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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學研經指引‧高級學課‧2017年第2季‧4～6月

安息日下午

彼得書信中的耶穌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彼前1：18－19；西1：13，14；賽53：1－12；約11：25；詩18：50；彼後1：1

存心節
「祂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祂
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彼前2：24）

我們既研究過了〈彼得前書〉，現在就應該弄清楚了這一點，不管是什
麼情況以及彼得所針對的任何具體的問題，他的焦點就是耶穌。耶穌貫
穿了他所寫的一切話；聚焦耶穌就像編織在整篇書信當中的一根金線。

從彼得介紹自己為耶穌基督的「使徒」（「被差遣的一位」）第一句
話開始，直到最後一句話：「願平安歸於你們凡在基督裏的人」（彼
前5：14），耶穌就是他的關鍵主題。在這封書信中，他談到耶穌為了
我們而犧牲自己的性命。他談到了耶穌所經歷的極大痛苦，並用耶穌在
苦難中的榜樣作為我們的模範。他談到耶穌的復活及其對我們的意義。
此外，他還談到耶穌不僅是彌賽亞、基督、「受膏者」，也是神聖的彌
賽亞。也就是說，我們在〈彼得前書〉看到了更多的證據顯明耶穌的神
性。祂本身就是神，祂披上了人類的肉體，在世上生活和死亡，使我們
可以有永生的盼望和應許。
在本週之中，我們將回顧〈彼得前書〉，仔細探討它彰顯了耶穌的哪些
方面。

■研究本週學課，為5月20日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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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5月14日

安息日學研經指引‧高級學課‧2017年第2季‧4～6月

【耶穌：我們的犧牲】
《聖經》的總體主題，是上帝拯救
墮落人類的主題。從〈創世記〉中
亞當和夏娃的犯罪開始，直到〈啟
示錄〉中巴比倫的傾倒為止，《聖
經》都以某種方式來彰顯上帝尋求
拯救「失喪的人」（路19：10）的
工作，而這個主題也在彼得的書信
中顯露無遺。
讀彼前1：18－19和西1：13－14。
得蒙救贖是什麼意思呢，而血又與救
贖有何關係呢？

彼前1：18－19這樣描述耶穌受死
的意義：「知道你們得贖，……不
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乃是憑著
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
羔羊之血。」這段經文有兩個關鍵
的圖像：救贖與祭牲。
救贖這個詞在《聖經》中用在幾個
方面。例如，頭生的驢（這不能當
祭牲）和長子（出34：19－20）是
由替代羔羊的犧牲而得贖的。錢可
以用來買回（贖回）因貧困而被當
掉的東西（利25：25－26）。最重
要的是，一個奴隸都可以被贖回來
（利25：47－49）。〈彼得前書〉
告訴讀者，那把他們從「祖宗所流

傳虛妄的行為」（彼前 1 ： 18 ）中
買回來（贖回）的代價，無異就是
「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
的羔羊之血。」（彼前 1 ： 19 ）當
然，羔羊的圖像喚起了祭牲的概
念。
就這樣，彼得將基督的死比作希伯
來文《聖經》中的祭牲之死。罪人
牽了一頭沒有殘疾的綿羊來到聖
所，然後按手在羊的頭上（利 4 ：
32－33）。祭牲被宰了之後，牠的
一些血被抹在祭壇上；其餘的血則
被倒在壇的腳下（利 4 ： 34 ）。祭
牲的死為獻祭者提供了「贖罪」
（利 4 ： 35 ）。彼得的意思是說，
耶穌代替我們而死，祂的死把我們
從以前有罪的生活中拯救出來，否
則淪亡的厄運將臨到我們。
我們得救的盼望只能來自於一位代我
們受刑罰的替身。這項事實如何教導
我們必須完全倚賴上帝呢？

星期一

5月15日

第8課‧彼得書信中的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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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受難】
基督徒經常談到「基督的受難」。
「受難」這個詞組源自一個希臘動
詞，意思是「受苦」，而「基督的
受難」這個詞組通常是指耶穌在祂
生命的最後階段所遭受的苦難，從
凱旋進入耶路撒冷那一刻開始。彼
得也專注基督在那些最後的日子裡
受苦的主題。
讀彼前2：21－25和賽53：1－12。
就有關耶穌代我們所受的苦難，這些
經文告訴我們什麼？

耶穌的苦難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祂被掛在木頭上【指十字架；與
徒5：30作一比較】親身擔當了我
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
得以在義上活。」（彼前2：24）
罪帶來了死亡（羅5：12）。作為
罪人，我們都該死。然而，完美無
瑕的耶穌—祂口裡沒有詭詐（彼
前2：22）—替代我們而死。在
這場交換當中，我們有了救贖的計
劃。
再讀賽53：1–12。這段經文告訴我
們，當耶穌代我們成就救贖計劃的同
時，祂遭受了什麼樣的苦難？這又告
訴我們，上帝的品格是怎樣的？

「撒但用猛烈的試探襲擊耶穌。救
主此刻不能透過墳墓的門看到未
來。希望沒能讓祂看見自己以勝利
者的姿態從墳墓裏出來，也沒能告
訴祂，天父會悅納祂的犧牲。祂只
怕罪惡在上帝眼中極為可憎，甚至
祂必須與上帝永遠分離了。基督這
時所忍受的，就是將來祂不再為罪
人代求時，每個罪人所必要受到的
慘痛。上帝兒子所喝的苦杯之所以
如此苦澀，甚至使祂心碎，乃是因
為祂替人類『成為罪』，以致上帝
的憤怒降在祂身上。」—懷愛倫
著，《歷代願望》第78章，原文第
753頁。
鑒於基督為我們所忍受的苦難，我們
該怎麼回應祂呢？我們應該如何效法
祂的榜樣，如彼前2：21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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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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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復活】
讀彼前1：3－4，21；3：21；約
11：25；腓3：10－11；啟20：6。
這些經文指向什麼偉大盼望，而這
盼望又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呢？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彼得前書〉
是寫給那些因信耶穌而受苦的人。
所以，就在彼得這封信的開頭部
分，他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向那等待
著他們的盼望，這是最適合不過
的。如他所說，基督徒的盼望是活
潑的盼望，正是因為這個盼望是建
立在耶穌的復活上（彼前1：3）。
因為耶穌的復活，基督徒便可以展
望未來在天上得到永恆不滅的基業
（彼前1：4）。換句話說，無論事
情變得多壞，不妨想想當這一切都
結束以後那在等待著我們的事。
確實，耶穌從死裡復活，保證我
們也同樣可以復活（林前15：20－
21）。如保羅所說的：「基督若沒
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你們
仍在罪裡」（林前15：17）。但因
為耶穌已經從死裡復活，祂便顯明
了祂有能力征服死亡本身。因此，
基督徒的盼望是建基於基督復活這
項歷史事件上的。祂的復活是我們
在末日時的復活之基礎。

若沒有這個盼望和應許的話，我們
會在哪裡呢？基督為我們所成就的
一切都在復活的應許之中達到高
潮。若沒有這些，我們還有什麼盼
望可言，尤其是因為我們知道，與
流行的基督教信仰相反，死亡是在
墳墓裡無意識的睡眠狀態呢？
「對於基督徒，死不過是睡眠，是
片時的靜默和黑暗而已。他的生命
與基督一同藏在上帝裏；因『基督
是我們的生命，祂顯現的時候，你
們也要與祂一同顯現在榮耀裏。』
約8：51，52；西3：4……在祂復
臨時，一切死了的義人，都必聽見
祂的聲音就出來，得到光榮而永恆
的生命。」 —懷愛倫著，《歷代
願望》第81章，原文第787頁。
想想死亡的明顯定局。它是如此嚴
厲，如此無情，又如此真實。那
麼，復活的應許為什麼對我們的信
心和我們所相信所盼望的一切如此
重要呢？

星期三

5月17日

第8課‧彼得書信中的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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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賽亞耶穌】
正如我們之前所看到的，耶穌早期
事工的一個關鍵轉折點之一，是
當彼得被問到耶穌是誰的時候，
他這樣回答說：「你是基督，是
永生上帝的兒子。」（太16：16）
「基督」這個詞（譯自希臘文
christos ）是指「受膏者」，「彌賽
亞」的意思。在希伯來語中這詞是
mashiyach ，是源自一個意指「膏」
的詞根，而且在《舊約聖經》中曾
用在各種情況下。（這詞在一處甚
至用來指一個叫做古列的異教徒君
王【參閱賽 45 ： 1 】）。因此，當
彼得稱耶穌為基督的時候，他正使
用一個用以表達源自希伯來文《聖
經》之一種理想的詞彙。
讀下列《舊約聖經》中這些使用
「彌賽亞」或「受膏者」一詞的經
文。其背景教導我們這些經文有什
麼含義？當彼得稱耶穌為彌賽亞的
時候，他是如何已經明白其中的意
義的呢？
詩2：2
詩18：50
但 9：25
撒上24：6

賽45：1

雖然彼得是受到主的默示才宣告耶
穌為彌賽亞的（太16：16－17），
但毫無疑問的，他並不完全了解這
是什麼意思。他不了解彌賽亞究竟
是誰，祂要完成什麼使命，而且，
也許最重要的是，祂將如何完成這
使命。
不光是彼得在這方面缺乏了解。在
以色列全地也有許多關於彌賽亞的
不同概念。「彌賽亞」或「受膏
者」這個詞在以上經文中的用法，
本身並不能完整的表達它的意思，
哪怕這些用法預示著彌賽亞最終將
要完成的事。
約 7 ： 42 揭示了一些關於彌賽亞的
事：祂是大衛的子孫，祂要生於伯
利恆（賽11：1－16；彌5：2）。
這部分他們正確無誤。不過，在大
眾的想像中，出於大衛家的彌賽亞
會作大衛所作的事：打敗猶太人的
敵人。沒有人預料到彌賽亞會被羅
馬人釘死在十字架上。
當然，等到彼得著手寫他這封書信
的時候，他已經更明白耶穌作為彌
賽亞將為人類完成的一切事（在彼
得的前後兩書當中，他一共15次把
基督加在耶穌的名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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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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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的彌賽亞耶穌】
彼得不僅知道耶穌是彌賽亞，也知
道祂是主。也就是說，到了他寫這
兩封書信的時候，他已經知道彌賽
亞就是上帝本身。雖然「主」這個
稱呼也可以用在世俗的意義上，但
這個詞也明確地指出耶穌的神性。
在彼前1：3和彼後1：8，14，16，
彼得指耶穌、彌賽亞、基督、為
主，為上帝本身。
就像《新約聖經》的其他作者一
樣，彼得用父子關係的詞語來描述
耶穌與上帝之間的關係。例如，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彼前1：3；與彼後1：17作
一比較）。耶穌被形容為「愛子」
（彼後1：17），而且耶穌作為主
的一些權柄，和祂在天上的地位，
都來自於祂與父神這種特殊的關
係。
讀彼後1：1；約1：1；和約20：
28。關於耶穌的神性，這些經文告訴
我們什麼？

彼後1：1提到「我們的神和救主耶
穌基督」。在希臘原文中，同樣的
定冠詞也用於神和救主身上。在語
法上，這意味著「神」和「救主」

這兩個名詞都用於耶穌身上。那
麼，彼後1：1是《新約聖經》中最
明確指明耶穌完整的神性之一節經
文。
早期的基督徒一邊努力地去了解耶
穌，也一邊逐漸把《新約聖經》的
證據匯集在一起。在彼得的書信
中，父、子、聖靈是有區別的（例
如，父子：彼前1：3；彼後1：
17 ；聖靈：彼前 1 ： 12 ；彼後 1 ：
21），誠如祂們在《新約》的其餘
部分也確實是如此。然而，與此同
時，耶穌被描繪為完全的神，聖靈
也是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並經
過多次的討論之後，教會發展出三
位一體的教義，以便盡可能圓滿地
解釋上帝的奧祕。基督復臨安息日
會把三位一體的教義列為其28條基
本信仰之一。因此，我們在彼得的
書信中看到他對耶穌的清晰描述，
不僅稱祂為彌賽亞，也稱祂為上帝
本身。
當你想到耶穌的生與死，然後再覺悟
到祂是神的時候，你認為我們所事奉
的是一位怎樣的神，我們又為什麼應
該愛祂和信靠祂呢？在安息日把你的
答案帶到班上討論。

星期五

5月19日

第8課‧彼得書信中的耶穌

進修資料
「既然基督教會的名字是源自希臘
文的Christos ，即『受膏者』，那
麼以『彌賽亞』開始似乎顯得合乎
邏輯。這個希伯來詞是關係到猶
太人所期待已久的拯救者的；這位
救星將是上帝的代表，以給上帝的
子民開拓一個全新的時代。希伯來
詞和希臘詞兩者都是源自於意指
『膏』的詞根。顯然，新約作者稱
祂為『基督』，表示他們認為耶穌
是專為一項特定的任務而分別為聖
的。」
「Christos 這稱號在《新約聖經》中
出現了 500 次以上。雖然在耶穌的
同時代人當中有多種關於彌賽亞的
不同概念，但一般認為，到了第一
世紀，猶太人已視彌賽亞為一位與
上帝有特殊關係的人。祂將迎來世
界的末日，並設立上帝的國度。上
帝將透過祂來突破歷史以拯救祂的
百姓。耶穌接受了『彌賽亞』這個
稱號，但並不鼓勵人們使用它；因
為這稱號帶有政治色彩，使它的使
用更添難度。雖然耶穌不願公開援
用這稱號來描述自己的使命，但祂
並沒有責備彼得（太16：16－17）
或那撒瑪利亞婦人（約4：25－26）
使用這稱號。祂知道自己是彌賽
亞，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馬可的報告
中看出，在這裡耶穌告訴門徒說：
『因你們是屬基督，給你們一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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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的……不能不得賞賜』（可 9 ：
41）。」—《基督復臨安息日會
聖經注釋》第十二卷，原文第165
頁。
討論問題
1 讀賽53：1－12。根據這段經文，耶
穌為我們做了什麼？寫下祂代我們成
就的具體事項。我們在哪些方面可以
在這段經文中清楚看到耶穌代替我們
受死的概念？我們為什麼需要祂來代
替我們呢？
2 縱觀歷史，有些人使用了來世得永
生的《聖經》應許來壓制人們。「不
錯，你現在的生活很困難，但只要專
注於上帝應許在耶穌回來時所要給我
們的就好了。」由於這個《聖經》所
教導的真理已經被濫用，所以很多人
拒絕相信來世的基督教觀念；反之，
他們認為這僅僅是一種欺壓他人的策
略。你會如何回應這種指控呢？
3 在班上，討論你在星期四所給出關
於基督的神性的答案，和它如何告訴
我們關於上帝的品格。祂的神性及其
所彰顯的上帝之品格為什麼是個大好
消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