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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26日 安息日下午

活出你們所蒙的恩召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彼後1：1－15；弗2：8；羅5：3－5；來10：38；羅6：11；林前15：12－57。

存心節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
識。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彼後
1：5－7）

《新約聖經》有一個驚人的事實，那就是在其非常有限的空間內，竟
「塞」進了那麼多的真理，譬如本週的學課所覆蓋的彼後1：1－14。在
這14節經文裡，彼得教導我們關於因信稱義的道理。然後，他論到上帝
的力量在那些把自己獻給耶穌的人的生命中可以成就什麼。他也談到我
們可以「與神的性情有分」（彼後1：4），以及我們可以從世界的敗壞
和情慾中得釋放的奇妙真理。
事實上，我們得到的不僅是一種基督化美德的目錄，但彼得是按著一個
特定的順序把它列出來的。一個接著一個，依此類推，直到這些美德達
到最重要的一項為止。
他也寫到關於在基督裡和從我們舊日的罪中「得了潔淨」（彼後1：9）
的意義，然後他甚至帶進了救恩的保證之概念，還有在主耶穌「永遠的
國」（彼後1：11）裡得永生的應許。
最後，他甚至有稍微討論到死人的狀態這個關鍵的話題。在短短的14節
裡竟蘊藏著那麼多豐富而深奧的真理啊！

■研究本週學課，為5月7日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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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貴的信心】
讀彼後1：1－4。彼得說，我們已經
在耶穌基督裡得到了什麼？也就是
說，我們在這裡如何看到恩典呢？

彼得在書信的開端說，這封信是寫
給那些「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
的人」（彼後 1：1）；或作「與我
們同得同等狀況的信心的人。」這
裡翻譯成「寶貴」的詞，是指「同
等價值」或「同等特權」的意思。
他說，他們已經「同得」這一寶貴
的信心；這信心不是他們賺取的，
或是他們應得的，而是他們領受
的，是來自上帝的一份恩賜。正如
保羅寫的：「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著信，這不是出於自己，乃是
上帝所賜的。」（弗2：8）這信心
是寶貴的，因為「人非有信，就不
能得神的喜悅。」（來11：6）這
信心之所以寶貴，是因為我們憑著
信心才能把握住許多奇妙的應許。
彼得強調耶穌的「神能」已將一切
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彼
後1：3）。只有藉著上帝的能力，
我們才能存活，也只有藉著祂的能
力，我們才能達至聖潔。而我們得
了這種神能，是「因我們認識那用
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彼

後1：3；另參閱約17：3）。
我們蒙召去愛上帝，但我們怎能愛
一位我們不認識的上帝呢？我們是
透過耶穌，透過《聖經》，透過受
造的世界，和透過信心和順從的生
活經歷來認識上帝的。當我們體驗
到祂在我們生命中所作的事時，我
們便認識上帝和上帝的現實，而這
種認識將改變我們。我們也藉著祂
所賦予我們的恩典之現實來認識
祂。
彼得接著說了一些更不可思議的
話：我們也被賦予「又寶貴又極大
的應許」，其中包括與「神的性
情」有分（彼後1：4）。人類原本
是按著上帝的形像受造的；這形像
已經大受污損和退化了。當我們重
生的時候，我們在耶穌裡有了新的
生命，耶穌就開始動工，以在我們
裡面恢復祂神聖的形像。但如果我
們要經歷這種變化的話，那我們就
必須遠離這世界的敗壞和情慾了。
如果你缺乏信心的話，你的生活將是
什麼樣子的？這個答案如何幫助我們
明白，信心的恩賜為什麼的確很寶
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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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化美德的目標—愛】
讀彼後1：5－7；羅5：3－5；雅1：
3－4；和加5：22－23。有什麼相似
的主題出現在這些經文中？

古代的哲學家經常都會列舉一系列
的美德。這種列表通常被稱為「道
德目錄」，而在《新約聖經》中就
有幾個這類列表的例子（羅5：3－
5；雅1：3－4；加5：22－23）。
彼得的讀者很可能都熟悉這類目
錄，雖然哲學家所列舉的目錄可能
會與彼得所列舉的有明顯差異。值
得注意的是，彼得把這些美德蓄意
按著序列編排，讓每一項美德都建
立在先前的美德之上，直到列表達
到愛心的頂點為止！
彼得所列舉的每一項美德都有其顯
著的意義：
信 心 ： 在這裡的上下文看來，信
心無外乎是相信耶穌為個人的救主
（參閱加3：11；來10：38）。
德行：美德（希臘文arête ），即任
何一種良好的特質，甚至在異教徒
哲學家之間也有所提倡。是的，信
心是至關重要的，但信心必須導致
生命的改變，才能生發德行來。
知識：彼得所指的肯定不是一般的
知識，而是一種來自與耶穌基督所

建立的得救關係的知識。
節制／自制：成熟的基督徒能控制
自己的衝動，尤其是導致過分行為
的衝動。
忍耐/堅定：堅定是一種忍耐，尤
其是在面對試煉和逼迫的時候。
虔敬：在異教世界裡，在這裡翻譯
成「虔敬」的詞，是指宗教信仰所
造就的道德行為。在《新約聖經》
中它也帶有信仰獨一真神所生發的
道德行為這一概念（提前2：2）。
愛弟兄的心：基督徒就像一個大家
庭，而虔敬必造就一個互相善待的
社群。
愛眾人的心：彼得最後列舉了愛
眾人的心，以此把列表帶到一個高
潮點。他聽起來也像保羅所說的一
樣：「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
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林前13：13）
彼得開始列舉美德目錄之前說，為了
實踐這些美德，我們應該「分外的殷
勤」（彼後1：5）。這是什麼意思？
在我們渴望度虔敬、忠實的生活之
餘，人為的努力扮演什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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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你們所蒙的恩召】
彼得給了我們一系列我們身為基督
徒應該努力追求的美德之後，便宣
布其結果會是什麼。

回到從前的生活去，也沒有任何藉
口作「荒蕪」或「不結果子」的基
督徒。

讀彼後1：8－11。那已經為基督徒完
成的事，與基督徒應該怎樣生活，這
兩者之間有什麼關聯呢？

「我們聽了大量有關信心的論述，
事實上，我們更需要聽取大量有關
行為的講論。許多人正在度一種隨
心所欲、輕易通融、無克己、犧牲
的宗教來欺騙自己的靈魂。」—
懷愛倫著，《信心與行為》第5
章，原文第50頁。

彼得敦促他的讀者，要按著在耶穌
裡所體驗的新現實而生活。信心、
德行、知識、節制、忍耐、虔敬、
愛弟兄的心、和愛眾人的心之特
點，你們都「充充足足的有這幾
樣。」（彼後1：8）

讀羅6：11。保羅在這裡說了什麼，
反映了彼得在今天的經文中所寫的？

問題是，並非所有的基督徒都按照
這新現實來生活。在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的知識上，有些基督徒沒
有效果或不結果子（彼後1：8）。
這樣的人已經忘了他們「舊日的
罪」（彼後1：9）已經得了潔淨。
所以，彼得說，基督徒應該活出
他們在耶穌裡面所體驗的新現實。
在基督裡，他們已經得了赦免、潔
淨、和得與神的性情有分的權利。
因此，他們必須「更加殷勤，使你
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
（彼後1：10）他們沒有任何藉口

在某種意義上，彼得和保羅都說：
「活出你們所蒙的恩召。」【譯
者：直譯是「你是什麼就作什
麼。」】 我們是基督裡新造的人，
我們的罪已得了潔淨，並與神的性
情有分，所以我們能活出我們在上
帝裡所蒙的恩召。我們本應該「像
基督」，這就是「基督徒」的意
思。
你有多「像基督」呢？你在哪些方面
可以改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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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這帳棚】
「我以為應當趁我還在這帳棚的時
候提醒你們，激發你們。因為知道
我脫離這帳棚的時候快到了，正如
我們主耶穌基督所指示我的。」
（彼後1：13－14）
在1956年，奧斯卡‧庫爾曼寫了一
篇簡短的研究論文，題名為《靈
魂不死或死人復活？：新約的見
證》。他認為，死人復活的概念與
靈魂不死的概念是格格不入的。此
外，他說，《新約聖經》完全站在
死人復活的一邊。
他後來寫道：「在我所出版的刊物
之中，沒有一篇能像這篇論文那樣
挑起了這般熱潮或暴力的敵意。」
讀林前15：12－57。保羅暗示人死後
發生什麼事？

有關就《新約聖經》死亡和復活的
研究，說服了大部分《新約聖經》
的學者，認為庫爾曼所說的一點都
沒錯。《新約聖經》確實採取復活
的概念，而不是一個不死的靈魂在
身體死去之後仍然活著的概念。例
如，在帖前4：16－18，保羅敦促
那些失去了親人的人應當感到安

慰，因為他們知道，當耶穌再來的
時候，祂必叫死人復活。在林前
15：12－57，保羅長篇大論地講述
復活。他首先指出，基督教信仰是
建立在耶穌復活的基礎上的。如果
耶穌沒有復活，則任何對祂的信心
也都是枉然的。但是，保羅說，基
督確實已經從死裡復活，成為那些
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而基督的復
活使所有在祂裡面睡了的人也能夠
從死裡復活。
保羅在林前15：35－50談到復活起
來的身體。他把我們將在復活時所
得到的新身體和我們目前的身體作
了一個對比。我們現在所擁有的身
體是會死的；但我們在復活時所得
到的身體則永遠不死。
總之，當《新約聖經》談到死亡的
時候，都會一併談到復活，而不是
靈魂不死。在我們讀彼後 1 ： 12 －
14之前，必須先知道這個背景，這
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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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死亡的信心】
讀彼後1：12－15。當彼得表明他很
快就要脫離這帳棚或身體的時候，他
想說的意思是什麼？

彼後1：12－14揭開了這封書信的
背景。彼得認為他即將離世，而這
封信正是他的臨終交代或遺囑。
彼得預計很快就會離世的跡象，顯
露在彼後1：13－14這一句話裡：
「趁我還在這帳棚的時候……知道
我脫離這帳棚的時候快到了。」他
把身體比作一個帳棚（帳幕），這
是彼得在死亡的時候所要脫離的。
事實上，當彼得提到脫離這帳棚的
時候，他顯然是指著他的身體而
言，以致現代譯者往往把這句話譯
成「趁我還在這身體的時候……因
為我知道，我的死亡很快就會臨
到。」（彼後1：13－14）在彼得
所用的詞語當中，沒有任何跡象顯
示，當他「脫離」他的帳棚或身體
的時候，他的靈魂將離開身體而繼
續存活下來。
再讀彼後1：12－15。彼得怎樣面對
他即將死亡的現實？這樣的態度教導
我們什麼樣的信心？

彼後1：12－15為彼得的話添加了
嚴肅的語氣。他寫這封信的時候，
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他
知道這點，是因為如他所說，這是
「主耶穌所指示我的。」然而，他
似乎沒有一絲懼怕，沒有一點擔
憂，也沒有任何不祥預感。反之，
他所著重的，是那些他要離開之人
的幸福。他希望他們在「已有的真
道」上堅定不移，而只要他還活
著，他還會告誡他們務要忠心。
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彼得經歷主的
那種真誠和深度。是的，他很快
就要死了，而且也會死得不安樂
（參閱約21：18；懷愛倫著，《使
徒行述》第52章，原文第537－538
頁），但他仍然無私地關心別人的
利益。誠然，彼得活出了他自己所
教導的信心生活。
我們的信仰如何幫助我們面對死亡的
可怕現實？鑒於耶穌為我們所成就的
事，即使在死亡面前，我們怎樣才能
學會緊緊握住我們所擁有的美好盼望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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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彼得知道他很
快就要離世了。他也知道（而且知
道了很長一段時間）他會怎樣死。
這是因為耶穌已經親自告訴了他：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你年少的
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
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
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去的
地方。」（約21：18）
他的結局是怎樣的？
「彼得既是猶太人又是外籍人，故
被判受鞭打，並釘十字架。使徒一
想到這種可怕的死，就回憶自己在
耶穌受審時所犯否認祂的大罪。他
一度毫無準備接受十字架之意，但
如今卻樂意為福音殉命，只是覺得
自己既否認過主，現在竟以他夫子
同樣的方式就死，那實在是太光榮
了。彼得固然已為那次的罪真誠地
悔改，並蒙基督給予他餵養羊群中
的羊與小羊的崇高使命，表明祂已
經饒恕了他。但他總不能饒恕自
己。即使想到這最後可怕境遇中的
慘痛，也不足以減輕他憂傷悔恨的
痛苦。他向執行死刑的人作最後的
要求，容他倒釘十字架。他的要求
得蒙准許，於是這位偉大的使徒彼
得就在這種方式中死了。」—懷
愛倫著，《使徒行述》第52章，原
文第537－538頁。然而，即使他要
面對這樣的前景，彼得仍然關心著
羊群的屬靈利益。

討論問題
1 鑒於彼得（和其他的《聖經》作
者）所寫的一切勉言，告誡基督徒需
要度過聖潔的生活，我們當中那麼多
人為什麼沒有能夠在耶穌裡「活出自
己所蒙的恩召」呢？
2 在班上，複習彼後1：5－7的列
表。討論每一個項目，並問自己：我
們如何才能更有效地體現這些美德，
以及我們如何能幫助有同樣心志的人
呢？
3 鑒於我們從福音書裡所知道關於
彼得的事，他所寫的話確實有力的顯
示基督在他裡面所作成的偉大工作，
儘管他以前所有的失誤和缺點。我們
可以從他的榜樣中為自己汲取什麼盼
望和安慰呢？
4 在彼後1：12，彼得談到「已有的
真道。」在彼得的時代，什麼是「已
有的真道」呢？在我們的時代，又什
麼是「已有的真道」或現代真理呢？
5有 人 這 樣 寫 道 ： 「 死 人 肯 定 是
超越死亡的。死亡是被活人所扛著
的。」我們身為基督徒應該怎樣在面
對悲痛的意義上「扛著」死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