；天上
有一個特定的地方是專為你個人保留
的。那麼你個人應該如何回應這美好
的應許呢？

星期三

4月5日

第2課‧不能朽壞的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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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著得救的生活】
讀彼前1：13－21。根據這段經文，
是什麼激勵了基督徒的行為？

在彼前1：13開始的「所以」這個
詞，表明彼得接下來所要說的話，
是從他剛剛說過的話之中引申出來
的。正如我們在昨天的研究中所看
到的，彼得剛剛才談論到上帝的恩
典和基督徒在耶穌基督裡面所擁有
的盼望（彼前1：3－12）。
這恩典和盼望所產生的結果是，彼
得敦促他的讀者要「約束你們的
心」（彼前1：13）。也就是說，
為要回應他們在耶穌裡面所擁有的
救恩，他們必須預備好他們的心，
以便能堅定立場，忠心到底（彼前
1：13）。
讀彼前1：13。「專心盼望耶穌基督
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是什
麼意思呢？

毫無疑問，彼得告訴他們，他們的
盼望惟有寄託在耶穌裡面。但他隨
後強調，作為救恩的結果，基督徒

也必須展現一定程度的行為。他指
出基督化行為背後的三大動機：上
帝的品格（彼前1：15－16）、未
來的審判（彼前1：17）、以及救
贖的代價（彼前1：17－21）。
激勵基督化行為的第一件事就是
上帝的品格。這個品格可以這樣
概括：上帝是聖潔的。彼得引述
利11：44－45的話說：「你們要聖
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彼前
1 ： 16 ）因此，那些跟隨耶穌的人
也要聖潔（彼前1：15－17）。
激勵基督化行為的第二個動機，就
是領會到聖潔的上帝將根據各人
所行的按公義審判各人（彼前 1 ：
17）。
第三個動機產生於基督徒是被贖之
民這個偉大的真理上。這意味著，
他們是用重價，即是基督的寶血
（彼前1：19）買來的。彼得強調
耶穌的死不是歷史上的一件意外事
故，而是在創世以前就已經立下的
事（彼前1：20）。
是什麼激勵你成為基督徒？如果有人
問你，你為什麼要作基督徒，你會怎
麼回答，為什麼這樣回答呢？把你的
答案帶到安息日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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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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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相愛】
接下來彼得把基督徒帶到什麼才是
過聖潔和忠心的生活的極致表現
上。
讀彼前1：22－25。關於作基督徒意
味著什麼的問題，彼得在這裡提出了
什麼重點？

彼得的出發點是，基督徒已經得了
潔淨（「你們既……潔淨了自己的
心」），並且在生活上順從真理
（彼前1：22）。「潔淨」這個動
詞是與「聖潔」密切相關的，這跟
彼得在前面幾節經文所寫的有連帶
關係（彼前1：15）。基督徒藉著
對耶穌的委身，並透過他們的洗禮
（對照彼前3：21－22），已經潔
淨了自己的心，將自己分別為聖。
他們是藉由順從真理而做到這一點
的。
隨著他們這種生命的轉變，他們自
然會發現，他們如今與其他懷有相
同世界觀的人有著密切的關係。這
種關係是如此之親密，以致彼得利
用家庭的言語來形容他們。基督徒
的行事為人應當出於愛弟兄姐妹的
心。彼前1：22在談到「愛弟兄」
時所用的希臘詞是philadelphia ，其

字面意思是「愛弟兄或姐妹」。這
是家庭成員彼此之間的愛。
在希臘文中有幾個不同的詞彙，
是被翻譯成「愛」的：philia （友
誼 ） 、e r o s （ 夫 妻 間 的 熱 烈 愛
情）、agape （尋求他人利益的純
潔之愛）。當彼得寫下「彼此切
實相愛」（彼前1：22）的時候，
他所用的希臘詞是與agape 有關聯
的。這詞通常是指尋求他人利益
的純潔之愛。所以他又加了一句
「當從心裡」彼此相愛（彼前1 ：
22 ）。這是出於透過上帝祂那不
能朽壞的道而得了「重生」的一
顆心（彼前1：23；另參閱彼前1：
3 ）。這種愛惟有從上帝而來；它
不是由一顆自私、以自我為中心的
未重生心靈所體現的愛。這無疑是
彼得如此強調得蒙潔淨和「順從真
理」（彼前1：22）的原因。我們
不能只相信真理，而是必須把真理
活出來。
我們怎樣才能學會更加有愛心？我們
必須作出什麼選擇，以便能夠表露從
一顆「純潔的心」發出的愛呢？

星期五

4月7日

第2課‧不能朽壞的基業

進修資料
讀懷愛倫著，《信息選粹》第一
卷，「生命之道基督」原文第
365 － 368 頁；「藉著基督完全順
服」，原文第373－376頁。
令人驚歎的是，〈彼得前書〉這第
一章是何等的豐富和深奧，而它所
覆蓋的範圍亦何等廣大。彼得以默
想上帝的品格作為書信的開端，並
帶入了聖父、聖子、和聖靈。聖父
在祂兒子耶穌基督裡面提供了一位
救主，而我們在祂裡面是蒙揀選作
祂成聖和順從的子民的。我們漸漸
愛上了耶穌，在祂裡面我們以崇高
的喜樂歡喜快樂，因為透過祂的受
死和復活，我們得了天上「不能朽
壞的基業」的應許。那麼，即便落
在試煉之中，我們仍然可以在基督
裡賜給我們的救恩中大大歡喜。
「他【彼得】的書信成了工具，得
用以鼓勵凡忍受磨煉和苦難之人的
勇氣，加強他們的信心，並促使凡
經受百般試煉而有放棄上帝之虞的
人重新從事善工。」— 懷愛倫
著，《使徒行述》第51章，原文第
517 頁。與此同時，眾先知蒙了聖
靈的默示，概述了彼得和他的讀者
們的日子。因此，基督徒應當過充
滿順從真理的聖潔生活，使整個社
區生發那種發自「純潔心靈」的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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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1 在班上，分享你對星期三的問題
所給出的答案：是什麼激勵我們作基
督徒？你與其他學員的答案有什麼共
同點？有什麼差別？
2 彼得在這第一章中兩次提到耶穌
的復活（彼前1：3，21）。耶穌的復
活為什麼對我們的信仰如此重要呢？
3 彼得談到了「不能朽壞的基業」
（另參閱但7：18）。 這是什麼意
思？想想這個世界上和生命中所有能
褪色或可瞬間摧毀的東西。這豈不應
該告訴我們，上帝所應許我們的基業
真是何等的美妙嗎？
4 我們的信心如何可以在試煉中成
長？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做出什麼樣
的選擇，以幫助我們從苦難中汲取教
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