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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學研經指引‧高級學課‧2017年第2季‧4～6月

4月15日－21日 安息日下午

社交關係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彼前2：13－23；彼前3：1–7；林前7：12－16；加3：27，28；徒5：27－32；利19：
18。

存心節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彼前4：8）

彼得的書信還迎面解決當時一些棘手的社會問題。舉例來說，基督徒應
該如何在一個壓迫和腐敗的政權之下生活，如他們大多在當時所經歷
的：即異教羅馬帝國？彼得告訴他的讀者什麼？他的話對我們今天有何
意義？
基督徒奴隸應該如何應對他們主人的嚴厲和不公？雖然現代僱主與僱員
之間的關係有別於第一世紀的主人與奴隸之間的關係，但彼得所說的話
無疑會在那些不得不面對不合理的老闆的僱員心裡產生共鳴。有趣的
是，彼得指向耶穌祂在別人惡待祂的時候如何回應，以讓基督徒在面臨
著同樣問題時能以耶穌為榜樣（彼前2：21－24）。
丈夫和妻子應該如何彼此互動，尤其是當他們在最根本的問題如宗教信
仰上有分歧的時候？
最後，基督徒應該如何看待社會秩序，當事實上社會和／或政治秩序無
疑地出現腐敗及違背基督教信仰的情況？

■研究本週學課，為4月22日安息日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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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4月16日

安息日學研經指引‧高級學課‧2017年第2季‧4～6月

【教會與政府】
雖然《聖經》是很久以前寫的，但
它所談到的課題卻與我們今天息息
相關，比如基督徒與他們的政府之
間的關係。
在某些情況下，這是很明顯的。
〈啟示錄〉第13章談到將來有一個
時候，當服從政治勢力就等於違背
上帝的誡命。在這樣的情況下，我
們的選擇是明確的。（參閱星期四
的研究）
讀彼前2：13－17。上帝的道在這裡
告訴我們什麼，叫我們如何看待政
府？

住在羅馬帝國境內的人都知道羅馬
帝國所犯下的罪惡。這些罪惡在雄
心勃勃任意妄為的人使用無情的軍
事力量之情況下越演越烈。任何抵
抗都會引來暴力相待。有系統性的
酷刑和釘十字架的死刑只不過是其
中兩種加在犯人身上的恐怖刑罰。
羅馬政府充斥著裙帶關係和貪污腐
敗的現象。統治層的精英以徹底傲
慢和冷酷的方式來行使權力。儘管
如此，彼得仍然敦促他的讀者接受
帝國中各機構的權威，從在上的君
王以至君王所派的臣宰，無一例外

（彼前2：13－14）。
彼得闡述說，君王和臣宰懲罰作
惡者，並讚賞行善者（彼前2：
14）。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在塑造
社會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事實上，儘管羅馬帝國的缺點層出
不窮，但她的確維持了的穩定。她
帶來了和平與自由，使國家脫離戰
爭的殘酷。她所實施的公平正義雖
然嚴酷，但卻仍然建立在法治的基
礎上。她修建道路，並設立了貨幣
體系，以支持其軍事需要。透過這
些措施，羅馬創造了一個環境，使
其人口得以劇增，而人民在許多情
況下得以繁榮昌盛。由此看來，彼
得對政府的評論是有道理的。沒有
一個政府是完美的，其中肯定包括
彼得和他的受眾所居住的國度在
內。所以，我們可以從彼得學到的
是，基督徒需要竭力成為好公民，
並盡可能服從他們國家的法律，即
使他們生活在一個不完美的政權之
下。
基督徒即使在不理想的政治局勢之
下，也要盡力成為好公民，這為什麼
重要呢？你能做些什麼來改善你的社
會，即使是一點點？

星期一

4月17日

第4課‧社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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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與奴隸】
讀彼前2：18－23。我們今天要如何
理解這段經文難解的內容？我們可以
為自己從中汲取什麼原則？

若認真閱讀彼前2：18－23的話，
我們會發現，這段經文其實不是認
可奴隸制度，而是發出屬靈的勉
言，教人如何對待在當時改變不了
的困境。
彼前2：18的「僕人」，是從希臘
文oiketes 翻譯過來的，具體用於指
家庭奴僕而言。比較常用於指奴僕
的doulos ，則用於弗6 ：5中。這節
經文也向奴僕發出類似的勸勉。
在高度階級化的羅馬帝國當中，奴
僕被視為法定的財產；他們都在主
人的絕對控制之下。主人可以隨意
善待或苦待他們。這些奴隸來自幾
個源頭：戰敗的軍人、奴隸的孩
子、以及被「販賣」以還清其債務
的人口。有些奴隸被賦予很大的責
任。有些受命管理主人的大農場。
其他則管理主人的財產和商業利
益，有的甚至教育主人的孩子。
一名奴隸的自由是可以購買的；在
這種情況下，這名奴隸被描述為

「得贖」的。保羅用這種言語來形
容耶穌為我們所成就的一切（弗
1 ： 7 ；羅 3 ： 24 ；西 1 ： 14 ；彼前
1：18，19）。
我們必須記住的是，一些早期的基
督徒是奴隸身分。因此，他們知道
自己深陷於他們無法改變的制度之
中。那些不幸有苛刻和不講理的主
人的奴僕，他們的情況特別困難；
即使是那些有好主人的奴隸也可
能面臨艱難的情況。彼得向所有
作奴僕的基督徒所發出的指導，
是與《新約》中的其它說法一致
的。他們應該順從和忍耐，正如基
督自己順從和忍耐一樣（彼前2：
18－20）。那些因犯錯而遭受懲罰
的奴僕不得誇口。不，基督的真正
精神，是當他們遭受不公對待的時
候彰顯出來的。像耶穌一樣，在這
種時候，基督徒被罵不可還口，也
不可威嚇人，卻要將自己交託給
上帝，等祂按公義審判（彼前2：
23）。
我們可以從彼得在這裡寫的話語中獲
取什麼實用的東西？那麼，這是否意
味著，我們永遠不可站出來維護自己
的權利？把你的答案帶到安息日學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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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4月18日

安息日學研經指引‧高級學課‧2017年第2季‧4～6月

【妻子與丈夫】
讀彼前3：1－7。彼得在這段經文中
針對什麼特殊情況而言？他所說的如
何跟當今社會上的婚姻有關係？

經文中有一個顯著的線索，能讓
細心的讀者摸出彼得在彼前3：1－
7 所處理的問題。在第 3 章的第 1 節
裡，彼得說，他在談論「不信從道
理」的丈夫。換句話說，彼得所談
論的是，當一個基督徒妻子嫁給了
一個非基督徒丈夫時，應該怎麼辦
（即使不信的丈夫屬於少數）。
一個基督徒妻子嫁給一個與她不同
信仰的丈夫時會發現許多困難。在
這些情況應該怎麼辦呢？她該離開
她的丈夫嗎？彼得，就像保羅在其
他地方一樣，不建議基督徒妻子離
開不信主的丈夫（參閱哥林多前書
7 ： 12 － 16 ）。相反地，彼得說有
一個不信主的丈夫的妻子必須過一
個榜樣的生活。
在第一世紀羅馬帝國婦女可以扮演
的角色大部分是由各自的社會所決
定。例如，羅馬籍的妻子在關於財
產及法律救濟的法律之下較彼得書
信的讀者中多數婦女享有更多的權
利。但是在某些第一世紀社會，在

許多宗教，婦女是排除在政治政府
及領導的參與之外的。彼得鼓勵基
督徒婦女採行一套可以令她們得到
欽佩的標準。他鼓勵她們要有貞節
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彼得前書 3 ：
2 ）。他建議基督徒婦女應重視內
在的美德勝於對時尚髮型、珠寶及
昂貴服裝等裝飾的興趣（彼得前書
3 ： 3 － 5 ），一個基督徒婦女會以
將基督教介紹給與她最親密地住在
一起—她的丈夫的方法作為行為
依據。
彼得的話不應該被作丈夫的視為一
項可以任何方式虐待自己妻子的認
可。如他所指出，丈夫應體貼自己
的妻子（彼前3：7）。
雖然彼得所針對的是一個特定的問
題，即嫁給非信徒丈夫的基督徒妻子
所面對的問題，但我們是否仍然可以
看到一點基督化婚姻的理想模式：基
督徒伴侶在生活上應該相互扶持，在
他們日常活動中敬拜上帝時要用誠實
透明來過生活。

星期三

4月19日

第4課‧社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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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關係】
讀羅13：1－7；弗5：22－33；林前
7：12－16；加3：27－28。保羅在
這些經文中所說的，與彼得在彼前
2：11－3：7所說的比較如何？

保羅在好幾個地方針對彼前2：
11－3：7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作出答
覆。他的話和〈彼得前書〉裡的話
十分一致。例如，像彼得所說的
一樣，保羅也奉勸他的讀者務要
順服那「在上有權柄的」（羅13：
1 ）。統治者是上帝所委任的，只
有作惡的人才需要懼怕掌權的，行
善的人不需懼怕（羅 13 ： 3 ）。因
此，一個基督徒就應該這樣行：
「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當得糧
的，給他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
稅。當懼怕的，懼怕他。當恭敬
的，恭敬他。」（羅13：7）
保羅還強調，嫁給不信的丈夫的婦
女當度模範的生活，而她們的丈
夫可能因此而加入教會（林前 7 ：
12－16）。保羅的基督化婚姻模式
也是一種相互的關係。丈夫應該愛
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愛教會一樣
（弗 5 ： 25 ）。此外，他還建議奴
僕應當順從他們地上的主人，如同

他們順從基督一樣（弗6：5）。
那麼，保羅願意在法定的文化界限
之內看著辦。他了解自己的文化，
什麼可以改變，什麼不可以改變。
然而，他也看到在基督教裡面，有
一種力量最終能改變社會對人的看
法。正如耶穌沒有嘗試帶來任何形
式的政治革命來改變社會秩序，彼
得或保羅也都沒有這麼做。反之，
變革可藉由敬虔的人在社會上發揮
潛移默化的影響而來。
讀加3：27－29。雖然這段經文明顯
是一段神學論述，但它可以有什麼強
烈的社會含義，關於基督徒應該如何
彼此看待彼此相交，因為耶穌為他們
所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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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4月20日

安息日學研經指引‧高級學課‧2017年第2季‧4～6月

【基督教與社會秩序】
儘管保羅和彼得知道，任何人為的
組織和政府都是有缺陷的，有時甚
至是有罪的，又儘管他們與政府和
宗教領袖有過不好的經驗，但他們
倆仍然敦促早期的基督徒務要順服
人為的權威（彼前2：13－17；羅
13：1－10）。他們說，基督徒應
該納稅，並履行強制性的勞動義
務。基督徒應該竭盡所能成為模範
公民。
讀徒5：27－32。彼得所提倡對掌權
者的順服（彼前2：13－17），與彼
得和其他使徒在這一樁事件中實際上
所行的，兩者之間有什麼關係？

基督教會的早期成功導致彼得和約
翰遭逮捕（徒4：1－4）。他們被
官長、長老、和文士盤問，然後在
受到當局嚴厲警告，叫他們停止傳
道之後即獲釋（徒4：5－23）。此
後不久，他們再次被捕，並且被問
他們為什麼沒有遵循當局所吩咐他
們的話去行（徒5：28）。於是彼
得回答說：「順從神，不順從人，
是應當的。」（徒5：29）
我們必須從這句話中汲取什麼重要的
真理？

彼得不是個說一套，做一套的偽君
子。當事態演變成一個順從上帝或
順從人的問題時，選擇就清楚了。
若非如此，基督徒就應當支持和
服從政府，即使他們也努力嘗試帶
來社會變革。當道德問題危在旦夕
的時候，基督徒素來且仍然應當在
法定範圍內參與推動那種反映耶穌
的價值觀念和教導的社會變革。至
於應該如何落實，則取決於許多因
素，但身為效忠國家的公民，並不
自動意味著基督徒不能或不應設法
協助改善社會。
讀利19：18和太22：39。愛鄰舍如
同自己的誡命，如何包括努力尋求改
變的需要，當這種改變確實可以讓你
鄰舍的生活過得更舒適以及更公平？

星期五

進修資料

4月21日

第4課‧社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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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讀懷愛倫著，《善惡之爭》第36章
「迫近的爭鬥」，原文第582－592
頁；第37章「我們唯一的保障」，
原文第593－602頁；第39章「大艱
難的時期」，原文第613－634頁。

1 在班上，討論你在星期一的最後
一個問題所給出關於這個課題的答
案：基督徒是否永遠不應該站出來維
護自己的權利？討論的同時，也思考
這個問題：我們究竟有什麼權利？

懷愛倫主張基督復臨安息日會信徒
應當成為好公民，並遵守國家的法
律。她甚至告訴人們不要公開或公
然違反當地的星期天法案；也就是
說，儘管他們必須按著上帝的誡命
遵守第七日的安息日為聖，但他們
並不需要刻意違犯禁止星期天勞動
的規定。然而，尤其是在某一例個
案中，她說得很清楚，基督復臨安
息日會信徒不應該遵守法律。如果
一個奴隸逃脫離開了主人，法律規
定這奴隸必須返回主人身邊。她抨
擊這項規定，並吩咐基督復臨安息
日會信徒不要遵守，不管後果如
何。她說：「當人為的法律與上帝
的律法及道理有衝突之時，我們便
應不顧一切結果而順從後者。譬
如，當地的法律要我們將奴隸交
給他的主人，我們就不應順從這
法律，而寧可受犯法的處分。因
為奴隸並不是什麼人的財產，只有
上帝是他合法的主人，人是無權把
上帝的作品拿來放在自己的手中，
說是屬於他自己的。」—懷愛倫
著，《教會證言》第一卷，原文第
201－202頁。

2 有什麼例子顯明基督徒對社會的
影響在永久改善社會方面是一股強大
的力量？我們可以從這些例子中汲取
什麼教訓？
3 有什麼例子顯示基督徒不但沒有
幫助改變社會的弊病，反而默許這些
弊病的發生，甚至為它們辯護？我們
同樣可以從這些故事中汲取什麼教
訓？
4 彼前2：17說：「尊敬君王。」當
時的君王可能就是尼祿，即是在一系
列腐敗和卑鄙的君王當中比較卑鄙和
腐敗的一位。這節經文有什麼信息給
今天的我們呢？彼得在這節經文的開
頭所寫的「尊敬眾人」，能如何幫助
我們更理解他的意思？
5 在班上讀彼前2：21－25。福音信
息如何封裝在這段經文當中？經文為
我們指出什麼希望？經文呼籲我們做
些什麼？彼得在這裡吩咐我們做的
事，我們遵循得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