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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23日 安息日下午

彼得前後書裡的重大主題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賽53：5－6，9；利16：16－19；利11：44；羅13：1－7；林前14：40；提後3：16。

存心節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上帝面前。按著肉體
說，他被治死；按著靈性說，他復活了。」（彼前3：18）

彼得前後兩書都有實際的書寫目的。在〈彼得前書〉裡，彼得所針對的
大難題是基督徒所面對的逼迫。在〈彼得後書〉裡，最大的難題則是假
師傅。彼得以強烈而有權威的方式來寫這兩封信，盡量鼓勵他的讀者，
並且警告他們有關當前的挑戰。
值得一提的是，彼得是從神學的角度來解答這兩個難題的。逼迫所造成
的苦難導致彼得不禁沉思默想耶穌的苦難和死亡，以及這些事如何成就
了我們的救恩。那些假師傅將要面對審判、這場審判將在天上的一千年
結束時，耶穌帶著得贖之民回到這世上以後才進行的。這些都是彼得在
他的兩封信中所針對的一些主題。
這最後一週的學課將更詳細地探討彼得所寫的其中五個主題：耶穌的受
難成就了我們的救恩；我們知道了上帝要在最後的審判中審判我們的行
為之後，我們所作出的實際回應；我們對耶穌即將復臨的盼望；社會與
教會中的秩序；以及《聖經》在我們生活中所起到的指導作用。

■研究本週學課，為6月24日安息日做準備。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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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耶穌、與救恩】
讀下列經文，並注意每節經文所啟
示的救恩：

所積累的罪的污穢就被剔除潔淨
（利16：16－19）。

彼前1：2

祭牲的血在贖罪上起到了一個很重
要的作用。基督徒是被耶穌的寶血
所救贖的（彼前1：18－19）。保
羅也表達了同樣的替代概念：那本
無罪的耶穌，替我們成為罪（林後
5：21）。如彼前3：18所說，基督
為罪受苦，就是義的（耶穌）代替
不義的（我們）。

彼前 1：8－9
彼前1：18－19
彼前2：22－25
彼前3：18

當彼得提到救恩時，通常會聯繫
到耶穌代替罪人所受的苦難。例
如，在彼前2：22－24，當彼得談
到耶穌的痛苦時，他所使用的言語
反映了賽53：5－6，9「【耶穌在
十字架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
和「因祂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
治。」（彼前 2 ： 24 ）這兩句話都
顯示替代和犧牲的概念。
在希伯來文《聖經》所描述的眾多
獻祭中，罪人帶著他們的祭牲來到
聖殿，按手在牠們頭上。這個動作
象徵性地把罪惡從罪人身上轉移到
牲畜身上，然後牲畜便代罪人而
死（利4：29－30，33－34；14：
10－13）。在贖罪日當天，祭壇上

如同保羅一樣（羅3：21－22），
彼得也強調信心的重要。他告訴讀
者說：「你們雖然沒有見過祂，卻
是愛祂，……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
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彼前
1 ： 8 － 9 ）。救恩不是靠著我們敬
虔的行為賺取的，而是當我們相信
耶穌為我們所成就的事，並接受祂
為我們的個人救主時，上帝所賜給
我們的。我們的保證是在祂的身
上，而不是在我們的身上。如果是
在我們身上的話，那我們還會有什
麼保證可言呢？
耶穌作為你的替代者為什麼是救恩的
偉大盼望呢？你可以從這個奇妙的真
理中汲取什麼安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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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當如何度日】
有個主題彼得經常重複，而且比其
它任何主題都多的，就是他在彼後
3 ： 11 所提出的問題：「這一切既
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
樣聖潔，怎樣敬虔？」
讀下列經文。彼得說基督徒當有怎樣
的行為呢？彼前1：15－17，22；彼
前2：1；彼前3：8－9；彼前4：7－
11；彼後3：11。

彼得在他的兩封信中多次提到基督
徒的行為，而且有一些主題是經常
重複的。首先，彼得兩次強調上帝
的審判與基督化行為之間的關係
（彼前1：17和彼後3：11）。上帝
必按各人所行的審判各人。因此，
基督徒應當過著聖潔的生活。
其次，彼得好幾次提到基督徒應該
保持聖潔。在希伯來文《聖經》
裏，聖物都是被分別為聖，供聖
殿使用（出26：34；28：36；29：
6 ， 37 ），或用以達成上帝的聖旨
的（例如創 2 ： 3 的安息日）。其
實，上帝的計劃是讓祂的子民成為
聖潔，就像祂是聖潔一樣。這個主
題彼得也提到過（利11：44；19：
2；彼前1：15－16）。把一樣東西

分別為聖的過程被稱為「成聖」，
而彼得的願望是看到他的讀者藉著
聖靈成聖，並順從耶穌（彼前1 ：
2）。
第三，彼得提供了一些細節，說明
成聖的人應當表現出哪一種行為。
他們應該除去一切的惡毒、詭詐、
假善、嫉妒、和一切毀謗的話（彼
前2：1）。他們應該要同心、彼此
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
心（彼前3：8－9）。他們應該有
德行、虔敬和愛眾人的心（彼後
1 ： 5 － 7 ）。的確，他們必須保持
彼此相愛的心（彼前4：7－11）。
最後，彼得敦促他的受眾把他們
一切的憂慮都卸給耶穌（彼前5 ：
7）。
我們怎樣才能學會以非論斷人的方式
來鼓勵別人過著彼得在信中所提倡的
那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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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復臨的盼望】
讀下列經文，並注意關於未來事件
的預言：
彼前1：4
彼前 1：17
彼前 4：5－6
彼前 4：17
彼後3：1－10

〈彼得前書〉的原讀者和原受眾所
面臨的關鍵問題是逼迫。彼得安慰
他的讀者說，儘管他們的生活遭受
逼迫的阻礙，但他們仍然有未來的
賞賜在天上等著他們，這賞賜是別
人不能奪去的。他在〈彼得前書〉
的最早階段中提到，基督徒有一個
不能朽壞的基業為他們存留在天上
（彼前1：4）。
彼得強調將在未來發生的兩件事
情：最後的審判和邪惡在火湖中的
毀滅。換句話說，他表明儘管現在
有逼迫，但上帝將伸張正義，並施
行審判，而信徒將領受他們永恆的
賞賜。

彼得在三個不同的場合中提到審判
（彼前1：17；4：5－6，17）。他
說，父上帝必按各人的行為來審
判所有人，絕不偏待任何人（彼
前1：17）。他指出，耶穌自己隨
時準備審判活人和死人（彼前4 ：
5）。他也作出了一個耐人尋味
的觀察說，審判要從上帝的家起
首（彼前4：17）。彼得還強調，
「不敬虔之人」將在一場普世性的
大火中被焚毀（彼後3：7）。
彼得花了一些時間來處理有關耶穌
是否真的會回來的問題（彼後3 ：
1 － 10 ）。他指出，耶穌第二次降
臨的「耽延」，是為了讓更多的人
悔改得救。他還指出，一個未來的
審判之確定性應該說服大家去過一
種聖潔毫無指摘的生活。
因此，無論彼得有多專注於今生實
用的基督徒生活，他仍然把等待著
他們的未來盼望擺在讀者面前。簡
言之，無論當下的情況怎樣，他們
都需要憑著信心和順從向前邁進。
你為什麼也需要憑著信心和順從向前
邁進，不管你的情況如何？還有什麼
其它的選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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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教會中的秩序】
讀下列經文。在這些經文中，彼得
提到什麼關於政府和教會兩者之領
導的重要性，以及基督徒應該如何
應對兩者？他的話應該如何應用在
我們今天的情況中，不管我們住在
哪裡？
彼前2：11－21
彼前5：1－5

在彼得生活的時代，基督徒偶爾會
被政府和宗教當局迫害。這使得他
和保羅所說關於政府當局應有的
角色的話顯得更加重要（彼前 2 ：
13－17；羅13：1－7）。對於彼得
和保羅兩者來說，政府當局是上帝
親自設立的，為的是要對付那些作
惡的人。當然，也有時候當權者可
能是個問題。基督徒在彼得的時代
所面對的就是這種情況，而且情況
在未來很多年只會持續惡化。
但總的來說，其概念是，良好的政
治體制必能維持國家的法律與秩序
和安全。即使在今天，我們也看到
法律和秩序的崩潰，而人們也能看
到國家迫切需要合理的政體。的確
是；良好的政治體制是上帝給與人
類的一個祝福。

彼得無疑抱持著保羅的信念，相信
良好的教會體制也是很重要的。保
羅堅持說：在教會的崇拜聚會中，
「凡事都要規規矩矩的按著次序
行」（林前14：40）。彼得也照樣
懇求教會領袖「務要牧養在你們中
間神的群羊」（彼前5：2）。他們
要以謙卑和關懷的態度去行使這些
任務。地方教會需要受到良好的治
理。良好的領袖提供異像和連貫
性，並給他人機會發揮自己的屬靈
恩賜，以之榮耀上帝。
彼前5：5說，你們當以謙卑束腰，彼
此順服。我們怎樣才能學會做到這一
點？在你自己與他人的互動上，你如
何能應用這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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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首要地位】
讀下列經文。這些經文如何描述
《聖經》，以便幫助我們明白《聖
經》在我們今天的生活和信仰上應
該起到什麼作用？
彼前 1：10－12
彼後1：16－20
彼後 3：2
彼後 3：16

彼得在他的第二封信中針對假師傅
的問題，向讀者介紹了權威的兩個
來源。他說：「叫你們記念聖先知
預先所說的話，和主救主的命令，
就是使徒所傳給你們的」（彼後
3：2）。今天，我們同樣可以依賴
「聖先知」的話，也就是《舊約聖
經》。當然，我們再也聽不到活使
徒的話，但在一定的意義上，我
們有更好的：他們受靈感寫下的證
言，即《新約聖經》。馬太、馬
可、路加和約翰為我們留下了耶穌
的生平、死亡和復活的確切故事。
而在〈使徒行傳〉中，我們有眾使
徒的事蹟的記載。我們的確可以讀
由聖靈感動眾使徒親手寫下的話。
保羅強烈地論到上帝的話之權威

（提後 3 ： 16 ）。而彼得向他的讀
者指出《聖經》為教義和道德權威
的源泉。
在彼後 3 ： 16 ，彼得警告他的讀者
和受眾，即使《聖經》是真理的來
源，倘若他們不仔細留意聖靈要我
們明白的信息的話，那麼真理的來
源本身就可能被誤解，而這還可能
造成可怕的後果。
他的話今天應當提醒我們，在研究
《聖經》上必須遵守基本原則。我
們應當先用禱告的心來讀一段經
文。我們應當考慮經文在本章內的
上下文、以及本書甚至整本《聖
經》本身的背景來明白作者的原
意。作者在書寫經文時具體談論了
什麼？我們應當了解經文的書寫背
後有什麼歷史情況。（彼得前後兩
書的歷史背景，就是第一世紀的羅
馬帝國）。我們應當以尋求屬靈的
見解為讀經的目的，也當知道基督
的犧牲所帶來的救恩就是《聖經》
的核心信息（彼前1：10－12）。
最後，我們應當按自己的生活環境來
讀《聖經》。上帝想要我們領受什麼
真理？我們如何能把上帝的話應用在
自己的生活中，使之對上帝的國度作
出積極的貢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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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即便是在一片濃厚的神學色彩當
中，彼得的信十分強調基督徒的生
活和我們應當如何彼此相待。換句
話說，我們的確需要明白在耶穌裡
面的真理。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也
需要把真理活出來。在書信的開
端，我們就讀到了這些宏大的話：
「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
的心，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就當
從清潔的心裡彼此切實相愛」（彼
前1：22）。請注意他如何把我們
心靈的潔淨與順從真理聯繫在一
起。真理改變我們，使我們成為從
「清潔的心裡」彼此切實相愛的
人。順從、心靈的潔凈、和愛，這
三樣都是彼此息息相關的。這就是
我們應該追求的理想。你能不能想
像，如果我們遵循這項吩咐去行的
話，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教會將會
如何不一樣呢？至少在教會團結合
一的意義上會有什麼改變？「弟兄
們，你們回到自己的家和教會的時
候，願意帶著基督的精神同去嗎？
你們拋棄不信和批評嗎？我們正在
臨近一個時候，那時，我們前所
未有地需要團結在一起，齊心協力
地工作。在團結裡有力量。在不和
與分裂裡只有軟弱。」—懷愛倫
著，《信息選粹》第二卷，原文第
373－374頁。

討論問題
1 在彼後3：12，使徒寫道，我們應
該「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
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
烈火鎔化」。他說我們應該「切切仰
望」【譯者：英文直譯是「催促」】
上帝的日子來到，這話是什麼意思
呢？我們怎樣才能催促上帝的日子，
也就是基督的復臨呢？
2 我們常說自然界是上帝的「第二
本書」。不幸的是，如上帝的第一本
書《聖經》一樣，這第二本書也可以
被人誤解。例如，對很多人來說，自
然界所啟示的設計和用途的信息已經
被刪除，取而代之的是隨機突變和物
競天擇的達爾文主義概念。我們被告
知，這世界不是真的被設計的；它只
不過看起來是這樣罷了。那麼，我們
應該如何以正確的方式去閱讀和詮釋
這第二本書呢？第二本書所能教導我
們關於上帝的事有什麼限制呢？我們
可以從第一本書得到什麼幫助，以協
助我們正確地了解第二本書呢？當我
們對第二本書自然界的詮釋與我們對
第一本書《聖經》的詮釋產生矛盾
時，會發生什麼事？問題出在哪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