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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28日 安息日下午

為上帝而活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彼前3：8－12；加2：20；彼前4：1－2；羅6：1－11；彼前4：3－11；撒下11：4。

存心節
「因為主的眼看顧義人，主的耳聽他們的祈禱。惟有行惡的人，主向他們變臉。」（彼
前3：12）

《聖經》作者都懂得人類罪性的現實。
他們怎能不曉得？世界充滿了罪惡。此外，他們也懂得自己的罪性（參
閱提前1：15）。他們也都曉得罪惡的情況有多麼嚴重；畢竟，看看上
帝為了解決罪的問題而需付上的代價—耶穌基督必須走上十字架。可
見罪的現實確實是多麼的根深蒂固和普及。
但《聖經》作者也都曉得基督的力量能改變我們的人生，使我們在祂裡
面成為新造的人。
本週，彼得繼續講論這同一個課題：在基督徒將自己獻上給基督並受洗
之後，他們將在基督裡得到什麼樣的新生命。事實上，這種變化會如此
之巨大，以至其他人都會注意到。彼得並沒有說這種變化會來得容易；
的確，他談到肉身有必要受苦（彼前4：1），以叫我們取得所應許的勝
利。
彼得繼續談論一個瀰漫《聖經》的主題，即基督徒生活中的愛。 他寫
道：「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彼前4：8）。當我們愛的時候，當我們原
諒別人的時候，我們便反映耶穌已經為我們所成就的以及仍然為我們成
就的事。

■研究本週學課，為4月29日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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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合一】
讀彼前3：8－12。彼得在這裡針對基
督徒應該如何生活提出了什麼重點？
回顧他在彼前2：20－21所寫的話，
他重複說了什麼？

彼得開始時吩咐眾人務要「同心」
（homophrones ）。他不是在談論一
致性，也就是每個人都以完全相同
的方式來思考、行事和相信。這個
概念的最佳例子是在林前 12 ： 1 －
26。這裡保羅指出，身體是由不同
的肢體部分所組成的，譬如手和眼
睛，但各個肢體部分合在一起仍組
成一個完整的身體。同樣的，教會
也是由不同屬靈恩賜的個人所組
成，但是，即便有這些差異，他們
有一個一致的目的和精神要一起發
揮功能來建立一個合一的社群。
當然，這種合一並不總是那麼容易
達成的，正如基督教會的歷史充分
且可悲地所顯示的。然而就在他告
誡之後他告訴讀者如何能夠顯出這
種團結合一的基督教理想來。
例如，基督徒應該以體恤的心來行
事（彼前3：8）。體恤是指當一個
基督徒受苦的時候，其他人也跟著
他一同受苦；當另一個基督徒歡喜

快樂時，其他的基督徒也跟著他一
同歡喜快樂（比較林前12：26）。
體恤使我們能夠看到別人的視角，
這是走向團結合一的重要一步。然
後彼得又說，我們要彼此「相愛
如弟兄」（彼前3：8）。耶穌自己
說，有一個方法可以辨認出祂的真
門徒來，那就是他們必彼此相愛
（約13：35）。此外，彼得說基督
徒有一顆慈憐的心（彼前3：8）。
他們體恤彼此的困難與失敗。
「你們要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看
別人比自己強。那麼你們就能與基
督合而為一，並且在天上的全宇宙
面前，在地和地上的教會面前，你
們可以切切實實地證明，你們是上
帝的兒女。上帝也必因你們所立的
榜樣而得榮耀。」—懷愛倫著，
《教會證言》第九卷，原文第188
頁。
彼得在這裡所說的，我們做了多少，
尤其是關於「不以惡報惡」的部分
（彼前3：9）呢？我們的老我必須經
歷什麼樣的死亡，以叫我們能照著這
些話去做？我們怎樣才能經歷那種死
亡呢？（參閱加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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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肉身受苦】
是的，耶穌為我們的罪而死，我們
得救的盼望就只有在祂裡面，在祂
的公義裡面。祂的義遮掩我們，使
我們在上帝眼中得稱為義。因為耶
穌，「上帝就悅納你，好像你未曾
犯罪一樣。」—懷愛倫著，《喜
樂的泉源》第7章，原文第62頁。
但上帝的恩典並未在我們的罪得赦
免的宣告時就結束。上帝也要賜給
我們勝過罪的能力。
讀彼前3：18，21；彼前4：1－2；
以及羅6：1－11。受苦與戰勝罪惡之
間有什麼聯繫？

彼前3：18用了一個小小的希臘
詞，來強調耶穌的犧牲的全面性
質。這個詞是hapax ，意思是「一
次」或「一次性」、「一次過 」。
彼得用hapax 這個詞來強調耶穌為我
們所受的苦難和死亡的全面性質。
彼前4：1的「既」字把彼前4：1－
2連接到剛剛在彼前3：18－22所說
的話。在這段先前的經文中，彼得
指出，基督為我們的罪受苦，以
便將我們帶到上帝面前（彼前 3 ：
18）。他也指出，「這水所表明的
洗禮，現在……也拯救你們。」
（彼前3：21）

那麼，洗禮也許是了解彼得這句話
之最佳背景：「 ..... 因為在肉身受
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
（彼前4：1）藉著洗禮，基督徒參
與了耶穌的受難和死亡以及復活；
基督徒已經做出了這樣的選擇，以
致「從今以後，就可以不從人的
情慾，只從上帝的旨意，在世度
【他】餘下的光陰。」（彼前 4 ：
2 ）只有透過一個方法才能完成這
一步，那就是天天將自我降服於
主，以及將「肉體，連肉體的邪情
私慾」（加5：24）置於死地。
在羅6：1－11，保羅說，基督徒在
受洗的時候就在耶穌的死亡和復活
中與耶穌合而為一了。在受洗時，
我們已向罪而死。我們現在需要做
的，是在我們的生活中把向罪而死
的概念變成真實的體驗。保羅這句
話，「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
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裏，卻當看自
己是活的」（羅 6 ： 11 ），道出了
基督徒生活的祕訣。
為了與罪對抗，你上一次「在肉身受
苦」是在什麼時候？你的答案告訴
你，你的基督化生活正處於什麼狀
況？

星期二

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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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
在基督裡，我們有新的生命，新的
開始。我們已經重生。如果這有什
麼意義的話，尤其是對那些童年以
後才接受基督的人來說，那就肯定
意味著他們現今的生活會和以前不
一樣。誰沒有聽說過一些奇妙的救
恩故事，關於那些曾經一度在世俗
中，後來卻因耶穌和祂的救恩而經
歷了根本上的改變的人的故事呢？
的確，在談論過了向老我死去和我
們在耶穌裡的新生活之後（在受洗
歸入祂的死和復活之後），彼得接
下來談到我們將要經歷什麼樣的變
化。
讀彼前4：3－6。一個人的生活將要
發生什麼變化，以及別人會對這些變
化做出什麼反應？

彼得所用的三個與酗酒有關的用
詞是「醉酒」、「荒宴」和「群
飲」。若用現代用語來解釋的話，
就是說開派對的日子已經成為過
去。事實上，根據彼得的話，基督
徒所經歷的變化應該是大得足以叫
凡認識他或她過去生活的人如今看
到他或她不再參與那些放蕩活動而
「以為奇」（彼前4：4）。因此，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一個在不必講
道的情況下也可以向非信徒作見證
的機會。敬虔的基督化生活可能比
世界上所有的講道更能發揮為主作
見證的功效。
彼得在這些經文中如何談論審判？

在這裡，就如《聖經》的其它地
方一樣（約5：29；林後5：10；來
9 ： 27 ），彼得清楚說明，將來有
一天，「在肉身中」所行的事蹟
都必受審判（彼前4：2）。當彼得
談到「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傳給他
們」（彼前4：6）的時候，他的意
思是，即使在過去，現在已經死了
的人，他們在生前也曾經有機會認
識上帝的救贖恩典。因此，上帝也
可以按公義審判他們。
身為耶穌的信徒，你現在的生活比你
過去不信耶穌時的生活有何不同？耶
穌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了什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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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體的罪惡】
彼得所列出的罪名清單中，還包括
了所謂的「性行為的罪名」。這些
罪名是基督徒在未信基督以前曾經
犯下的，但成為基督徒之後，他們
便停止了這些行為。
再讀彼前4：3。彼得還列出什麼？

有兩個字具有明顯性行為的含義：
「邪淫」（aselgia ，意思是「淫
蕩」）和「惡慾」（epithumia ，意
思是「好色」或「慾望」）。
然而，基督徒太容易給人一種錯誤
的印象，以為性行為是被《聖經》
所禁止的。相反的，上帝創造了性
關係，並將性愛賜給人類作為一種
祝福。性生活當初在伊甸園中就有
了。
「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
合，二人成為一體。當時夫婦二
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創
2 ： 24 － 25 ）性生活是一種在一輩
子長相廝守的承諾中結合夫妻倆的
要素之一；這種關係構成了撫養孩
子的最佳背景。而這種親密關係也
反映了上帝尋求與祂子民建立的關
係（參閱耶第 3 章；結第 16 章；何

第1－3章）。
若使用得正當的話，一個男人和一
個女人在婚姻中的性關係便是一種
深切的祝福。若使用得不當的話，
它可以變成世界上最具破壞性的力
量之一。這些罪行即刻的破壞性後
果是人類萬萬預想不到的。我們當
中誰不知道這美妙恩賜的濫用已經
毀掉了多少人的生活？
下列這些經文有什麼共同點？撒下
11：4；林前 5：1；創19：5；林前
10：8。

當然，我們不需要《聖經》來告訴
我們這些罪孽所造成的痛苦故事。
然而，我們也必須謹慎。當然，這種
性質的罪行能給人帶來非常負面的影
響，而社會往往不讚成這些罪。然而
罪就是罪，基督的死也遮掩了性行為
的罪。你身為一個基督徒，要如何謹
慎？尤其是在這個敏感區域裡，以確
保你「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
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
刺。」（路6：42）

星期四

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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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能遮掩一切】
即使是在彼得的時代，基督徒也期
望耶穌早日復臨，並等待當今世界
的結局。我們知道這一點，因為他
在彼前4：7寫道：「萬物的結局近
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儆醒禱
告。」換句話說，他敦促信徒務要
準備迎接世界末日的到來。在一個
非常真實的意義上，「結局」對我
們每個人而言，也就是當我們去世
的時候。當我們在死亡中閉上了眼
睛，不管是過了幾千年，還是過了
短短的幾天，我們下一件所知道的
事情，就是耶穌的復臨以及這個世
界的終結了。
根據彼得的話，鑒於「萬物的結局」
已經迫在眉睫，基督徒應該如何生
活？參閱彼前4：7－11。

除了在禱告中要認真及儆醒之外，
基督徒應當「彼此切實相愛，因為
愛能遮掩許多的罪。」（彼前 4 ：
8）
這是什麼意思？愛如何遮掩罪呢？
彼得所引用的經文是取自箴 10 ：
12，這節經文為這道提問提供了一
個線索：「恨，能挑啟爭端。愛，

能遮掩一切過錯。」當我們彼此相
愛時，我們會更願意及更容易去原
諒那些傷害、得罪了我們的人。基
督的愛使祂饒恕我們，而我們的愛
也應該使我們原諒別人。有愛充
滿的地方，那些小過，甚至一些大
過，就會更容易被忽視和遺忘了。
彼得肯定表達了耶穌和保羅所表達
的同樣概念。耶穌和保羅都說過，
律法的總綱就是盡心盡意地去愛上
帝和愛我們的鄰舍如同自己（太
22：34－39；羅13：8－10）。
彼得還敦促基督徒要好客。基督的
復臨或許迫在眉睫，但基督徒不應
該因此在社交關係上退縮。最後，
當基督徒說話的時候，他們必須以
傳講上帝話語之人的方式說話。換
句話說，時代的嚴肅性需要我們嚴
肅地傳講屬靈的真理。
「愛能遮掩許多的罪。」誰得罪了
你？你怎樣才能表現所需的愛心，來
「遮掩」那個罪行？這樣做為什麼對
你自己有好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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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恆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愛，不會放
大一件不明智的行為，使之成為一
個不可饒恕的罪行，也不會從別人
的過錯中謀取私利。《聖經》清楚
地教導說，我們應當以寬容和體諒
來對待犯錯的人。如果方法用得正
當的話，那顯然頑固的心是有可能
歸向基督的。耶穌的愛能遮掩許多
的罪。祂的恩典不會曝露別人的過
錯，除非有必要這麼做。」—懷
愛倫著，《給父母、老師和學生的
勉言》，原文第 267 頁。比如說，
想想耶穌和被抓姦的那個女人的故
事（約8：1－11）。我們通常把這
則故事視為基督向一個墮落的女人
施恩，這沒有錯。但其中還有一個
更深層的因素。在面對那班把這婦
人帶到耶穌跟前的宗教領袖的過程
中，耶穌為什麼俯身在沙土上寫下
「各人私生活中的祕密罪狀」（懷
愛倫著，《歷代願望》第50章，原
文第 461 頁），明知道這些字在沙
土上可能瞬間就會消逝呢？祂為什
麼沒有公開指責他們，在眾人面前
宣佈他們所犯的每一條罪狀？這些
罪行還可能與這婦人所犯的罪同樣
嚴重，甚至比她的罪更加嚴重呢！
相反的，耶穌向他們表示，祂知道
他們的虛偽和邪惡，但不打算將其
公開讓所有人知道。也許這是耶穌
救贖這些人的個人方式，向他們表
明祂知道他們的目的，從而留給他

們一個得救的機會。這在我們指責
犯罪之人的事上，不愧為一個重大
的教訓。
討論問題
1 更深入地思考合一跟一致對比的
問題。有沒有什麼地方我們需要在思
想上完全合一的，以使教會能發揮其
作用呢？如果有的話，是什麼地方，
以及我們如何能達到這種所需的一
致？與此相反，有什麼地方可以容納
各種意見而不至於傷害教會，反而能
幫助教會的呢？
2 在有必要「在肉身受苦」以便停
止犯罪這種概念上，你有什麼個人經
驗呢？這話是什麼意思？上帝有能力
改變我們的生命，這是否自動意味著
我們不需在肉身受苦就能得勝呢？如
果不是，為什麼不是呢？
3 看看酒精在我們周圍很多人的生
命中所產生的破壞。我們教會可以做
些什麼，來幫助別人看清這種毒品的
危險性？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幫助
我們的年輕人知道，即便是試驗性的
使用這種可以帶來如此可怕傷害的毒
品，也是個嚴重的錯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