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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14日 安息日下午

有君尊的祭司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彼前2：1－3；來4：12；彼前2：4－8；賽28：16；出19：3－6；彼前2：5，9－10。

存心節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上帝的【特殊】子
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2：9）

彼得既沉浸在猶太文化，宗教、和歷史之中，便稱他的基督徒讀者為
「聖潔的國度，屬上帝的子民」。他這樣寫，是採用了《舊約》中用於
古以色列民身上的立約言語，轉用於新約教會上。
這也難怪：外邦信徒已被接到上帝的立約子民身上去了。他們如今也有
分承受這約的應許。「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接在其
中，一同得著橄欖根的肥汁。你就不可向舊枝子誇口，若是誇口，當知
道不是你托著根，乃是根托著你。」（羅11：17－18）
在本週的經文中，彼得向他的讀者指出他們作為上帝立約的子民，即那
些（用保羅的言語）被接在橄欖樹之中的人，所附帶的神聖責任和崇高
呼召。而這些責任也同樣是古以色列民所有的責任—宣揚主所賜救恩
的偉大真理。

■研究本週學課，為4月15日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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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著基督化生活】
彼前2：1以「所以」兩個字作為開
頭，這意味著接下來的話是先前的
話所引出的結果。我們看到，彼前
第 1 章是一篇關於基督為我們成就
的事以及我們應該如何回應祂為我
們成就的事的精心傑作。在下一章
中，彼得重拾這一主題，並加以進
一步闡釋。
讀彼前2：1－3。彼得告訴我們，我
們應當怎樣生活？

彼得分別使用兩幅圖像來表明基督
徒有雙重任務在身。一幅是消極
的，因為有些東西必須被拋棄；另
一幅則是積極的，因為我們應該嘗
試去做一些事情。
在他的第一幅圖像中，彼得敦促基
督徒擺脫惡毒、詭詐、假善、嫉妒
和一切毀謗的話（彼前2：1）。在
這一過程中，基督徒的行事為人必
有別於他們周圍的許多人。因為他
們已丟棄惡毒，所以他們不會想去
傷害別人，而相反的，他們會尋求
他人的利益。由於基督徒已經拋棄
偽善的心，所以他們不會作出欺騙
別人的行為來，反而會表現坦率和
誠實。基督徒不會羨慕那些比他們

富足的人。他們會滿足於自己的生
活，並在上天所安置他們的地方興
盛起來。他們也不會故意發表有損
他人名譽的言論。
彼得使用的第二幅圖像— 像才
生的嬰孩渴愛奶一樣（彼前2：
2 ）—為他的指示提供了積極的
一面。基督化生活不僅是放棄不良
嗜好的問題。這樣的生活會是空虛
的。不，這是一個尋求屬靈滋養的
問題，只不過這種追求的強度是與
一個飢餓的嬰兒大聲哭嚷著討牛
奶喝的強度相同。他給讀者指出
了這種屬靈滋養的來源（另參閱
來4：12；太22：29；提後3：15－
17），即是上帝的道《聖經》。只
有在上帝的話語中，我們才能在靈
性和道德上有所長進，因為在上帝
的道中，我們獲得了關於耶穌基督
之盡可能最充分的啟示，至少對我
們來說是如此。而在耶穌裡，我們
找到了我們所愛和事奉的聖潔之神
的品格和本性之最大象徵。
這兩種概念是如何彼此相關的：那就
是，從上帝的道中追求屬靈的滋養為
什麼會幫助我們放下彼得所警告的不
良行為和態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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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石】
讀彼前2：4－8。（另參閱賽28：
16；詩118：22；賽8：14－15）彼
得在這裡指的是什麼關鍵的真理呢？
他敦促我們應該如何以行動來回應耶
穌？

彼得吩咐他的讀者尋求屬靈滋養
後，立即把他們的注意力引向活石
耶穌基督身上。活石最有可能是指
著耶路撒冷的聖殿而言。在彼前
2 ： 4 － 8 ，他引用了三段《舊約》
經文，以突顯房角石的重要性。房
角石是代表耶穌在祂教會中所扮演
的角色。不光是彼得將這些經文與
耶穌聯繫在一起，連耶穌自己在總
結一個比喻時也引用了詩118：22
（參閱太21：42）。彼得在徒4：
11對猶太人領袖的講話中也同樣指
出耶穌為房角的頭塊石頭。而保羅
在羅9：33則引用了賽28：16。
彼得的觀點是，即便耶穌被拒絕，
被釘在十字架上，然而祂卻蒙上帝
所揀選，成為上帝靈宮的房角石。
那麼，基督徒便是那些被砌成這座
靈宮的活石。彼得藉著使用房角石
和石塊的術語來呈現教會的形像。
教會是創立在耶穌身上的，但也是
由那些跟隨祂的人所組成的。

請注意，成為基督徒意味著你成為
一個基督徒團體或地方教會的一份
子。就像一塊磚石是要被堆砌在一
個更大的結構上一樣，基督徒也不
是蒙召作耶穌孤立離群的門徒。一
個不與其他基督徒一同崇拜和工作
以推進上帝國度的基督徒是個自相
矛盾的說法。基督徒受洗歸入基
督，而藉著受洗歸入基督，他們便
歸入祂的教會了。
彼得也談到了教會的功能。教會必
須形成一個獻上「靈祭」的「聖潔
的祭司」制度（彼前2：5）。在希
伯來文《聖經》中，祭司作為中保
在上帝與祂子民之間進行調解。彼
得和其他《新約聖經》作者的著作
經常都使用聖殿和祭司的言語來把
教會呈現為上帝的活殿，而上帝的
子民則被呈現為聖殿的祭司。他指
著《舊約聖經》的崇拜制度，以揭
開基督徒今天應該如何行事為人的
真理。
再讀彼前2：5。「奉獻靈祭」是什麼
意思？基督徒身為崇拜團體的一份子
如何奉獻靈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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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立約的子民】
彼得大都是從《舊約聖經》的角度
來寫信的。而在這角度的核心中就
是立約的概念。立約的概念在猶太
教和基督教神學中都是一個核心的
主題。
何謂「約」呢？
「約」（希伯來文berit ）是一個用
以描述雙方所立的條約或正式協議
的一個詞。它可以是兩個人之間所
立的約（例如，在創31：44拉班與
雅各之間所立的約），也可以是二
王之間所立的一個條約（例如，
在王上5：12所羅門王與希蘭王之
間所立的約，這裡的berit 一詞在英
文聖經《英王欽定本》被譯為「聯
盟」，而在《新修訂標準版》則被
譯為「條約」）。它也可以是一個
王與他的臣民所立的約，如大衛王
與以色列的眾長老之間所立的約
（撒下5：3）。這些主題中最突出
的，是存在於上帝與亞伯拉罕的後
裔，即祂的選民，之間的特殊立約
關係。
讀創17：1－4；出2：24；出24：
3－8。關於上帝與以色列所立的約，
這些經文告訴我們什麼？

15：9－21；17：1－26）。當上帝

從埃及地救出自己的百姓脫離壓迫
（出2：24）的時候，祂「記住」
了這個約。在摩西的時代，當上帝
賜下十條誡命和其它律法給以色
列人時，祂更新了這個約（出19：
1－24：8，尤其是出24：3－8）。
但這約的應許不是無條件的。 「耶
和華曾與他們立約，只要他們忠心
遵守祂的命令，祂就會賜福給他
們，使他們所有的都增多，並祝福
他們手中一切所做的。」—懷愛
倫著，《教會證言》第二卷，原文
第574頁。
的確，眾先知一再警告以色列有關
不順從上帝律法的危險，而他們經
常使用的言語往往讓人想起立約的
事。有人認為，除了〈但以理書〉
和〈啟示錄〉的預言之外，《聖
經》裡的許多預言都是有條件的。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順從的概念在
約的應許上如何處於中心地位。上
帝在立約中所預言的祝福都是附帶
條件的，條件就是順從上帝的律
法，而滅亡的預言只適用於不順從
的人身上。
你與上帝有個立約的關係，這對你有
什麼意義？這個立約的關係賦予你什
麼義務呢？

《聖經》的第一本書〈創世記〉講
述上帝如何與亞伯拉罕立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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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君尊的祭司】
在〈出埃及記〉第19章，耶和華對
摩西說：「你要這樣告訴雅各家，
曉諭以色列人，說：我向埃及人所
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
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
我。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
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
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
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
民。」（出19：3－6）
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之前數千年，上
述這段經文就已經揭開了福音的信
息：上帝救贖祂的子民，把他們從
罪和罪的捆綁中救出來，然後吩咐
他們愛祂並順從祂，使他們在祂眼
中和世人面前成為一個特殊的約
民。
讀彼前2：5，9，10和出19：6。彼
得稱基督徒為「有君尊的祭司」和
「聖潔的國度」（彼前2：9），他這
樣說是什麼意思呢？這樣的言語說明
我們基督復臨安息日會信徒有什麼義
務呢？

「靈宮」、「被揀選的族類」、
「有君尊的祭司」和「屬上帝的子
民」這些詞彙都是榮譽的術語，在

《聖經》中是用以描述上帝與亞伯
拉罕的後裔之間的特殊關係。現
在，在《新約聖經》的語境下，以
及耶穌和十字架的背景之下，彼得
使用相同的立約言語，並把它應用
到教會的成員身上。上帝曾經與以
色列所立的約的應許，現在已經擴
大，不只包括相信耶穌的猶太人，
也包括外邦信徒在內。是的，透過
耶穌，外邦人也可以算得上是亞伯
拉罕的子孫。「你們既屬乎基督，
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
承受產業的了。」（加3：29）藉
著基督，任何人，不管他的身世，
都可以成為這「有君尊的祭司」的
一分子。
聖潔的國民？有君尊的祭司？若應用
在我們自己身上的話，這類的術語在
我們個人或團體所度的生活上應該具
有什麼意義呢？我們怎樣才能好好響
應這崇高的呼召呢？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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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美德】
彼得的書信與舊約教會的相似之
處，並不只有救恩和我們蒙神呼召
及揀選而已。問題是，我們是為了
什麼目的而蒙召出來及被揀選的？
彼得很快便給出了答案。
彼得指出，這種特殊關係是有目的
的。基督徒要「宣揚那召你們出黑
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
2：9）這就是古以色列所應該做的
事。上帝呼召他們在世上作祂的見
證人。上帝的旨意是要透過祂的約
民古以色列來祝福整個世界。
讀下列經文。它們之間有什麼共同
點？申4：6；26：18－19；賽60：
1－3；亞8：23。

古以色列作為約的子民有一個使
命，就是要將主所賜下的救贖福音
傳遍全世界。基督徒也有相同的神
聖使命。他們蒙召去與他人分享他
們對上帝的經驗和知識，以及上帝
藉著基督為世人所成就的事。
讀彼前2：10。這節經文對基督徒的
整體使命和目的為什麼如此關鍵？

世界正沉浸在罪惡、死亡、和即將
到來的厄運中。但耶穌卻犧牲自己
的性命來拯救每一個人免於滅亡。
就如古以色列的情況一樣，榮譽的
條件也是責任的條件。基督徒有一
個特別崇高的地位：作為上帝的子
民。但這一高位附帶著責任，他們
必須邀請其他人來分享這個崇高的
地位。正如彼前2：10所說，基督
徒現今已形成自己的民族。他們曾
經不是一個民族，但現在他們已經
得了憐憫，成為一個聖潔的民族
（參閱何第1和2章）。在《聖經》
中為了崇拜的目的，「聖潔」通常
具有分別為聖的含義。
因此，作為一個「聖潔」的國民，基
督徒應該在生活上分別為聖，過著與
眾不同的生活。你們也應該像寒夜裡
的一把火，吸引別人來取暖。基督徒
有責任與他人分享你們有分領受的榮
耀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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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教會在上帝的眼中乃是極為貴重
的。祂重視教會，並非因為它表面
上的優越，乃是因為它具有一種與
世界完全不同的真誠敬虔。祂乃是
根據教友對於基督的認識所有的長
進，以及他們屬靈經驗的進度而評
定教會價值的。基督渴望從祂的葡
萄園中收取聖潔和不自私的果子。
祂尋求仁愛和良善的原則。那些作
基督代表之人所要表現的性情與品
格的美，乃是一切藝術的美所不能
比擬的。惟有那縈繞著信徒心靈的
恩惠的氣氛，以及聖靈在人心意上
所作的運行，才能使他成為活的香
氣叫人活，並使上帝能賜福與他的
工作。」—懷愛倫著，《基督比
喻實訓》第23章，原文第298頁。
討論問題
1 蒙召走出黑暗進入「奇妙光明」
是怎樣的呢？這意味著什麼？如果你
要向一個不相信耶穌的人解釋這個概
念的話，你會怎麼說？黑暗是什麼？
光明是什麼？而在彼得寫這句話的意
義上來看，光明與黑暗之間有何區
別？
2「 我 照 著 耶 和 華 我 上 帝 所 吩 咐
的，將律例、典章、教訓你們，使你
們在所要進去得為業的地上遵行。所
以你們要謹守遵行，這就是你們在萬
民眼前的智慧、聰明。他們聽見這一

切律例，必說：這大國的人真是有智
慧，有聰明。哪一大國的人有上帝與
他們相近，像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在
我們求告祂的時候與我們相近呢？又
哪一大國有這樣公義的律例、典章，
像我今日在你們面前所陳明的這一切
律法呢？」（申4：5－8）。這番話
在哪些方面適用於我們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信徒以及因我們被賦予的一切，
上帝呼召我們去做的事？
3 讀彼前2：3。彼得這句「你們若
嚐過主恩的滋味」是什麼意思呢？你
如何「嚐過」主的恩典呢？
4 看看你的地方教會。你的教會或
教友有什麼能吸引人的地方，尤其是
那些對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或我們的信
仰一無所知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