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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9日 安息日下午

假師傅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彼後2：1－22；約8：34－36；太12：43－45；猶第4－19節；創18：16－33。

存心節
「他們應許人得以自由，自己卻作敗壞的奴僕。因為人被誰制伏就是誰的奴僕。」（彼
後2：19）

在他的第一封書信中，彼得本著他作為牧者的關懷，設法鼓勵讀者勇於
面對逼迫的危險。雖然我們不知道他所說的具體是哪一種形式的逼迫，
但我們知道，教會將面臨可怕的考驗，因為異教的羅馬帝國將試圖撲滅
一群稱為「基督徒」的人從事的日益增長的運動。
但撒但卻展開了一輪雙管齊下的攻擊。外來的逼迫，也就是暴力，的確
是一個強大的工具。但教會還遭受了另一種威脅，或許這種威脅要比外
來的逼迫還更危險。這就是來自內部的威脅。正如過去的猶太民族受到
了假先知的威脅，活在彼得時代的基督徒也照樣要面對這些「私自引進
陷害人的異端」（彼後2：1）進入教會的假師傅。而且，更糟糕的是，
彼得警告說，將有許多人隨從他們這些「邪淫的行為」【譯者按：英文
直譯是「毀壞性的行為」】（彼後2：2）。
彼得所警告的假教導有哪些？彼得對這些教導作出什麼反應？今天我們
也受到內部的威脅，那麼我們可以從他的警告中汲取什麼教訓呢？

■研究本週學課，為6月10日安息日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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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先知和假師傅】
有時候我們很容易把早期教會想像
得太過理想，以為最早信耶穌的基
督徒之間存在著絕對和平與內部和
諧的狀態。
那就錯了！自從耶穌的日子以來，
教會早已面臨各種問題，尤其是內
部的問題（比如猶大）。《新約》
中的各書信也表明，許多問題都來
自於他們中間的假教義。早期教會
不只受到外來的逼迫，也受到內部
問題的困擾。在這封信中，彼得所
針對的是內部的一些問題。是什麼
問題呢？「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
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
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連
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認，自取速
速的滅亡。將有許多人隨從他們邪
淫的行為，便叫真道，因他們的緣
故被毀謗。他們因有貪心，要用捏
造的言語，在你們身上取利。他們
的刑罰，自古以來並不遲延，他們
的滅亡也必速速來到。」（彼後
2 ： 1 － 3 ）這種情況聽起來一點都
不像弟兄姐妹之間享有絕對和平與
內部和諧的時代，對吧？
讀彼後2：1－3；10－22。彼得在這
裡提出什麼警告？在各教會中所宣傳
的假道理有哪些呢？

彼後2：1很有可能揭開了主啟示彼
得寫這封書信的原因。他警告他們
說，正如過去曾經出現過假先知，
將來也必出現假師傅。彼得概述了
一連串對這些假師傅的指控，從
「陷害人的異端」（彼後2：1），
到誘導無戒備之人成為奴僕（彼後
2 ： 19 ）的罪名，還有許多其它的
謬道。從他所寫的話中，我們可以
看到，這些的確是非常危險的教
導，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對這些教
導有如此強烈的反應。對於彼得而
言，教義的重要是不可輕視的。
看看彼得對這些假教義作出多麼強烈
的反應。這應該告訴我們，真理有多
麼重要？我們怎樣才能保護自己免受
任何企圖把假教義引進教會的人的影
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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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裡得自由？】
「他們說虛妄矜誇的大話，用肉身的
情慾，和邪淫的事，引誘那些剛才
脫離妄行的人。」（彼後2：18）彼
得在這節經文裡提出什麼警告？他在
彼後2：19所說的話如何解釋他的擔
憂？第19節中的「自由」這個詞有什
麼重要性呢？

彼得用了最強烈的言詞來警告他的
讀者要提防假師傅的危險。在彼後
2：18－21他警告說，這些假師傅
雖應許人得自由，但實際上卻是引
人進入奴役。
這完全歪曲了福音的真理！在基督
裡得自由的意思，應該是指從罪惡
的奴役中得自由（羅6：4－6）。
在基督裡得自由的任何概念，若使
人留在罪惡的奴役中，就是彼得所
警告的那種謬道。儘管學者們對彼
得此處所針對的具體是哪一門的異
端眾說紛紜，然而這種異端顯然與
罪和罪的奴役之整個問題有關。
讀約8：34－36。基督在這裡所講的
話如何幫助我們了解彼得的意思？

這些假師傅所教導的不論是什麼，
他們都會引導他們的受害者，就是
最近才找到主耶穌的人，回到他們
從前有罪的生活去。我們很容易想
像到某種廉價的恩典福音，叫人淡
化純淨和聖潔的要求，而這使他們
被剛剛所脫離的世上的「污穢」
（彼後2：19）再次的纏住制伏。
難怪彼得對這些教導作出那麼尖銳
和強烈的譴責，並警告其結果會是
怎樣的。
你怎樣了解在基督裡的自由呢？基督
釋放你脫離了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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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所吐的轉過來又喫】
讀彼後2：17－22和太12：43－45。
當歸依基督教者返回他或她以前的生
活方式時，會有什麼危險？

彼得特別關注那些被假師傅引誘而
回到他們以前的罪中之人的命運
（彼後2：18）。這些假師傅答應
給他們自由，但如彼得所指出的，
他們所應許的自由和耶穌所應許跟
從祂的人那種自由是截然不同的。
看看彼得所發出的強烈警告。「曉
得義路」（彼後2：21）之後卻轉
過來又回到自己以前的生活去，倒
不如不曉得為妙。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情況是
絕望的。我們都聽過關於那些離開
主的人，後來又回來的故事。我們
知道，當他們回歸時，主必定感到
非常高興，並且樂意地接納他們
（參閱路15：11－32）。這只意味
著離開主是一條非常危險的路，也
不是一個愉快的經歷。狗轉過來又
吃自己所吐的，是用粗糙苛刻的方
式來形容這種情況，而彼得就用了
這樣的一個畫面來說明他的觀點。
也許彼後2：20的話是故意迴響耶

穌說過的一番話的（參閱太 12 ：
45；路11：26）。耶穌講了一個脫
離污鬼的人的比喻。那污鬼出來
之後到處遊蕩，找不到屬於自己的
空間，就回到「我所出來的屋裡
去。」（太12：44）他回到時，看
見裡面空著，便打掃乾淨。然後，
他又住了進去，但他還另帶了幾個
比自己更惡的鬼來。正如耶穌所
說：「那人末後的景況，比先前更
不好了。」（太12：45）耶穌用比
喻所說明的危險，和彼得所描述的
危險，都是真實的。新信徒需要確
保聖靈的事取代那些以前支配著自
己生活的事。如果參與教會的服事
和與他人分享新信仰沒有取代從前
的世俗活動，那麼新信徒就會很容
易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了。
我們作為一個教會大家庭有什麼辦法
能夠更好地培育和訓練我們所有的教
友成為耶穌的門徒，尤其是最近剛加
入教會的教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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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與猶大】
很多人都察覺到，猶大書第4－19
節很大程度上重複了彼後 2 ： 1 －
3：7的信息。每當《聖經》重複一
個信息的時候，我們應該意識到，
這意味著上帝要傳達一些重要的信
息。在這些類似的經文裡，彼得和
猶大都不遺餘力地告訴我們一個重
要的真理：上帝正主宰著惡人的命
運。彼得與猶大都清楚地表明，上
帝正在密切地監督著邪惡。無論是
不義的人或墮落的天使，上帝都已
經記錄了他們的罪惡，並已計劃好
在審判的日子懲罰他們（彼後 2 ：
9，17；猶第6節）。
讀彼後2：1－3：7和猶第4－19節。
彼得和猶大提出了哪些上帝早期報仇
的例子來強調上帝認真看待罪的問題
這個事實？

彼得和猶大記載了上帝在過去報仇
的三大例子，其中包括上古世代被
洪水毀滅、所多瑪和蛾摩拉雙城的
焚毀、和天使被鎖鏈拘留等候審判
大日（彼後2：4－6；3：7；猶第
6－7節）。所有這些事件都具有一
種揮之不去的終局之感。雖然《聖
經》大量談到上帝的憐憫和恩典，
然而在罪惡的最後毀滅上，上帝的

公義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什麼罪惡引發了這麼嚴厲的懲罰
呢？這些罪惡包括引進陷害人的異
端、輕慢主治的權威、被誰制伏就
作誰的奴僕、將神的恩典變作放縱
情慾的機會、不認耶穌基督為獨一
的主宰、污穢自己的身體、說虛妄
矜誇的大話、和毀謗人（彼後 2 ：
1，10，19；猶第4節；猶第8節；
彼後2：18；猶第10節）。
有趣的是，這些描述不包括暴力的
行為和其它經常讓我們憤怒的邪惡
暴行。相反的，他們所描述的是更
微妙的罪，這些罪都有一個共同
點。這些都是有時候在教會團體中
得到體諒通融的罪過。這一事實應
該喚醒我們去關注誠心悔改和教會
改革的迫切需要。
讀彼後2：12和猶第10節。在這裡，
彼得和猶大形容那些即將面臨毀滅的
人敗壞成「沒有靈性」的畜類（彼後
2：12；猶第10節），畜類是由其本
能，而非理性所管治的。這樣的描述
如何與上帝最初如何創造人類相比？
你如何能防止這種情況發生在自己的
生活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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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聖經》的更多教訓】
讀彼後2：6－16。彼得還用了哪些其
它的例子來警告信徒，叫他們知道罪
惡將導致怎樣的後果？

《聖經》在創13：12－13裡首次實
質性的提到所多瑪。羅得和亞伯拉
罕為了「財務」因素而決定分居。
羅得選擇了約但河谷，便「漸漸挪
移帳棚，直到所多瑪。」（創13：
12）然後《聖經》評論說：「所多
瑪人在耶和華面前罪大惡極。」
（創13：13）後來，當上帝警告亞
伯拉罕說，祂已計劃毀滅所多瑪城
時，亞伯拉罕便與上帝展開談判，
結果雙方達成了協議，只要城裡能
找到十個義人，上帝就不會毀滅這
城（創18：16－33）。在那造訪羅
得的使者身上所發生的事，充分證
明要在所多瑪城裡找到十個義人，
恐怕不太可能。結果通城就按時被
毀滅了；只有羅得和他兩個女兒逃
出（創19：12－25）。
彼得從這則故事中引申出兩個教
訓。首先，這兩座城乃是不敬虔之
人遭受懲罰的鑒戒（彼後2：6）。
其次，它表明上帝知道如何搭救義
人脫離試探（彼後 2 ： 7 － 9 ）。然
後彼得指出那些在所多瑪和蛾摩拉

城裡被毀滅之人的其中一些特徵：
他們隨肉身縱污穢的情慾、輕慢主
治之人、膽大任性、毀謗在尊位
的天使也不知懼怕（彼後 2 ： 10 －
11）。這些特徵與彼得所描述的假
師傅和他們的追隨者有相似之處。
巴蘭的故事記載在民22：1－24：
25。他被摩押王巴勒錄用，以咒詛
以色列人。起初他不肯去，最後卻
因為金銀的誘惑而被說服去承擔這
項重任（民22：7－21）。他在途
中被「耶和華的使者」攔截而險些
送命，幸好他的驢子從路上跨進田
間，使他得以保命。然後巴蘭擊打
驢子，只有當他的眼目明亮，親
眼看見「耶和華的使者」（民22：
22－35）的時候，他才意識到自己
犯了錯誤。到最後，巴蘭倒是祝福
了以色列（民23：4－24：24）。
彼得用巴蘭作為例子，形容那些被
淫色和貪婪所引誘的人（彼後 2 ：
14－15）。這種人就像巴蘭一樣，
偏離了所應該遵循的道路。
想想我們在《聖經》和懷愛倫的著作
中所獲得的一切。因此，我們作為基
督復臨安息日會信徒為什麼永不能說
我們沒有得到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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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我們常聽到基督徒談論「基督裡的
自由」。當然，這個概念是有根據
的。從律法的定罪下得釋放，以及
因著基督為我們所成就的，而非因
我們的好行為而獲得救恩的保證，
才是真正的自由。馬丁 • 路德在他
明白什麼是恩典之前所受的束縛，
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這種自
由的意義是什麼。然而，如我們在
彼得的書信中所見，這奇妙的真理
可以被扭曲。「我們的得救，完全
是依靠基督的偉大真理，和任意的
妄測，只有一墻之隔。在基督裡有
自由，被千萬人誤解為不受律法的
約束；又由於基督來到世上，為的
是要使我們不受律法定罪，導致許
多人宣稱律法已被廢除，而那些遵
守律法的人，被撇在恩典之外。因
真假是那麼的接近，不為聖靈所引
導的人，將被誤導接受謬論，進而
將自己放在撒但欺騙的權勢下。撒
但正在盡力工作，攫取改正教界的
尊敬，誤導人接受魚目混珠的假
道。」—懷愛倫著，《得勝的基
督》11月13日，原文第324頁。
討論問題
1 默想彼後2：19和彼得談到的其它
關於假教導所帶來的結果的事。我們
為什麼一定要自學我們所信仰的重要
真理？在我們所應該相信的真理上一
致有多重要呢？與眾信徒不同的想法

在什麼時候會變得「危險」呢？
2 看看彼得就懲罰和審判的整個問
題所用的強烈措辭：「自取速速的滅
亡」（彼後2：1）；「自己必遭遇
敗壞」（彼後2：12）；「把不義的
人留在刑罰之下，等候審判的日子」
（彼後2：9）；「他們的滅亡也不打
盹」（彼後2：3）。這些經文如何告
訴我們，審判不僅是真實的，而且上
帝是何等強烈地譴責那些將要引領祂
子民進入異端的人？
3 當人們談到「基督裡得自由」的
時候，他們一般上不是指著總體律法
而言（儘管有些人的確這麼做），而
是指著第四條誡命，即安息日誡命的
遵守，你認為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個
說法如何幫助我們看見另一種可以扭
曲「基督裡得自由」的概念之方式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