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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这一系列的讲道是我在美国纽泽西州美门教会(Monmouth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 MCCC)从2003/4/27起到2004/1/4﹐八个

月内讲的。不过其中有两篇是早年在普林斯顿华人教会牧会时讲

的﹔最后一篇是2004/11/7讲的。一共有31篇﹐近300页。美中不足

的是彼得前书2.18-21a这一段从前没讲﹐我最近将它补齐了﹐共

有32篇。 

 我在2001年一月交了博士论文﹐算是松了一口气。2003年时

﹐常读到中国大陆圣徒受苦的见证。大家应还记得﹐神州传播协

会制作的「十字架」一套四片的DVD﹐用访谈记录1950年以来五

十年大陆教会受苦及复兴的实况﹐也是在当年年底发布的。这些

见证不但感人﹐也激励海外的华人教会。在那样的思绪下﹐我开

始研读彼得前书并传讲其信息。 

 讲这些讲章对我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即经验新约希腊文文

法微言大义的威力。我在西敏士神学院读MAR时(1983~1985)﹐即

受到新约教授Dr. Moisés Silva的影响﹐陆续采购他大力推荐的

WBC这一套崭新的圣经注释。(那时可真是穷啊﹗) 该系列下的彼

得前书是由J. Ramsey Michaels写作的(1988)﹐我早就收集了。在

2003年这一年﹐这本注释是我研读十分深入的书﹐我在其中学习

到许多希腊文文法的讲究﹔这些讲究就是最地道的圣灵恩膏之所

在﹐我在讲章的脚注里都记录下来了。常有人说要释经讲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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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深入原文﹐要怎样把字里行间里的奥妙传讲出来呢﹖ 

 书名是取自胡振庆牧师(1918~1995)的传记没药山里的一句话

﹐是他在宁波为主受苦时说的﹕「对一个为耶稣受苦的基督徒来

说﹐这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其美丽乃是有份于羔羊耶稣受苦

时的美丽(彼前2.23)﹕ 

祂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祂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他们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这一幅画是从以赛亚书53.7-9取出来的。 

 你羡慕人生有这样的一页吗﹖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一页吗﹖

主的众教会有这样的一页吗﹖难怪主会兴起苦难﹐叫我们不得不

亲近羔羊﹐学习这人生最美的一页。这本书里引用了不少这类的

见证﹐愿你羡慕﹐并且真实地走上去。 

 家母出生于1921年农历二月21日﹐即阳历三月27日。(当年的

复活节是3/27。) 母亲归主(1967年春)以后﹐就用复活节作她的生

日。那么2021/4/4复活节正好是她的百岁生日。谨将这本讲道集送

给她作庆贺。 

 

张麟至牧师﹐2016, Gaithersburg, Maryland 

补记﹕2021/4/4, 复活节﹐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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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新选民(1.1-2) 

经文﹕彼得前书1.1-2 

1.1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选民﹐即侨民分散在本都﹑加

拉太﹑加帕多家﹑亚细亚﹑庇推尼的﹐1.2就是照父神的先见

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并蒙祂的

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直译) 

诗歌﹕我宁愿有耶稣(I’d Rather Have Jesus.) 

前言 

 这两节是本书信的问安语。作者就是使徒彼得。写信的岁月

大约是主后六十年代写的。收信者是当时的小亚细亚教会﹐如果

你打开地图来看的话﹐1.1所提到的五个地区﹐是罗马帝国的五个

行省﹐大略是按着顺时针的方向﹐将整个的小亚细亚绕了一圈。 

 从这两节短短的话语里﹐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徒有怎样的形

像。论到收信者﹐彼得一连用了三个字眼﹕选民(evklektoi/j)﹑侨民

(parepidh,moij, 寄居者)﹑分散(diaspora/j)。1 这三个词汇各有其丰

                                                 

1 按BDAG(最有权威的希腊文辞典)﹐evklekto,j (形容词转作名词) 有三意﹕与被

拣选有关的﹐此处采此意﹔与被拣选而有杰出之意有关﹐如提前5.21的天使﹐

路23.35的弥赛亚﹔与被拣选而视为佼佼者之意有关﹐如罗16.13﹐彼前2.4, 6。

parepi,dhmoj (形容词转作名词) 指在异地或外国停留﹑暂时寄居一段时间。另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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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涵义﹐最基本的是我们身为选民的身份﹐这是属灵的﹐是神

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其次是侨民﹐说到了我们对世界的心态﹔散

民则是论及我们的事奉﹑以及我们对末世荣耀的盼望。1.2则进一

步说明三一之神在选民身上有怎样的工作。整卷彼得前书的目的

记载在5.12－(1)证明…神的真恩﹔(2)劝勉…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

住。－也包含在开宗明义的1.1-2里面了﹗ 

选民 

 1.2有三个介词片语进一步地修饰选民这一个字眼﹐说明神在

选民身上有怎样的工作。「选民」顾名思义就是指蒙神所拣选的

人﹐这是在旧约里就有的教义(尼9.7﹐创12.1-3﹐诗106.23﹐申

4.37, 7.6-8, 10.15, 14.2﹐诗33.12, 135.4﹐赛44.12﹐结20.5﹐摩3.2)

﹔神在旧约里就称祂的百姓为祂的选民(诗89.3, 105, 6, 43, 106.5﹐

赛43.10-12, 20, 45.4, 65.9, 15, 22)。主在世的时候﹐数次用选民来称

呼那些跟从祂的门徒(路18.7﹐太24.22, 24, 31﹐可13.20, 22, 27﹐

约15.16, 19)。这个称呼﹐使徒继续使用(参西3.12﹐提后2.10﹐多

1.1)。 

 为什么圣经喜欢用这个一词汇呢﹖因为这一个词汇确实表达

了神在救恩上的绝对主权﹐但是这并非说我们这蒙神拣选的人就

没有责任了。彼得在彼得后书1.10-11说﹐ 

1.10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

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1.11这样﹐必叫你们

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就讲到我们的责任﹐真理永远是平衡的。事实上﹐呼召与拣选可

以说是同意词﹐这样﹐我们在彼得前书里就可以看见许多经文﹐

                                                                                                                   

出处﹐来11.13﹐彼前2.11。diaspora, (名词所有格用来修饰侨民) 指被分散的状

态﹐约7.35﹔分散所去地方﹐此处及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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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励我们要尽上追求圣洁的本份。不错﹐我们是蒙神拣选的﹔但

另一面﹐我们要回应神的恩典﹐这是我们的责任。 

蒙父先见拣选 

 我们是怎样蒙神拣选的呢﹖乃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先见这个字的名词与动词共出现七次﹐其实它和预定是同意语。2 

保罗在以弗所书1.4-5让我们看见神拣选﹑预定我们﹐是因为基督

的缘故﹐「在基督里」是唯一的原因。神拣选我们是根据祂的预

知或预定﹐与我们的善恶没有关系﹔神拣选我们「不在乎人的行

为﹐乃在乎召人的主。」(罗9.11) 保罗接着说﹐「9.15[神]要怜悯

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9.16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

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罗9.15-16) 这是

父神的工作。这个真理在教会历史上已经打过四次仗了。3 

藉圣灵得成圣 

 接着﹐「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有的人觉得奇怪﹐次序是不

是错了﹐他们认为这一个片语应该在最后﹐因为人要得救了﹐才

                                                 

2 按BDAG﹐「先见」(pro,gnwsij)一字指先见之明﹐新约外的1 Cl 44.2采此意﹔

或指神的无所不知的智慧而有的「预定」﹐此处及徒2.23皆采此意。而从其相关

动词proginw,skw使我们更明白此字与「预定」是同义词。此动词指预先知道﹐

彼后3.17﹔或指预先拣选﹐此处及罗8.29, 11.2﹐徒26.5。 

3 第一次是主后412-430年间圣奥古斯丁与伯拉纠之间的争议﹐在418年所召开

的Carthage大会上﹐算是奥古斯丁胜了﹐守住了圣经的教义。第二次是宗教改革

时﹐马丁路德在1525年出版了他的论意志的捆绑﹐驳伊拉斯姆(Erasmus)的自由

意志论﹐说明得救不是神人合作﹐而是神白白的﹑完全的恩典。第三次是十七

世纪初的阿民念的自由意志论﹔到了1618~1619年的多特会议上解决了。可是天

然人总是不死心。到了十八世纪﹐自由意志说在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身

上又复活了﹔1754年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出版了论意志的自由一书﹐使

当时的自由意志论者哑口无言。详见R. C. Sproul, Willing to Believe: The Con-

troversy over Free Will. (Baker, 1997.) 223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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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追求圣洁。可是彼得却是先说「借着圣灵得成圣洁」﹐才说

「顺服并蒙耶稣基督之血所洒」。究竟「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何

意呢﹖最好的解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13b﹕「[神]从起初拣选了

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

还有一节﹐哥林多前书6.11b﹐「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

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们看见这一个成圣和

我们一般所以为的追求圣洁有别﹐原来在我们悔改信主之时﹐圣

灵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工作﹐新约也叫做「成圣」﹐神学家称之为

「了断的成圣」(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有别于信主之后的「渐

进的成圣」(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彼得前书1.2的「成圣」正

是「了断的成圣」﹐是圣灵单方面的作为﹐一次永远地运作在我

们的心里﹐将我们从世俗的污浊捆绑里﹐分别出来。「圣洁」这

个词的原意本来就是「分别」﹐而不是「清洁」﹐译为「圣别」

更为清楚。当我们信主归正时﹐圣灵把我们从世界中一次永远地

圣别出来了﹗当圣灵把我们圣别出来时﹐还用主的宝血将我们的

罪污洗净。我们没有做什么﹐圣灵的恩惠就白白地临到我们身上

了。 

 所以﹐当我们一信主时﹐我们就觉得里头的罪洗干净了﹐心

中觉得好轻省﹐突然之间觉得我们和周遭人事物的关系变了。彼

得有这样的经历﹐使他向主有一个奇怪的祷告﹕「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路5.8) 但是主对他说﹐「不要怕。」他遇见那

位全然圣洁的主﹗当主以恩慈相待时﹐他完全被主吸住圣别了。

他里面得着一种力量﹐使他可以「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

个叫做「借着圣灵得成圣洁」﹐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作圣别的工

作。 

 回应这个圣别﹐越澈底越好。保罗在罗马书14.7-8说﹐「14.7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14.8我们若活

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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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的人。」－正是这个意思。 

 你信了耶稣﹐就不要拖泥带水的﹐总要和世俗有一个清楚的

了断﹐否则你作基督徒总是拖拖拉拉的﹑不干不脆的。神要用天

火焚毁所多玛城﹐神记念亚伯拉罕为他侄儿罗得的代祷﹐因此特

别差派天使去救罗得一家出城。可惜﹐他的妻子舍不得世界﹐回

头一看﹐就变为一根盐柱。主警告我们﹐「你们要回想罗得的妻

子。」(路17.32) 圣灵圣别了每一个得救的人﹐问题是我们却不服

圣灵的圣别。让我们不要排斥﹐乃要顺服祂。有两位父亲有同样

的心态﹕当他们的儿女过世后﹐他们觉得世界是这么样的不可

爱。房屋﹑工作﹑金钱﹑身份…一切事物﹐都不再摸着他们的心

了。他们的心中受了一个割礼﹐使他们看透世界﹑不再爱世界了。

相似的﹐我们与主同死的人﹐也看透世界﹑不再爱世界了﹐因为

圣灵用神的儿子﹑那位超然美丽荣耀者﹐吸引﹑圣别了我们。 

洒血意味顺服 

 第三﹐「以致顺服并蒙耶稣基督之血所洒的人。」圣灵的圣

别使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新意志﹐信靠神﹑顺服神。彼得在这卷书

信讲到我们是顺命的儿女(1.14)﹔顺从真理(1.22, 2.8)﹔此外还有

生活中为主而有的不容易的顺服﹕顺服君王﹑主人﹑丈夫﹑年长

者﹑彼此等。 

 顺服是基督徒重生的标志﹑信心的表现。原来向神意志的悖

逆变为柔软了。当我们顺服神时﹐神以基督的血与我们立约﹐这

是旧约所预表的﹐出埃及记24.6-8说﹐ 

24.6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洒在坛上﹔24.7又将约书念给

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24.8

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

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选民就是被神拣选﹑被圣灵圣别﹑顺服基督并与祂立约的人。 



彼得前书释经信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 

 6 

侨民 

 前所说的「被圣灵圣别」是内在的经历﹐这里成为在世上居

住的侨民则是落实的生活型态。什么叫侨民(寄居者)﹖「3.20我们却

是天国的公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3.21

祂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

形状﹐和祂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3.20-21) 所以﹐我们并不

是双重国籍者﹐我们在地上生活不过是寄居者﹐真正的国籍是天

国。 

 移民者开始时﹐大多羡慕得到美国国籍﹐因为拿了美国护照

几乎世界那个国家都可以去﹐有的国家甚至落地签证就可以了。

现在呢﹖可是有时持有美国护照反而危险﹗天国才是我们的真羡

慕﹐希伯来书11.8-10, 13-16 说﹐ 

11.8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

业的地方去…。11.9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

异地居住帐棚…11.10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

经营所建造的。…. 11.13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

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

是客旅﹐是寄居的。11.14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

乡。11.15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11.16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

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当华盛顿革命时﹐美国已经在他的心里了。他先前在新大陆不过

是「寄居者﹑侨民」﹐直到新国家出现了﹐他的心愿才得到实现。 

 选民今日一定是侨民﹐他们和世界的关系是「三不」﹕不爱

慕它﹑不属于它﹑不离开它(参约17章)。身为侨民是基督徒最好的

测试﹐看我们的心是否真爱神。唯有作好了天国的侨民﹐有朝一

日才显为神永远的好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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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民 

 和侨民紧紧相扣的就是散民。这个词原先不是好的意思﹐利

未与西缅被咒诅了﹐就分散在百姓之中﹐没有自己的地业。按着

旧约的说法﹐当神的百姓不顺服神而背约到了一个地步时﹐神就

要将他们分散在万国之中﹐抛来抛去(申28.36-37﹐赛49.6﹐耶

15.7)。当以色列人分散到天下各国时﹐他们的心系故国﹐希望有

朝一日他们能归回迦南美地﹔他们也相信当弥赛亚回来时﹐他们

都要归回应许之地。 

 这个观念移到新约子民身上了。我们如今是地上的盐﹑世上

的光(太5.13-14)﹐分散在世界各处。但是我们都不过是天国在地上

各处的侨民。我们是为着主的福音被主分散到各地的﹐要宣扬主

的美德。但是彼得前书1.4说明了凝聚我们的盼望﹐今日我们还是

散居之民。 

结论 

 使徒彼得在书信一开始就指出﹕这群蒙恩的人是神的选民﹐

是天国的侨民﹐是为主的福音分住在普天之下的散民。我们是选

民﹐说明了我们是蒙神拣选的百姓﹐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恩典的开

始。从今时直到永世﹐我们成了神的恩典的对象与标本﹐神验中

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神施恩的对象﹐恩上加恩﹐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乃是蒙神拣选进入另一个国度﹐「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腓3.20) 在地上﹐我们不过是侨民。华人移民

到美国最能体会什么是侨民的意味了。不论入了美国籍没有﹐我

们在文化上总是觉得﹕美国非我家﹗如果我们唱黑人灵歌「这世

界非我家」﹐真能与他们共鸣﹐那就对了。早年黑人在美国还没

有得到解放﹐受苦﹑没有社会地位﹐不过是个奴隶﹐他们当然会

感受到「这世界非我家」。我们信主成为天国的国民﹐因为羡慕

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地上我们就成为「侨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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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基督徒并不消极地等候而已﹐另一方面乃是散民﹐为主

受差遣往普天下传福音。这是积极的事﹐传福音就是扩张神恩典

的国度。本书信的受信者是怎么信主的呢﹖五旬节那天﹐那地区

上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得救的﹐成了第一批散民﹐将福音带回

小亚细亚(参徒2.9-10提及多处地名)。主说天国的福音要扩散30倍

﹑60倍﹑100倍。今年流行的SARS﹐据说是有史以来最具传染性

的疾病﹔而其传播主要是靠超级传播者。一个超级传播者可以传

给150人﹗台湾这一阵子的SARS肆虐﹐是一香港人传染了一位台

湾女士﹔而后者成为超级传播者﹐她只在台北市某医院待了40分

钟﹐就把台湾「扰乱」到如今的光景。但愿我们传福音也像SARS

的超级传播者这样光景﹐那就对了。 

4/27/2003, MCCC 

祷告 

我宁愿有耶稣(I’d Rather Have Jesus.) 

1 我宁愿有耶稣 胜于金银 

我宁属耶稣 胜过财富无边 

我宁愿有耶稣 胜过地土 

愿主钉痕手 引导我前途 

*胜过作君王 虽统治万方 却仍受罪恶捆绑 

我宁愿有耶稣 胜于世上 荣华富贵声望 
2 我宁愿有耶稣 胜于称扬 

我宁忠于主 满足主的心肠 

我宁愿有耶稣 胜于美名 

愿对主忠诚 宣扬主圣名 
3 祂是美中最美 远胜百合 

祂是甜中甜 远胜蜂房滴蜜 

祂是一切一切 喂我心灵 

宁愿有耶稣 跟随祂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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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Rather Have Jesus. Rhea F. Miller (1894~1966), c. 1933 

I’D RATHER HAVE JESUS 11.11.11.10.ref. George B. Shea,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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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重生的盼望(1.3-5) 

经文﹕彼得前书1.3-5 

诗歌﹕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I Know Whom I Have Believed.) 

颂赞归给神 

 彼得前书的主旨是证明神的恩典是真恩典﹐并且劝勉基督徒

要在神的恩典上站立得稳(5.12)。在书信的开头﹐使徒彼得在勉励

神的儿女之前﹐先将颂赞归给神﹕「愿颂赞归与神﹑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父…。」(1.3-12) 那位创造我们的造物主神﹐如今因着基督

所完成的救赎﹐成为我们父了。神是宇宙万物的神﹐但祂只是蒙

赎儿女的父。只有对于那些神的形像恢复了的人﹐神才是父。因

此﹐我们一悔改信主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不一样了﹐我们来

到神面前时﹐我们呼叫祂为阿爸﹑父啊﹗使徒称颂神的什么呢﹖

他在这一段经文里唯独挑出「重生」的恩典。重生产生了盼望(1.3)

﹔盼望产生了喜乐(1.6)。将来的盼望与今日的喜乐都是由重生而来

的﹐因此﹐使徒为着重生恩典颂赞父神。 

跳动的新心 

 什么是重生呢﹖Bonnye Spino是一个十分幸运的女士(57岁)﹐

2001年八月时﹐她已经没有办法离开Robert Wood Johnson医院(美

国纽泽西州)﹐因为她的心脏已经坏了﹐必须靠机器过活。8/25当

天她得着一颗心脏﹐第二天早上就移植给她。第三天她就可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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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走路﹐自己呼吸。复元以后﹐她一直很想知道﹐这是谁的心脏

呢﹖原来那个心脏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叫James Schaefer的﹐他死

于摩托车车祸。James的父亲Cliff也很想知道他儿子的心脏如今在

谁的心中跳动。有一个组织帮助捐赠者与受惠者双方联络起来。

唯有当双方时机都成熟了﹐真想见面时﹐该组织才为他们安排见

面。这样﹐Spino与Schaefer双方家族在翌年八月终于见面了﹐那是

十分叫人激动的一刻。 

 当Cliff看见Spino女士坐在约会地点时﹐他激动地对妻子说﹐

看哪﹐我儿子的心就在那里﹗Spino女士就走上来紧紧地拥抱着

Schaefer夫妻两人﹐好叫他们感受到Jimmy的心就在她的里面跳

动。自从Spino女士得着了这颗年轻人的心以后﹐她可以每一刻都

在享受着另一种新生活。与Schaefer夫妻见面以后﹐她认识了她新

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人﹐Jimmy Schaefer。她把Jimmy的照片放在

电视上面﹐每天早上开始新的一天时﹐她都和Jimmy先打一个招

呼。Spino说﹐Jimmy如今已经成了我的一部份了。1 重生就是我们

感受到另一颗心的跳动﹐有另一个生命的原则在我们里面活着支

配我们﹑引领我们﹐它已成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份。 

重生的原因 

 重生是新约最重要的教义之一﹐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

深入地剖明重生的意义﹐保罗在提多书第三章里也讲到重生的

洗。彼得在这里说﹐乃是天上的父神重生了我们。Spino女士原来

不过是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躺在病床上等死﹐没有盼望。可是

当她得到一颗新心时﹐她整个人改变了﹐她又活过来﹐用另一颗

新心过她每天的日子。她什么都没有做﹐她能做什么呢﹖她不过

是一个受惠者而已。重生是父神独力赐予我们白白的恩典﹐和我

们原来的光景完全无关。父神之所以重生我们﹐是按着祂的大怜

                                                 

1 Asbury Park Press [美国纽泽西州海边地方报] Freb. 24, 2003, Monday.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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悯。怜悯是恩典中的恩典﹐施恩给最不配的人。主耶稣两次向不

懂神恩典的法利赛人说﹐神是一位「喜爱怜恤」的神(太9.13召马

太﹔12.7, 安息日之主)。 

 怜悯比慈爱更深。以弗所书2.4-5说﹐「2.4然而﹐神既有丰富的

怜悯﹐因祂爱我们的大爱﹐2.5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

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不但是神的怜悯﹐

而且是丰富的怜悯。荣耀圣洁公义的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

﹐祂是那样的超越﹐实在犯不着来俯就我们这些卑微又败坏的

人。什么力量促使神来寻找我们呢﹖什么因素促使神发动祂的救

赎工程呢﹖乃是祂的大怜悯﹗ 

 旧约39卷书里﹐最叫我们罪人的心震撼的经文在那里呢﹖当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在西乃山下犯了拜金牛犊的罪时﹐摩西四次来

到神的面前为以色列人代祷(出32.31-32, 33.12-13, 15-16, 18)。神的

心先被震撼﹐因为摩西的代祷实在摸着了神的心。摩西第四次的

祷告很简单﹕「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于是神就将祂自己

显明出来。请你用金笔将以下这两节标出﹐出埃及记34.6-7a﹕ 

34.6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34.7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

过犯﹐和罪恶…。 

因着祂的大怜悯﹐神策动救赎﹐祂将我们这些罪人重生为圣徒﹗

清教徒古德温(Thomas Goodwin, 1600~1680)说﹐这是旧约中救恩

的大宪章。2 

 父神的怜悯是重生的终极原因﹐而功德原因(meritorial cause)

则是因着基督的死而复活﹔罗马书6.4-5讲得很清楚﹕ 

                                                 

2 Thomas Goodwin, The Works of Thomas Goodwin. (Edinburgh: James Nichol, 

1864.) 8:1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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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祂[基督]一同埋葬﹐原是

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

复活一样。6.5我们若在祂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祂复活

的形状上与祂联合。 

父神乃是借着复活祂的儿子﹐在基督里将我们也复活过来﹔我们

就像Spino一样﹐当我们从基督得了一颗新心时﹐就重生了﹗有效

原因是圣灵的工作(多3.5﹐约3.5-8)﹔可见重生乃是三位一体之神

的精心杰作。不仅如此﹐彼得前书1.23还提到了我们重生的凭借原

因(instrumental cause)﹐神使用神的道重生了我们。 

重生而盼望 

 我们在别的书信里看见重生的水平面﹑入世性。约翰壹书许

多经文告诉我们一件有趣的事﹕神的道德属性﹐表明在重生的人

身上﹕神就是义﹐所以祂的儿女是行公义的(约壹2.29)﹔神就是光

﹐所以祂的儿女是圣洁的(3.9, 5.18)﹔神就是爱﹐所以祂的儿女是

有爱心的(4.7)。重生使我们在世上表明了神的性情﹐向神有信心

(5.1)﹔并且得胜世界(5.4)。 

 可是彼得前书却强调重生的垂直面﹑末世性。重生就像我们

新生命的锚一样﹐神将我们的生命向上抛到天上﹑向前投入末世

﹐换句话说﹐重生使我们和末世的荣耀紧紧地扣在一起。原文在

此十分美丽﹐它用了三个介词片语﹐都是由eivj (进入之意)引入﹐

重生使我们进入那三个境界呢﹖活泼的盼望﹑天上的基业﹑末世

的救恩。这三件事是是一致的﹐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得救了﹐将来

终极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活泼的盼望 

 我们的信仰似乎少了点什么﹐以致于它变得十分的无味﹑失

去了活力﹖希伯来书11.1怎样定义信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换言之﹐信心是由盼望产生出来的﹐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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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终极的盼望﹐就没有今日的信心。在这次SARS危机里﹐香港淘

大花园的李太太的求生搏斗…只因为丈夫的一张卡片「我爱妳」

点燃了她的盼望﹐这丁点儿的盼望救她脱离险境。3 

 今日我们处于后现代﹐什么是后现代﹖它的特征是﹕没有绝

对的标准(什么都可以是对的)﹐凭感觉(理性不再是诉求)﹐十分主

观﹐人为中心﹐极度入世(忽视终极不可见的永世)…。后现代的思

潮是不考虑地平线外﹐所有的追求唯在乎看得见的﹑感觉得到

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诗人但丁在他的神

曲－炼狱(3.1.9)里这样写着﹕「所有到炼狱里的人﹐放弃盼望吧

﹗」我们若不再有天长地久的盼望﹐只在乎我们的小手能够抓着

什么﹐再少再小都好的话﹐现世不就变成了像没有盼望的炼狱一

样吗﹖但是我们却是一群有盼望投入末世﹑抛到天上的人。 

天上的基业 

 究竟盼望的内容是什么呢﹖乃是在基督里的「基业」。何意

﹖「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基督里面。」(西2.9) 保

罗在以弗所书3.18-21有一个很伟大的呼吁﹕ 

3.18[你们]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阔长高深﹐
3.19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3.20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

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3.21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

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基督里的「阔长高深」之丰满﹐就是我们的历世历代神儿女共同

要承受的基业。事实上﹐保罗用基业的思想来定义教会﹕「教会

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弗1.23b) 因此﹐我们不但是神的儿女﹐

更是后嗣﹐而且和基督同为后嗣﹐为的是要承受神在基督里的一

                                                 

3 世界日报(美国)﹐5-11-2003﹐礼拜天﹐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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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丰盛。这基业不是一个人能承受的﹐乃是众人一同承受的。彼

得用了三个头韵字来形容那天上的基业﹕不朽坏(a;fqarton, 胜过

了死亡)﹑不玷污(avmi,anton, 圣洁的)﹑不衰残(avma,ranton, 超越时

空)。那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宣教士Gregory Fisher在West African Bible College上课﹐学生

问他一个问题﹐帖撒罗尼迦前书4.16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

呼叫的声音(ke,leuma﹐命令)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会是什么命令﹑什么声音呢

﹖宣教士答不上来。学生紧追不舍。宣教士突然领悟了﹐神让他

在苦难的非洲地区所看见的﹐不正是答案吗﹖他就对学生说﹐当

基督回来时﹐祂要呼叫﹕「够了﹗」苦难够了﹑饥饿够了﹑恐怖

够了﹑羞辱够了﹑无望够了﹑绝望够了﹑亵渎够了﹑瘟疫够了﹑

战争够了﹑忧郁够了﹑死亡够了。4 

 每次我们背主祷文时﹐我们要再一次调整我们心灵的焦距﹕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

的旨意行﹑在地如天。」(太6.9-10) 神的国才是我们的基业。 

末世的救恩 

 这基业在我们身上就是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部份﹐乃是我们的

身体复活变化了﹐变得像主那般的荣耀。 

 玖妮(Joni Eareckson Tada)是美国当今传福音很有影响力的姊

妹﹐她年轻跳水时﹐伤到了脊椎﹐整个人就瘫痪了。但是她的信

仰使她不气馁﹐为主而活﹔她可以说是美国的「杏林子」。有一

次她在为伤残者所开的退修会上﹐经历到一个十分感人的故事。

退修会到了最后﹐她让参加者说说自己参加退修会最大的感想。

                                                 

4 Craig B. Larson, Illustrations for Preaching & Teaching. (Baker, 1993.) #196. p.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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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满脸雀斑﹑红发的小男孩杰夫﹐一个唐氏儿(Down’s syn-

drome)举起手来要讲话。他只说﹕「我要回家﹗」大家都觉得好笑。

他的母亲马上就加以说明﹐为什么杰夫会如此说﹐因为他父亲上

班不能来﹐他很想爸爸﹐所以说要回家。玖妮突然联想到﹕地上

虽然有很多好的地方叫人留恋﹐就像退修会一样﹐但是她还是想

回天家﹐那里有天父﹐不再有伤残﹑痛苦﹑眼泪与死亡。5 

锚抛在荣耀 

 重生以后﹐我们的焦距定在天上﹑定在永远﹑定在末世的荣

耀﹐我们盼望的锚抛在主身上。感谢神﹐那基业﹑那救恩﹐神为

我们在天上存留﹐虽然要到末世才显现(即揭晓)。不但如此﹐得基

业﹑得救恩的人在地上也蒙神能力的保守。不过最具关键性的是

「因信」这两个字﹗ 

 历代志上4.10记载雅比斯的祷告﹕「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

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

他所求的。我读到一篇见证﹐超越雅比斯的祷告﹐讲到神虽然垂

听雅比斯的祷告﹐但神更希望我们在主里有进步﹐能超越雅比斯

的祷告。6 二战时﹐邱吉尔的见证正是如此。他用但以理书3.17-18

来祷告﹕ 

3.17[尼布甲尼撒啊﹐]我们所事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

救出来。王啊﹐祂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3.18即或不然﹐王

啊﹐你当知道我们决不事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

像。 

这信心使他率领英国打败了纳粹德国。我们向神浩大的救恩有什

                                                 

5 Craig B. Larson, Choice Contemporary Stories & Illustrations. (Baker, 1998.) 

#106. p. 121. 

6 使者(2003年三/四月)﹕12-15。作者是邱仁山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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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回应呢﹖彼得告诉我们这信心必须是经得起环境试验的信心

(1.7)﹐唯独定睛在主身上的信心(1.8, 21)﹐抵挡魔鬼得胜的信心

(5.9)。一言以蔽之﹐乃是宝贵的信心(彼后1.1)。 

5/25/2003, MCCC 

祷告 

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I Know Whom I Have Believed.) 

1 我真不知神的奇恩 为何临到我身 

我也不知不堪如我 救来有何足多 

*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并且也深信祂实在是能 

保守我所信托祂的 都全备直到那日 
2 我真不知救我的信 如何进入我心 

我也不知何以一信 便得一个新心 
3 我真不知圣灵如何 引人知道己过 

并由圣经显明耶稣 使人接祂为主 
4 我真不知我的前途 到底是甘是苦 

我也不知未见主前 还有什么试炼 
5 我真不知何时主来 那时我是何在 

到底我当经过死谷 或将空中遇主 

I Know Whom I Have Believed. Daniel W. Whittle, 1883 

EL NATHAN C.M.ref. James McGranahan, 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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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在盼望中要喜乐(1.6-9) 

经文﹕彼得前书1.6-9 

诗歌﹕在至高者的隐密处(Within His Secret Place I Hide.) 

末日的喜乐 

 这一段经文的钥字是「大有喜乐」﹐这是一个十分强的原文

﹐和合本译文非常贴切。1 在这短短的经文中﹐它出现两次﹕1.6, 

8﹐可是它在两次出现的场合之解释有些不同。我们得先从1.6一开

始的「因此」(evn w-)讲起。最合解经学的看法是指着它的前置词「末

世」﹐这样﹐「因此」应该译为「在那时候」﹔而1.6-7就应该这

样翻译﹕2 

                                                 

1 按BDAG﹐「大有喜乐」(avgallia/sqe)的原形是avgallia,w﹐可以是直述或祈使语

气。只在圣经或教会作品里出现这个字眼。其意为大大喜乐﹑极度地喜乐﹑过

度地喜乐﹐新约用了11次﹐在本卷就出现了三次﹐见1.8, 4.13。由这三次的使用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确是极度地喜乐。J. Ramsey Michaels认为在1.6的此字﹐

以采直述语气为佳﹔而现在式也可以用作未来式的意思。见Michaels, WBC—1 

Peter. (Word, 1988.) 27-29. 

2 不少的解经者—如John Calvin—以为evn w -指1.3-5的「盼望」等前文﹐也通。不

过﹐以指紧贴上文的「末世」更佳。John Brown的看法和Michaels (WBC)一样﹐

他的释经建立在这种观点上。John Brown, 1 Peter. 1848. (Reprint in 2 volumes by 

BOT, 1975.)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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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那时候[指着1.5的「末世」]﹐你们将要大大喜乐﹐但如

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或许[=若有必要]暂时忧愁﹐1.7叫你们的信

心既被验证为真实﹐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为

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进[eu`reqh/]称赞﹑荣耀﹑

尊贵。 

 「大大喜乐」这个动词在1.8又出现了﹐但是用意有些不同。

1.6说是将来要「大大喜乐」﹐但是1.8却说今日因信而「大大喜乐」。

将来喜乐是因为我们眼见末世的荣耀而喜乐﹐今日喜乐则是我们

因相信主而喜乐。末世的是喜乐的源头﹐今日的是喜乐的操练。

这两者是息息相关﹐4.12-13也讲同样的事﹕因为将来末日的欢喜

﹐所以今日在火炼的试验之中﹐也要欢乐。美国式的用钱方式是

寅吃卯粮。钱还没有赚进来﹐就先刷卡再说﹐等以后赚了再还。

我们华人到美国都不这样过生活的。可是我告诉你们﹐属灵生活

就应该用美国人刷卡方式来过生活﹗这张信用卡是神赐给基督徒

的喜乐卡﹐尽管刷﹗不要怕﹐因为我们存在天上的基业太丰富了

﹐只怕到永远都用不完﹐我们末世的喜乐太大了﹐今日尽管先喜

乐。我们今日的喜乐不是从今天赚来的﹐而是由末世极重永远无

比的荣耀来支付的。因为末日有无穷的大喜乐﹐所以今日就要大

大喜乐。 

 1.6-9这段经文分成三方面来看﹕1.6a讲喜乐的源头﹐1.8-9讲

喜乐的操练﹐而1.6b-7讲喜乐的增长。 

喜乐的源头 

 喜乐是加拉太书5.22-23所提圣灵果子九方面中的一种。罗马

书14.17说﹐「神的国…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喜乐乃是神国的标志。主在受难之前告诉祂的门徒﹐这属灵的喜

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约16.22)。但是喜乐的源头来自何处呢﹖

其实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第八福中讲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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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5.11人若因我

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

了﹗5.12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

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太5.10-12) 

马太福音5.12a讲我们之所以喜乐﹐尤其在逆境中喜乐﹐是因为我

们将来在天上有很大的赏赐﹐所以今日为主受逼迫﹐能挺得住。

若只看今日﹐没有什么真实持久的喜乐。世上的人事物都会改变

﹐如果我们将盼望与喜乐寄托在其上﹐至终要失望。这几年的经

济变迁﹐不用我讲﹐大家一清二楚。耶稣说我们应当喜乐﹐因为

喜乐的源头不在地上﹑乃在天上﹐不在今日﹑乃在末世。 

 彼得前书1.3-5说一旦今日重生﹐神就领我们进入另一种更高

的境界﹕「活泼的盼望…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天上

的基业…末世的救恩。」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事﹐因此﹐1.6接着

说﹐「在那时候﹐你们将要大大喜乐…。」到那时候﹐信心都变

为眼见了﹕撒但被投入无底坑﹑甚至被投入永远的火湖(就是地狱)

里﹐所有与神对抗的势力统统都被消灭﹐大地更新﹐主耶稣亲自

从天降临﹐千万的天使与祂同来…﹐那是何等奇妙瑰丽的光景。

最奇妙的是我们已经睡了的人﹐主要将我们从天上的乐园带回来

﹐我们要经历身体的复活与变化﹐而尚存留在地上的圣徒也要变

化﹐都要穿上新造的身体﹐然后被提到空中云里﹐与主永远同在

﹗有一位弟兄讲得好﹐那日我们有三个惊讶﹕第一个﹐怎么我在

这里﹔第二个﹐怎么你也在这里﹔第三个﹐怎么他不在这里。启

21章形容永世新耶路撒冷是用精金﹑宝石﹑珍珠成的﹐整个都是

透明的﹐而羔羊基督是整个宇宙的中心﹐祂是唯一的光源﹕「21.23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

灯。21.24a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启21.23-24a) 

 亲眼看见这永世的荣耀﹐我们的反应就是﹕大大喜乐﹗永世

是我们喜乐的源头。永世就是末世﹐今世是被罪污染的世代﹐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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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在消逝之中。为此﹐神借着基督的首次降临﹐兴起了第二个世

代﹐它的特征是公义﹑和平﹑喜乐﹑圣洁﹑荣耀。这第二个世代

叫做末世﹐因为它是最后的一个世代﹔它又叫做永世﹐因为它要

存到永远。当主再来的时候﹐今世要完全结束掉﹐而永世则要进

入圆满。末世(或说永世)乃是一种境界﹐今天它已经存在天上﹐并

且侵入了今世﹐它是超越时空的一种境界﹐但它又在时空的轨迹

中渐渐地进入圆满﹑臻于至善。感谢神﹐我们重生的人已经进入

了末世的境界里﹐并且在这种的境界中成长。末世的圆满至善是

我们喜乐的源头﹐所以说﹐「在那时候﹐你们将要大大喜乐。」 

喜乐的操练 

 清晨的时候﹐当太阳还没有从地平线上升起时﹐我们虽然看

不见太阳﹐但是我们可以先看得见晨光曦微。同样地﹐真正圆满

的喜乐还要等到将来﹐可是我们今日就得开始操练靠主喜乐。

1.8-9让我们看见一个对比﹕信心与眼见。「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

如今虽不得看见」﹐乃是指看见主将来从荣耀中二度降临﹐即在

肉身中降临的光景。彼得自己见过那位得着荣耀﹑又在肉身中的

耶稣没有﹖有。因为主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

那位耶稣和祂受难之前的光景是不同的﹐祂复活了﹐带着新造的

身体﹐祂是得着荣耀的耶稣了。这位耶稣和祂复活前是怎么不同

呢﹖「我们也见过祂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1.14b) 复

活的耶稣乃是可以将神的荣耀无限量地表达出来﹐祂的肉身不但

不再是彰显神荣耀的遮盖﹐反而成了彰显神荣耀的绝妙器皿。其

实最能显明神子荣耀的事件乃是主的登山变形﹐神刻意地将祂的

儿子在永世的威荣﹐借着那一次的变形﹐完全地表达出来了。彼

得见过了﹗所以﹐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如今虽不得看

见。」 

 奥古斯丁在主后383年(29岁)到罗马去教书﹐这使他接触到新

柏拉图主义者Plotinus (205~270)的著作。386年﹐他在米兰快要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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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之前﹐曾借着这种哲学有过一次奥秘的经验﹐他希望他能在肉

身之内见到神﹗这在哲学里称作「神视」(beatification)。但是在他

信主以后﹐他从哥林多前书13.9-12的启示里知道﹐今日的神视是

不合圣经﹑不可靠﹑不可能的。今日是凭信心﹑而非凭眼见﹐神

视还有待将来。 

 什么是信心呢﹖信心乃是一种属灵的看见﹗它和末世的眼见

不是对立﹐而是对比。信心的看见「彷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

清」﹐是有限的﹐末世的眼见是与主「面对面」﹐「全知道﹐如

同主知道我一样。」(林前13.12) 可是圣经还是教导我们今日就要

学习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神的荣耀。 

 怎么操练呢﹖哥林多后书3.16-18指出一条路来。我们乃是在

神的话语中看见基督的荣美﹐我们敞着脸﹑凭信心凝视祂。圣经

就好像一面镜子﹐当我们照这镜子时﹐我们一方面看见了主的荣

美﹐我们另一方面又看见了自己的本相。可是当我们在主的恩光

中不离去﹐向主悔改﹐主的灵就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奇迹发生

了﹗我们在这面镜子中又看见了新造的我﹐「变成主的形状﹐荣

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这一个经历产生了彼得所说的「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

乐」﹐并且「爱祂」。1978~1979年我才出来服事主时﹐常到台北

锡安堂去聚会﹐那时﹐常听荣耀秀(Pearl Young)老教士在圣灵厚

厚浇灌会众时说一句话﹕「将来就是这样﹐将来就是这样。」玉

漏沙残(The Sands of Time)头两节讲得真好﹕ 

1玉漏沙残时将尽 天国即将破晓 

所慕晨曦即降临 甘甜加上奇妙 

虽经黑暗四围绕 晨光今已四照 

荣耀荣耀今充满 以马内利之境 
2哦基督你是泉源 源深甘爱充满 

既浅尝此泉于地 定必畅饮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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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主爱直扩展 犹如海洋涌溢 

荣耀荣耀今充满 以马内利之境 

今日所经历的荣光正是末世的荣耀﹐其性质是完全一样的﹐只是

其份量有所不同。当时老教士还有一句常讲的话就是﹕「你们要

更加渴慕﹐你们还渴慕得不够﹗求主加添我们的渴慕。」听啊﹐

启示录到了最末了怎么说﹖「圣灵和新妇都说﹐来﹗听见的人也

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

喝。」(启22.17) 

喜乐的成长 

 可是这段经文很奇怪﹐中间又加了一段彼得前书1.6b-7。1.6b

是生活中实际的情形﹐我们仍旧活在地上﹐会遇见试炼﹐而且是

百般的试炼。试炼和试探不同﹕试炼是神容许我们在生活环境中

遭遇到的难处﹐看看我们是否信心坚固﹔而试探则是撒但攻击或

引诱我们内在的罪性﹐使我们犯罪。生活中有许多的试炼﹕失业

﹑失败﹑车祸﹑失恋﹑饥荒﹑瘟疫﹑天灾﹑信仰逼迫﹑疾病﹑(亲

友)死亡…是神许可的。神试炼我们﹐但不试探我们。撒但无法试

炼我们﹐他只能落井下石﹑试探我们。 

 但是经文在此说这些试炼是(1)暂时的﹐(2)需要的(eiv de,on, 若

是需要的话﹐或译为或许)。因为试炼既是出于神的许可﹐就有神

的美意在其中。神的美意为何呢﹖神不叫我们白白受苦﹑忧愁。

其用意在1.7﹐看我们向着神的信心是否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

话﹐它会给我们的灵命带来实在的改变﹐就是使我们肖乎主的形

像﹐以至于当主再来之时﹐主要赐我们以「称赞﹑荣耀﹑尊贵」。

雅各书1.3也讲类似的话﹕ 

信心试验忍耐完全 

在罗马书5.2-5也有类似的话﹕ 

信心患难忍耐老练盼望喜乐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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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以金子的熬炼作为比喻﹐在试炼之中﹐我们灵命中的杂

质就被暴露出来﹐既被神暴露了﹐杂质就除去了。因此﹐到末日

审判时﹐我们才会得着主的称赞与肯定。因此﹐彼得甚至说﹐ 

1.12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1.13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

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1.14你

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

住在你们身上。 

苦难的试炼使我们灵命长进﹐将来可以更大大地喜乐﹐因此﹐反

而为着有试炼而欢喜﹗ 

 Victor Frankl是二战后出名的心理学家﹐犹太人被纳粹屠杀的

生还者。当他在集中营时﹐一切都被剥夺了﹐他问自己一个很重

要的问题﹐人为什么要活下去。他的体验是﹕人知道了生命的意

义﹐才明白为什么要活下去﹐才能忍受任何的磨难。然而他的人

生关键是在很偶然的场合获得的。当他所有的一切身外之物都被

剥夺时﹐他被配发了一件外套﹐是在煤气室已殉难者留下来的。

他在那衣服的口袋里摸到一片纸﹐上面是「以色列啊﹐你要听!」

(Shema Yisrael, 申6.4-5)﹐那是犹太人﹑也是人类生命的意义﹐与

生活下去的勇气。3 申命记6.4-5说什么呢﹖「6.4以色列啊﹐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6.5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

的神。」 

结语与结论 

 早在1982年苏联的太空计划发现一件事﹐两位太空人在太空

待了211天以后﹐身体的肌肉严重萎缩﹐因为长久处零重力的情

                                                 

3 Craig B. Larson, Illustrations for Preaching & Teaching. (Baker, 1993.) #235. p.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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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之下﹐肌肉没有任何阻力﹐自然就萎缩了。4 属灵的肌肉也是一

样﹐主为了叫我们灵命长大﹐就特意设计了一些阻力叫我们遇见

﹐这些阻力就是百般的试炼。有一个人看见蛾蛹在破茧而出时﹐

似乎有困难﹐他就好心拿了剪刀帮那蛾从茧里出来。结果他发现

这只蛾的身体太肥胖﹐翅膀太薄弱﹐飞不起来。他帮了倒忙。神

的设计是叫蛾在破茧而出时的挣扎﹐使它的身体减重﹐翅膀变

强。5 

 但愿我们可以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苦心﹐祂叫我们受试炼﹐

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中还有太多的杂质﹐祂在帮助我们成长﹐消极

来说﹐除去杂质﹔积极来说﹐在建立我们新生命的品格﹐使我们

在灵里能起来好好走属天的道路﹐能对付仇敌。最后我读一段经

文﹐是在申命记32.10与对比的32.11-14。 

32.10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

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 

32.11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搧展﹐接取雏鹰﹐背

在两翼之上。32.12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

同在。32.13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

他从盘石中咂蜜﹐从坚石中吸油﹔32.14也吃牛的奶油﹐羊的

奶﹐羊羔的脂油﹐巴珊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

﹐也喝葡萄汁酿的酒。 

让我们先学会对试炼不要以为奇怪﹐再学会倒要欢喜﹐与主一同

受苦﹐好将来与一同得荣(4.12-13﹐参雅1.2)。神在搅动我们的鹰

巢﹐让我们起来吧﹗ 

6/1/2003, MCCC 

                                                 

4 同上﹐#51. p. 60. 

5 同上﹐#250. p.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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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在至高者的隐密处(Within His Secret Place I Hide. H353) 

1在至高者的隐密处 在全能者的手荫下 

我靠宝血得以进入 在彼诸天荣耀下降 

救主衣裳将我遮蔽 我心欢乐我灵歌唱 

*哦主我已在此尝到天堂 我心已经再无别的盼望 

爱如浪潮滚滚 阵阵漫我心魂 

我知现今我正住在天堂 
2救主高踞施恩宝座 召我前来瞻仰君王 

衣裳垂下活水流淌 赐我护庇赐我安康 

喜乐的油亲注头上 我魂满溢何等欢畅 
3荣耀重重使我俯伏 恩典浩大引我顺服 

天国胜景我已目睹 罪势死权尽都消除 

爱望常新信心飞扬 你已使天荣耀下降 

Within His Secret Place I Hide. Newman Sze, 1977 

MIMI 8.8.8.8.8.8.ref. Mimi Lam, 1977 

注﹕史伯诚弟兄作词﹑林知微姊妹作曲。圣徒诗歌353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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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圣灵的灵感与见证(1.10-12) 

经文﹕彼得前书1.10-12。这段原文颇难﹐和合本修译如下﹕ 

1.10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

寻求考察﹐1.11就是考察甚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而在他们

心里基督的灵﹐当祂预言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之时﹐也

指向这一个时候。1.12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事﹐

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借着那些靠着从天上差派来的圣

灵﹑而传福音给你们的人﹐这些事现在传报给你们﹔天使也

渴望从上察看这些事。 

诗歌﹕愿主为我擘开生命的饼(Break Thou the Bread of Life.) 

双重的结构 

 彼得前书1.3-12和以弗所书开头的颂赞类似﹐是一首绝妙的

三一颂。1.3-5颂赞父神﹐因为祂是救恩的计划者﹐在这里﹐他提

及了我们在今生救恩的开始(重生)﹐以及其结束(末世的救恩)。接

着在1.6-9颂赞基督﹐因为祂是我们信望爱的中心﹑属天喜乐的源

头﹐所以今日我们爱慕祂﹐并且大有喜乐。末了在1.10-12﹐颂赞

转向圣灵。我们一旦重生了﹐就有盼望﹔一旦有了盼望﹐我们就

大有喜乐。但是这喜乐是怎么来的呢﹖不是凭空来的﹐乃是因为

我们所得浩大的救恩。1.8-9指出﹐救恩带来大喜乐﹐而今日的大

喜乐也带人更深地经历救恩。1.10-12指出这救恩是由圣灵启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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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 

 在教义上﹐1.10-12a强调圣经的灵感﹐1.12b则强调圣灵的见

证。彼得在他晚年颂赞圣灵的工作时﹐他强调这两样圣灵的工作。

当然﹐圣灵的工作有许多﹐可是彼得在此格外挑出了这两样－最

重要的两样。圣灵与圣道是紧密的双重结构。 

天使在观看 

 1.10-12a讲到众先知所得的启示﹐虽是在旧约时代﹐基督的

灵照样地启示先知们基督的奥秘。全圣经都是为基督作见证﹐祂

的事工分成两部份﹕由苦难进入荣耀。基督的启示是旧约的中心。

圣灵预言基督将要成就的救赎﹐先知们就借着预言的启示认识了

基督是谁。 

 和合本的译文将1.11b卷入了1.11a里面了。事实上﹐原文叫我

们看见基督的灵独立启示性的工作。旧约的众先知殷勤地考察－

1.10-11连续用了三个原文不同的动词说到先知寻察的殷勤(寻求﹑

考察﹑考察)－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与时机﹐可是他们之所以能得到

信息﹐都是因为基督的灵的「指向」(11节)－其实那就是启示﹐而

且这启示的焦点就是基督。 

 1.12b则讲「现在」如何。这是基督升天以后的新约时代﹐仍

旧是同一位圣灵在作启示的工作﹐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所以福

音已经成就了。1.12b的主词是「这些事」﹐不是和合本的「传福

音者」。和合本掉了「借着」一介词﹐这个介词显示了传福音者

不过是配角﹑是神工作的器皿而已。「圣灵」是dative﹐和合本的

译文采取了「靠着」 (instrumental)的意思﹔其实也可以译成

「与…(同工)」(associative)的意思﹐这样﹐就更突显了圣灵的主权

与主动﹐传福音的人不过是配角而已。1 

                                                 

1 Michaels, 1 Peter (WBC).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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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约的先知们将新的启示传报给我们。最有福的是「你们」

﹐即神的选民﹐一共出现了四次－我们是旧约﹑新约时代启示的

受惠者﹐何等地有福。彼得在此指出﹐传福音者将福音传给我们

﹐但同时另有从天上差派来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工作﹐才使我

们明白福音﹑信耶稣。 

 最后在12c里﹐提出天使的观看。 

圣灵经文化 

 救恩乃是神借着圣灵启示给先知的。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

神只在意一件事﹐如何在祂选民身上成全神的救恩。这个历史叫

做救恩历史。整本圣经就是一部救恩历史﹐讲到神如何借着基督

来拯救祂的百姓﹐这圣经的启示正是圣灵工作的核心。 

 今天正巧是五旬节。何谓五旬节﹖五旬节又叫收割节﹐是旧

约时代七大节期的第四个节日﹐从初熟节算起第49天﹐即五旬

节。主耶稣是在逾越节那一天受难了﹐在第三天就是初熟节复活

了。祂复活以后四十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之后

祂就升天。在祂升天以前﹐祂怎样吩咐门徒﹖ 

1.4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1.5…你们要受圣

灵的洗。…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

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

证。(徒1.4-5, 8) 

门徒就遵守主的吩咐聚集等候圣灵的降临。到了第十天﹐就是主

后三十年五旬节的那一天﹐圣灵浇灌了。使徒行传2.33－「祂既被

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

见的﹐浇灌下来。」－说明五旬节的意义。神的灵和神的儿子一

样﹐从永远到永远都是神﹐没有一点转动的影儿。既然五旬节没

有改变神的灵之为神的事实﹐那么五旬节的意义何在呢﹖ 

 使徒行传或许提供一些答案﹐不过最好的答案在提摩太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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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a-17﹕「3.16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3.17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

样的善事。」请问﹐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以后﹐跟以前有什么不同

﹖有﹐自从圣诞节以后﹐神的儿子就多了肉身。同样的﹐自从五

旬节以后﹐神的灵就多了什么﹖圣经﹗神子降世肉身化﹐神的灵

浇灌则是经文化。自从神子降世后﹐祂的肉身就永远不再和祂分

离﹔同样的﹐自从五旬节以后﹐神的灵就永远和圣经不分离了。 

 使徒彼得晚年写彼得书信时﹐按着我们的想法﹐如果他要告

诉教会什么是圣灵的工作﹐他该写什么﹖诸位﹐不要忘了﹐他是

主的头号使徒﹐使徒行传的头半部(1-12章)主角人物就是他。福音

怎么在犹太地传﹐在撒玛利亚传﹐首度传给外邦人﹐都是彼得亲

身经历的。他是五旬节的目击者﹐他也亲身经历了许多的神迹奇

事﹐其中最神奇的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城行走时﹐他的影儿照在什

么人的身上﹐都会产生医病的神迹(徒5.15)。请问﹐他晚年颂赞圣

灵时﹐他该怎样称颂祂呢﹖他似乎应该提到往日那些神迹奇事才

对﹐好将荣耀归给神。结果不是﹐他在这里提到什么呢﹖他在这

里提圣灵在启示圣经上的工作﹔用比较神学术语的话来说﹐那就

是圣灵的经文化﹗ 

 圣灵的经文化又叫圣经的灵感﹐因此﹐我们每次读圣经时﹐

我们都明白一件事﹕圣灵已经把神的启示信息负载在圣经里了﹐

我们借着圣经的作者－圣灵－的光照﹐必要在圣经里遇见基督﹑

与神相会﹐因为圣经乃是神的镜子﹐叫我们可以在其中瞻仰神的

荣美。 

登山变形之例 

 对彼得而言﹐他跟随主的一生中﹐最值得记念的事大概是主

的登山变形﹐那是一件太荣耀的事件了。在他离世之前﹐他念念

不忘要将这一件荣耀的事告诉后人(彼后1.16-18)。可是他接着怎么

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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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

的。」(1.19) 彼得亲眼目击弥赛亚神性的荣耀﹐应该没有问题了﹐

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可是他不是诉诸经验﹐而是以更准确的根

据为依据﹐那就是先知的话－圣经。 

 提摩太后书3.16a的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pa/sa grafh. 

qeo,pneustoj)－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神所默示的」在原文是一个

字(qeo,pneustoj)﹐有人译为「神所吹气的」﹐那是神的灵的工作。

神一次永远地将祂的真理默示在圣经里面﹐以至于我们说圣经就

是神的话﹐圣经不只是包涵神的话﹐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彼得

前书1.11a说﹐众先知有一个渴慕要明白基督的救赎是什么时候与

怎样的场合实现的。但是人怎么可能知道基督的奥秘呢﹖1.11b就

让我们看见基督的灵在做启示的工作。旧约先知们知道他们所得

的启示是圣灵所默示的﹐是神自己在对他们说话﹐是绝对的权

威。同样的﹐新约时代的先知们也知道﹐他们所传的福音﹐其源

头是天上差来的圣灵﹐并不是他们自己。所以﹐彼得后来会说﹐

神的话比他在变形山上所看见的异象﹐更为准确牢靠﹐因为圣经

是神自己的话。 

圣灵的见证 

 在彼得前书1.10-12﹐我们看见圣灵的工作﹕预言基督的工作

(救赎)﹑指明基督完成其工作的时候与场合﹑加能力给传福音者

﹑使人明白福音。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就叫我们看见一件十分

严肃的真理﹕神的道与神的灵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这是一

种双重结构﹐正如神学家加尔文所说的﹕ 

神在祂选民身上工作有两种途径﹕透过圣灵在他的里头工作

﹐透过圣经在他外头工作。借着祂的灵﹐神光照他们的心思

﹐并塑造他们的心爱好公义﹑行出公义﹐使他们成为新造。

借着祂的道﹐神挑起他们渴慕﹑寻求﹐并得着同样的更新。

(基督教要义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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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灵和神的道之结合犹如光与热﹐有光无热的光不是真光﹐有

热无光的热也不是真热。有光必有热﹐有热也必有光﹐这两样是

并行的。神一次永远地将祂的真理之光蕴藏在圣经里﹐这是圣经

的灵感。然后每一次神要工作的时候﹐神总是借着祂的灵﹑在祂

的圣经里去汲取信息﹐供应人的需要﹐并在人心内产生属灵的温

暖﹐这叫圣灵的见证。光与热是不分离的。 

以马忤斯之例 

 1.10-12a论到旧约时代的先知们﹐11.12b则论到新约时代的先

知们。神的救恩先记载在先知们的启示里﹐然后圣灵在人心里工

作时﹐乃是用神的话为唯一的凭借工具﹐使人得救。连主耶稣自

己传福音都不例外。我们举一个例子﹐主对以马忤斯二门徒的工

作(路24.13-35)﹕这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他们所

盼望的弥赛亚居然死了﹐所以他们心灰意冷﹐心中忧愁。一路上

他们谈什么呢﹖耶稣﹗奇怪﹐按他们所相信的﹐耶稣死了﹐戏唱

完了﹐应该都已经落幕了。可是他们的心还在主的身上。走着走

着﹐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第三位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复活的

耶稣。可是他们认不出来﹐因为他们的心眼迷糊了。他们也听到

其他门徒的见证说﹐主已经复活了﹐可是他们就是无知﹑迟钝﹑

不信。 

 主耶稣怎么办呢﹖行神迹给他们看﹖讲些预言给他们听﹖赶

他们心中的鬼﹐假如有的话﹖查一查是否他们的祖宗留下什么咒

诅在他们身上﹖或者讲一些别人悔改归主的精采见证﹐以感染他

们﹐使他们也信﹖没有﹐都没有。主做了什么呢﹖24.27﹕「于是

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

了。」大概讲了约三小时﹐那两人信主了没有﹖没有。有没有用

﹖有。因为他们虽然还没有信主﹐但是听了主的道﹐他们的心里

觉得「火热」(24.32)。就欠临门一脚了。当黄昏走到了以马忤斯﹐

这两人强留耶稣与他们同住。当耶稣为他们擘饼祝谢时﹐他们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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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之间眼睛打开了﹐看见主了﹐但是忽然之间﹐耶稣不见了。正

当主擘饼时﹐圣灵借着神的话在他们心中工作﹐「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24.45)﹐这是关键﹗因为明白了圣经﹐所以

认识了复活的耶稣。因此﹐彼得毫不犹疑地颂赞在历史上﹑将救

恩启示给先知们的圣灵﹐而且这些启示都记载在圣经里。 

结语与结论 

 整部圣经是一部救恩史﹐神的救赎启示是渐进的﹐愈来愈清

楚﹐第一个高潮是基督首次的降临﹐第二个高潮是基督第二次﹑

也是末次的降临。主曾亲口告诉门徒们说﹕ 

13.16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

有福的﹐因为听见了。13.17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

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

没有听见。(太13.16-17//路10.23-24) 

提起施洗约翰﹐主说他比整个旧约时代的众先知大多了。可是主

又说﹐天国里最小的也比约翰大(太11.9, 11)﹗主所说的是比时代

﹐而不是比个人。我们何等有幸﹐生在这个救恩历史快要成全的

世代﹗彼得前书1.12a说﹐众先知们知道他们所得的启示只是为着

我们这班新约时代的圣徒﹐因为基督已在十架上说﹐「成了﹗」 

 希伯来书11章讲了一系列旧约时代的信心伟人﹐最后的结论

是怎样呢﹖「11.39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

应许的﹔11.40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

同得﹐就不能完全。」(来11.39-40) 我们要起来奔跑这条属天的道

路﹐要进入基督为我们打开的完全﹐这是「更美的事」﹐是彼得

前书一章上面所提到的天上的基业﹑末世的救恩。这不是个人的

事乃是基督身体的事。今天棒子交到我们的手里﹐正是我们奔跑

的时候﹐以往的圣徒都在看着我们﹐因为他们和我们是属灵命运

的共同体﹐将来当主再来之时﹐大家是共同得着那个属灵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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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罗在以弗所书3.18-19里也呼吁历世历代的众圣徒要一同来

体验「基督的爱是何等阔长高深」﹐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爱是过

于人所能测度的」﹐当我们一同进入那完全时﹐「便叫神一切所

充满的﹐充满了[我]们。」 

 英国清教徒神学家古德温(Thomas Goodwin)在他还没有完全

归正(1620)之前﹐曾去德恒姆(Dedham)听有名的若哲士(John Rog-

ers)讲道﹐那时﹐他自己在剑桥大学读书或刚开始工作。那天讲员

若哲士讲圣经的权威与重要。他先向着神的百姓扮演神﹐对会众

说﹕「好﹐我已经把圣经给你们这么久了﹐你们轻视它﹐把它放

在房间的某一角落﹐上面积满了灰尘与蜘蛛网。你们不在意去读

圣经。你们这样地对待我的圣经吗﹖好﹐你们不再会拥有我的圣

经了。」说完话﹐他就把圣经拿起来﹐好像他要把它从神的百姓

中拿走﹐不再给他们圣经了。 

 突然之间﹐他又向着神扮演神的百姓﹐跪在地上向神迫切地

哀求说﹕「主啊﹐不论你对我们作什么﹐求你不要把圣经从我们

中间拿走。你可以杀掉我们的小孩﹑烧掉我们的房屋﹑毁掉我们

的财产﹐千万要留下你的圣经﹐不要拿走你的圣经。」 

 接着他又扮演神对百姓说话﹕「这可是你们说的﹖好﹐我就

再试你们一阵子。这是我的圣经﹐给你们。我要看看你们怎样使

用它﹐是否你们更多爱它﹐是否你们更多宝贝它﹐是否你们更多

遵行它﹐是否你们更多实行它﹐是否你们更多按照它而生活。」 

 会众都哭了﹐眼睛含着泪水。会后﹐古氏有一刻钟之久﹐抱

着马的颈项哭泣﹐没有办法上马。2 古氏的良心大受震撼﹐从此他

一生之久﹐都宝贝神的话﹑爱慕神的话。 

 基督徒真是全世界上最可骄傲的人了﹐只因为我们手中有一

                                                 

2 Works of Thomas Goodwin 2:xvii-x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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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神的话。我们真要好好读圣经﹐让我们效法彼得宝贵圣经－圣

灵的启示。让我们的心常让圣灵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作见证﹐

唯独将基督荣耀在我们心中。 

6/8/2003, 五旬节, MCCC 

祷告 

愿主为我擘开生命的饼(Break Thou the Bread of Life. H688) 

1 愿主为我擘开生命的饼 就像当日傍海对众所行 

靠这圣书引导我寻求你 我主神的活道我渴慕你 
2 哦主你是我的生命的饼 你的圣言真理已拯救我 

教我充满神爱渴慕真理 你虽在天我仍与你同活 
3 求主赐下智慧启示的灵 触摸我的心眼能看见你 

解开你话语里隐藏真理 使我在圣书中能朝见你 
4 亲爱的主祝福你的真理 像你为饼祝福在加利利 

好叫捆绑都脱锁炼都落 以你为我安息为我一切 

Break Thou the Bread of Life. Mary A. Lathbury, 1877 

Bread of Life. William F. Sherwin, 1877 

 

 





彼前1.13-17﹕圣洁的呼召 

 

 

39 

 

 

 

 

彼得前书释经信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 

第五篇 圣洁的呼召(1.13-17) 

经文﹕彼得前书1.13-17 

「约束你们的心」宜译作「准备好你们的心付诸行动」。1.15

宜译作「像那位呼召你们的圣者…。」 

诗歌﹕充满我心境(Fill All My Vision.) 

主旋律响起 

 前面已经详细地看过1.3-12的三一颂。1.13一开始是「所以」

﹐承先启后。因为有了三一之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神

的儿女向着神就有一回应﹐什么回应呢﹖1.13的主动词是「盼望」。

基督徒是一群有盼望的人﹐盼望什么呢﹖乃是盼望主再来时所带

给我们末日的救恩。有人说新约时代三大使徒分别是保罗讲信﹑

彼得讲望﹑约翰讲爱﹐良有以也。彼得的这卷书信的确就是在讲

盼望﹐这是它的主调﹕「活泼的盼望」(1.3)﹑「天上的基业」(1.4)

﹑「末世…的救恩」(1.5)﹑「耶稣…显现」(1.7)…都是在讲盼望。

到了1.13﹐它的主旋律又回来了。 

圣洁的解析 

 1.13的主动词是「要…盼望」﹐辅助分词有两个﹕「准备好你

们的心付诸行动」与「谨慎自守」。1.14-17是由之而来的句子﹐

乃是伦理的结果﹕不要如何﹐与要如何。不要什么呢﹖「不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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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要什么呢﹖「要圣洁」(1.15b)﹐「要敬畏」(1.17)。后者

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存心﹐前者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果子。成圣乃是

以神自己为标准(1.16, 15)﹐诚于中﹑形于外﹐表现在一切的言行

上。 

新约的伦理 

 紧接着﹐1.15-16就发出了要求神儿女追求圣洁的呼召﹐原来

这一个末日的盼望在今日是活泼的﹐具有伦理的果效。基督徒今

日怎样过生活﹐和我们末日的救恩息息相关。末日的盼望是我们

今日行事为人的动力。如果我们只是读1.14-15的话﹐还没有那种

强烈追求圣洁的感受。可是使徒是将这一个圣洁的呼召﹐放在末

日的盼望之后﹗焦点放在末世的盼望﹐但是它的荣耀的动力却转

到现实的今日了。(跟照像一样﹐定了焦点以后﹐再将这个焦点放

在现实的图框里。) 

 这是新约十分清楚的教训。我们可以读些其他处的经文﹐就

更明白了。罗马书13.11-13是保罗给罗马书的教训作一个总结。他

从12.1起﹐就有许多的劝勉﹐那些劝勉都是根据神在基督里所成

全的救赎而有的。到了13.11他突然把座标点放在「白昼将尽」上

﹐那是主再来﹑我们「睡醒」的时候。因为末日那一个浩大的救

恩﹐所以今日消极来说﹐我们「当脱去…﹑不可…﹑不要…」﹔

积极来说﹐我们「当带上…﹑要…」。末日对我们而言﹐不只是

末日救恩的盼望﹐而且是今日伦理的动力与标准。我们平常都以

为末日的盼望只有在悲伤﹑苦难的时候﹐成为一种安慰的力量。

罗马书8.17-25所讲的﹐正是苦难中的安慰。当有主内的人去世了

﹐保罗说﹐神的儿女们不应该「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帖前4.13) 有了盼望﹐我们就可以节哀。可是盼望的用处还不只是

如此﹐如罗马书13.11-13所显示的﹐它也成了我们信主以后日常

伦理生活的规范与动力。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过圣洁的生活。 

 那么使徒约翰呢﹖也是一样的﹐我们看约翰壹书3.1-3。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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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向着主的荣耀盼望﹐激发他有一颗追求圣洁的心(3.3)。 

 论到伦理道德﹐我们一般的想法是在我们得救了以后﹐认识

了神﹐圣经的十诫－神的道德律－自然就成了我们的道德标准﹐

我们也衷心接受它﹐正如罗马书8.4所说的﹕「律法的义成就在…

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诗篇19.7-14更能表达这种思想﹕「我们的

心因此受到警戒」﹐大卫说﹐「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其实新约

论到合神心意的道德有好几方面﹕以上所提的是它的标准﹐此外

还有目的乃是为着荣耀神﹐「所以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

耀神而行」(林前10.31)﹔其动机则是爱人﹐「爱人就完全了律法。」

(罗13.8b) 在彼得前书这里﹐他提到了伦理另外重要的两项﹕动力

是末日盼望所带来的荣耀﹐以及其方法是成圣。 

成圣的重要 

 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神所要的好行为乃是我们这个人成为

圣洁以后﹐所结的果子﹔神要的是生命树上所结的果子。那有果

子不是从树上结出来的﹖没有生命树就没有生命果。一生的果效

是从心发出来的。神要的是心的转变﹐而这个内在的改变就是圣

洁。 

 而且彼得说到了圣洁的标准是神的自己。「像那位呼召你们

的圣者﹐你们…要圣洁。」(1.15) 神在旧约里被称为(以色列的)圣

者(见诗71.22, 78.41, 89.18, 赛1.4, 5.16, 12.6, 14.27, 17.7, 29.23, 

30.12, 15, 31.1, 41.20, 45.11, 55.5等处)。彼得引用了利未记19.2的话

﹐另见11.44, 20.7, 26。达文西画最后的晚餐时﹐没有什么难处﹐

除了画脸之外。画脸也还没有什么难处﹐除了画主耶稣的脸。只

剩下一张脸－主耶稣的脸了﹐他画不下去了﹐停了一阵子。直到

最后不得已时﹐他才匆匆画完交卷﹐说﹕「没有用的﹐我不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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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1 

 圣洁本意是分离﹐神是完全不同的那一位(the wholly other-

ness)。祂太超越了﹐地上﹑人间找不着一件人事物可以与祂比拟。

神在西乃山上曾借着赐下十诫﹐来启示祂是一位怎样的神。可是

出埃及记20.18-21说﹐这一位神却在幽暗之中﹗圣经上不是说「神

就是光」吗﹖怎么出埃及记20.18, 21又说祂在幽暗之中呢﹖这两处

用来说明神的圣洁都是正确恰当的。祂在幽暗中不是说神是黑暗

的﹐而是说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提前6.16)。神太超越﹑

太伟大﹑太可畏﹑太奥秘﹑太圣洁了﹐人无由认识祂﹑了解祂﹑

关联祂﹐对人而言﹐祂犹如住在幽暗之中。我们认识神的知识是

由认识神不是什么累积起来的。这有点像古代的「有所不知」

(apophatic)神学﹕神是怎样的神呢﹖祂乃是完全不同的那一位﹐

这就是圣洁的意思﹐这也是神的属性中最重要的一个属性。以赛

亚﹑约翰所遇见的神﹐都是那一位圣洁的神(赛6.1-7﹐启1.12-16

等)。假如人没有犯罪﹐在伊甸园中行走﹑遇见神时会怎样﹖就能

坦然无惧吗﹖非也。天使没有犯罪﹐当撒拉弗以一对翅膀飞翔时

﹐它以另两对遮脸与遮脚(赛6.2)﹗因为它所面对的是圣洁的神。 

但是出埃及记24.10又用蓝宝石来形容神﹐启示录4.3则用碧

玉﹑红宝石﹑绿宝石等来形容。这些光辉乃是指着神圣洁所发出

的荣耀﹐圣洁是神丰满﹑美丽的内涵﹐祂与我们受造之物全然不

同。神是完全不同的那一位﹐神的本身极其丰满。旧约时代神要

设计美丽荣耀的圣所或圣殿﹐来彰显那一位圣洁的神。新约时代

神要求我们要圣洁﹐以匹配神圣洁的荣美。神的圣洁是伦理道德

的根基﹐这比神的公义更基本。 

                                                 

1 A. W. Tozer, The Attributes of God. (Christian Publications, 1997.)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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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圣的动力 

 成圣之难不是难在知道其标准﹐而是难在实行的动力。感谢

神﹐祂用末日的荣耀来激励我们﹐没有一处经文比约翰壹书3.1-3

更清楚了。老约翰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就是当主显现时﹐必要像

祂﹐因为他要亲眼面见救主的荣美。这是何等荣耀的指望呢﹗就

在这种荣耀的气氛下﹐圣经就向我们发出了追求圣洁的呼召(3.3)。

我们怎么不犯罪﹑过圣洁的生活呢﹖难道只是因为我们的良心洁

净了﹐对罪敏锐了﹖不只如此﹐主要是因为末日的荣耀吸引我们

以致。 

 不但如此﹐彼得还讲到这位末日来临的神﹐同时也是审判人

行为的主﹗我们要敬畏祂(彼前1.17)。若要免除将来受到神的审判

﹐今日就要圣洁像神的圣洁一样。挪亚因着信心蒙神指示未见的

事﹐就动了敬畏神的心﹐而预备了方舟(来11.7﹐参创6章)。 

成圣的实行 

 成圣是十分内在属灵的事﹐但是同时又是极其的实在。彼得

说要「准备好你们的心付诸行动」﹐两方面﹕一方面是治死我们

的私欲(1.14)﹐所以要谨慎自守﹔另一面要追求圣洁﹐做讨神喜悦

的事。保罗在罗马书7.14-25描述基督徒在追求成圣路上心中的争

战。唯有在追求成圣时﹐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才会更为逼真﹐如罗

马书7.17ff所说的内住的罪﹑犯罪的律﹐即原罪。7.24的呼号你呼

叫过没有呢﹖(如果没有﹐那你是未曾追求过圣洁过﹗) 怎么办呢

﹖要付诸行动治死罪﹐这不是感觉的事﹐而是行为的事﹐正如彼

得前书1.13-14所说的﹕「谨慎自守…不要效法…。」 

 谁来治死罪﹖我自己﹐别人不能代劳﹐圣灵也不会代劳。罗

马书8.13﹐「你们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主

词是我们自己﹐不是圣灵。圣灵在我们追求圣洁的事上﹐不过是

帮助者(参罗8.26)。不要把我们的罪交给祂﹐祂不收的﹐祂顶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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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帮助寻求祂的人治死罪而已。这一个「靠着圣灵」正指着末日

的盼望所带来属灵的力量。老约翰想起当主再来﹑与主面对面时

是何等的荣耀﹐他就今日得着灵力治死他的罪。因此﹐彼得认为

记念主的登山变形﹐对他是十分地紧要。每次想起主再来之时的

威荣﹐他就得力胜过罪了。专心盼望末日的恩典﹐使我们今日得

力治死罪恶。 

自画像还原 

 大前天的报纸报导﹕荷兰最著名的画家锐布兰(Rembrandt, 

1606~1669)的一幅他在28岁之时(1634)的自画像﹐在伦敦Sotheby

拍卖﹐估计可以卖到四到六百万英磅。锐布兰一生由少到老共作

过约80幅自画像﹐但这幅自画像却是最有趣的一幅了。有三百年

之久﹐这幅画像里的肖像不是锐布兰﹐而是一位俄国不知名的贵

族﹔而且人也不知道是锐布兰的作品。直到1956年﹐当时的画像

持有者将肖像的帽子用溶剂除去了。1960年代目前的持有者又将

耳环﹑胡须﹑长发除去了。迟至1995年﹐持有者很想打开这幅画

的奥秘﹐好知道真正的肖像到底是谁﹐他就求助于阿姆斯特丹的

锐布兰研究计划处。由于上层的画是用含铅的颜料画的﹐所以X-

光与红外线等都穿透不过上层的画﹐无由知道底层的肖像到底是

谁。该研究计划处的专家Martin Bijl从2000年起三年﹐很仔细地一

点一点地将上层的颜料除去。当所有的上层肖像都除去后﹐里面

显露出来的是28岁的锐布兰本人﹗这实在叫人太振奋了﹐这幅画

的身价倏忽之间就跳了不知道几万倍﹐因为是锐布兰的自画像。

目前还有三幅他的自画像还没有还原。2 

 追求成圣是我们今生的故事﹐点点滴滴的﹐直到我们见主面

的时候﹐神的形像就完全恢复在我们的身上。神的形像才是我们

                                                 

2 The Globe and Mail July 3, 2003 Thursday. R1, 3. 那三幅尚未恢复的自画像分

别在伦敦的Royal Collection﹑柏林和罗浮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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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相」﹐成圣是恢复的过程。当我们里里外外的罪恶全剥除

时﹐所展现的将是一幅何等美丽﹑荣耀的图画﹐那才是我们的真

我﹐是按着神的形像造的。我们必要像祂﹗诗歌玉漏沙残(The 

Sands of Time)唱得好﹕ 

祂以怜悯和审判 织成我的年代 

我的忧伤的泪斑 也带爱的光彩 

领我手段何巧妙 祂计划何纯正 

荣耀荣耀今充满 以马内利之境 

7/6/2003, MCCC 

祷告 

充满我心境(Fill All My Vision. H405) 

1 充满我心境 荣耀异象 

今只见耶稣是我恳请 

虽经死荫谷救主前领 

主荣耀四绕漫溢不稍停 

*充满我心境 神圣救主 

直到主荣耀从我灵反映 

充满我心境 使人共睹 

主圣洁荣形从我内反映 
2 充满我心境 使每欲求 

皆为主荣耀而蒙保守 

愿你的完全激励我心 

倾注你大爱漫溢我全程 
3 充满我心境 使我罪影 

不遮蔽心中荣耀辉映 

使我只见你可颂面容 

我魂常饱享你无限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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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l All My Vision. Avis M. B. Christiansen, 1940 

GREENBACK 9.9.9.10.9.10.9.10. Homer Hammontree,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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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经历羔羊之宝血(1.18-21) 

经文﹕彼得前书1.18-21 

诗歌﹕你的宝血(It’s Your Blood.) 

注目圣羔羊 

 上回我们已经详细地看过1.13-17。1.13的主动词是「要…盼望」

﹐1.14-17乃是其伦理的结果﹕不要如何﹐与要如何。不要什么呢

﹖「不要效法…」﹔要什么呢﹖「要圣洁」(1.15b)﹐「要敬畏」(1.17)。

敬畏神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存心﹐圣洁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果子。成

圣乃是以神自己为标准﹐诚于中﹑形于外的言行表现。紧接着在

1.18-21﹐使徒又将焦距拉回到那位钉十字架的羔羊基督身上。换

言之﹐神的儿女之所以过圣洁﹑敬畏神的生活﹐一方面是因为末

日的盼望吸引着我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那位为我们受死的羔羊

的大爱﹑激励着我们。 

 1.18节说﹐「因为知道…。」我们之所以得以从虚妄的行为得

到救赎﹑释放﹐并不是凭着必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羔羊基

督的宝血。什么是虚妄的行为呢﹖就是前面1.14所提到的「从前蒙

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作者特别说﹐这种虚妄的

行为是祖宗所流传下来的﹐换句话说﹐它不但是一种虚妄的行为

﹐而且它已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了－宗教包括在文化之内。

这个文化是有罪之人的文化﹐罪不但辖制了人的心﹐而且它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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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里已经组织成为一种世俗的体系了。人就像一棵树一样﹐种在

他所成长文化土坏里﹐和他的环境已经结合成为一体﹐任何力量

都没有办法把他从他的文化土坏里拔出来。 

 但是圣灵在神儿女的身上有一个呼召﹐要我们过另一种崭新

的﹑圣洁的﹑肖乎神的新生活。神已借着耶稣的从死里复活重生

了我们﹐神已经成功地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祂光明的国度

里了。这怎么可能的呢﹖在新约罗马帝国时代的人知道﹐一个奴

隶若要得到自由的话﹐必须有人把赎买他足够的银钱放在寺庙里

﹐献给某个神明﹐那么他就从他原来的主人处得到了释放﹐同时

他已经列名在那一位神明之下﹐属乎他了。那一笔钱就叫赎金。

可是使徒在此说﹐要把一个人从他的旧习性里释放出来﹐任何的

赎金都不足以抵付﹐乃是全然依赖羔羊的宝血﹐方能把我们赎买

出来。 

 向谁赎买呢﹖乃是向神赎买我们。当神从基督那里得到一笔

赎金时﹐祂就将我们的罪债一笔勾消了。 

 是谁要赎买我们呢﹖也是神﹗祂爱我们﹐不忍见我们落在罪

恶的辖制之下﹐祂就主动来赎买我们。因祂爱我们的大爱﹐祂就

赐下祂的独生爱子﹐使祂甘心乐意地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祂

死了﹐赎价也付清了。彼得怎样形容买他的赎金呢﹖1.19应当这样

翻译﹕「乃是凭着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即凭

着基督的血。」作者在这里卖了一个关子﹐他迟迟地故意不肯说

出那血是谁的血﹐他只说这能够把他从罪中救离出来者﹐乃是一

种他称之为「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又称之为「宝血」。 

赎罪在于血 

 为什么主的血能救赎人类的罪性呢﹖利未记17.11说﹐「因为

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

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但是这只赎罪祭的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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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必须是纯全没有瑕疵的(参出12.5)。整个旧约时代的献祭都不过

是个影儿﹐其实体乃是耶稣﹐祂是神的羔羊。在祂的血中有永远

的生命﹐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是「无瑕疵﹑无玷污的」﹐唯有祂

的血可以赎尽人的罪。 

 大家的记忆犹新﹐在SARS肆虐时﹐到了药石罔效之地步﹐

病患还有一丝最后的拯救希望﹐是什么﹖乃是SARS痊愈者体内

的血清。把这种血清打入患者的体内﹐他就大有可能得到痊愈﹐

因为那救命的血清里有抗病的血清。主耶稣的血中有胜过罪恶的

血清。希伯来书4.15b说﹐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

﹐只是祂没有犯罪。」祂不但没有犯罪﹐而且祂还抵挡到流血的

地步(参来12.4)。因着祂的「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祂

的]肉身上[神]定罪了罪。」(罗8.3) 所以﹐「我们的大祭司[耶稣]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来4.15a) 约翰壹书3.5, 8为主耶稣的

降临作了一个总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祂并没有

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使徒

呼吁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

恩惠﹐作随时的帮助。」(来4.16) 

经历主宝贵 

 「宝」(ti,mioj)这个字是彼得爱用的﹐见彼得前书1.7 (宝贵的

信心), 1.19 (宝血), 彼得后书1.4 (宝贵的应许)。他还用了另一个同

系的字(e;ntimoj)﹐见彼得前书2.4, 6 (宝贵的房角石)。对彼得而言﹐

基督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神的羔羊﹐祂所流的血是宝血﹐给了我们

宝贵的应许﹐神又赐给他宝贵的信心﹐以得着﹑经历主的一切救

恩。不但如此﹐基督还是整个圣殿的宝贵的房角石﹐是头一块石

头﹐是所有其他的活石所要连结﹑依赖的房角石。以上这四样是

相连的﹐根基是主的宝血。 

 彼得引用大卫的诗篇34.8－「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

祂是美善﹐投靠祂人有福了。」－呼吁神的儿女﹐你们要尝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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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的滋味﹗尝过的人就会与他共鸣﹕主是何其的宝贵。 

主啊﹐离开我… 

 彼得首次遇见耶稣时﹐是他的兄弟安得烈介绍的。安得烈对

他说﹐「我们[他和约翰]遇见弥赛亚了﹗」祂乃是「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约1.41, 29) 于是安得烈就领彼得去见耶稣﹐

耶稣就赐给彼得一个新名﹕矶法﹐即彼得﹐石头之意。这是彼得

首次遇见主的经历。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是拯

救选民的弥赛亚。 

 不久后﹐彼得对主有了更深的经历﹐记载在路加福音5.1-11

﹐马太福音4.18-22﹐马可福音1.16-20。(路加的记载可能是较详细

的﹐并非与马太﹑马可者不和谐。) 那一天﹐主上了彼得的船﹐在

其上讲道。讲完道以后﹐要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彼得等职业渔夫当天之前﹐打了一夜的鱼﹐毫无所获﹐但他依从

了主－一位木匠－的命令﹐就下网打鱼。神迹发生了﹐鱼多得网

险些裂开﹐船也快要沉下去了。你我若是经历这一个神迹的渔夫

﹐会有如何的反应呢﹖惊讶﹑欢呼﹑感谢。可是彼得的反应却十

分奇怪﹐他在这个神迹之中看见自己的罪﹗他所遇见的不只是一

位能行神迹的先知﹐乃是神的圣者﹐而他在这位圣者跟前蒙了光

照﹐首次看见了他的罪恶的本相﹐所以他受不了﹐求主离开他这

个罪人。「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彼得真的经历

到耶稣真是那一位除去人之罪孽的神的羔羊﹐虽然他口中的祷告

是相反的﹐要主离开他﹐但是他的心却是切切地要主的救恩来洁

净他。 

 这一天彼得经历到主的光照与赦免﹐使他脱去他以往虚妄的

行为。那一天也是彼得蒙召前来事奉主的一天﹐主要他跟从主服

事祂﹐作得人的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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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万不可如此… 

 彼得爱主﹑服事主﹐却是缺乏启示的光照。主要怎样成为神

的羔羊呢﹖当主首度正式地向使徒们揭晓祂的钉十字架的启示时

﹐彼得爱主爱昏头了﹐大概没有把主的话听完﹐就立刻对主说﹐

「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什么话(太16.21-23)﹗主为什么道成

肉身到地上来﹐取了人的形像﹐存心卑微顺服呢﹖钉十字架﹑完

成救赎是主来的最大的﹑最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整

个救赎史的焦点就是这一点﹐神在等候﹐整个宇宙都在等候。 

 彼得在事奉中被撒但把持了﹐还不自知。人的意思取代了神

的旨意﹐人的意思中掺了撒但的诡计。这是彼得虚妄的行为﹐需

要主宝血的洗净。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听﹐主的话好重﹕「撒但

退我后边去罢﹗」这是主在地上所说最重的话了。彼得学习在主

的赦免[宝血]中﹐脱去他的虚妄的行为。 

我永不跌倒… 

 彼得跟随主三年半﹐爱主是真爱主﹐可是他的旧人中的血气

还是不少。他的爱主掺了多少的骄傲﹕当主预言在祂的受难夜﹐

门徒将要四散时﹐彼得对主说﹐他已经预备了刀﹐他要与主同死

﹐他总不能不认主﹐甚至他向主说﹐纵使众人都跌倒﹐我彼得因

为爱你﹐永不跌倒。主却警告他说﹐撒但要筛你﹐像筛麦子一样

(路22.31)。 

 彼得跌倒了﹐幸好他跌倒了。有一种罪恶在我们的心中深处

﹐神要对付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让我们重重的跌倒﹐好叫我们看

见自己的本相﹗神要暴露我们隐藏的罪﹐祂才能拯救我们。 

 主对彼得预言﹐鸡叫两遍以先﹐他要三次否认主。彼得真是

软弱了。不﹐彼得原来就是这样。只不过主一直用祂的能力覆庇

他﹐到一个地步﹐连彼得自己都搞不清楚﹐以为是他自己多属灵

﹑多爱主﹑多刚强﹐可以带把刀为主打拼。当主把祂能力的手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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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时﹐彼得就原形毕露了。彼得原来就是这么软弱的﹐现在主不

过让他自己看看本相而已。 

 黎明时主从审判厅内回头看了彼得一眼﹐他就出去痛哭﹐这

大概是他一生第一次的哭。太好了﹐主的宝血可以深入彼得的内

心﹑洗净他骄傲的罪了－再一次脱去虚妄的行为。 

 彼得这一次摔得很惨﹑很重。听到主死了﹐他多难过﹐因为

他再也没有机会向主表明爱主的心迹了。听到主复活了﹐他更难

过了﹐他怎么见主﹑怎么对主交待呢﹖主一复活时﹐就交待妇女

们向门徒们报信时﹐要格外通报彼得﹐主记念他(参可16.7)。在主

复活的首日﹐祂亲自向彼得显现。主何等地爱彼得。当主后来第

三次问他「你爱我吗﹖」时﹐彼得居然忧愁起了﹐太好了。忧愁

什么﹖忧愁主信不过他﹖不﹐忧愁他自己到底能不能好好爱主。

彼得谦卑下来了。 

主啊﹐这人将来如何… 

 主的工作没有完。主对彼得预言他的将来如何﹐即彼得要以

死荣耀神(约21.18)。主的宝血洗净了他的虚妄﹐洗到一个地步﹐连

死都能荣耀神。他「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7.14) 

羔羊的宝贵 

 彼得更叫我们看见神的羔羊在整个宇宙的重要性(彼前1.20)。

祂在创世以前就是神所预定的﹐神为什么预定祂的儿子作神的羔

羊呢﹖乃是「为你们」﹐就是为着神的选民。神在永远之前﹐就

是在祂发出祂的谕令(decrees)时﹐头一件事就是预定祂的儿子作

神的羔羊﹑作救赎主﹑作弥赛亚。所以﹐启示录13.8说的对﹐神的

儿子耶稣乃是那一位「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1 奇怪﹐耶稣是主

                                                 

1 和合本译文是将「创世以来」的片语用来形容「记在…生命册上」﹐而非「被

杀的羔羊」。但是在原文里「创世以来」字串就在「被杀的羔羊」之后﹐且都



彼前1.18-21﹕经历羔羊之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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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30年的受难节那天才钉上了十字架﹐作了被杀的羔羊﹐为什么

启示录13.8说祂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呢﹖彼得前书1.20回答

我们这个问题﹕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祂的儿子作了神的羔羊﹐

所以﹐从创世以来﹐在神的心目中﹐神的儿子就是那一只不断被

杀的﹑独一的羔羊。这一位羔羊活在神面前﹐一直到末世时－也

就是神子耶稣降临来到人间之时－这位羔羊也显明在人的面前。

「为你们」﹐也就是为着选民。可是祂老早就已经存活在神面前

了。 

 什么叫末世﹖这里的末世是指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之时﹐给人

类所开辟的一片天地﹐所打开的一个新境界。当主耶稣受洗从水

中上来时﹐福音书见证说﹕「天开了﹗」这就是末世﹐是第二个

世代﹐是神子所带来的新的世代﹐这个世代和旧的世代有别。旧

的世代被罪污染了﹐就渐渐变旧了﹔而这个新的世代却因主的救

赎而日日更新。为什么说它是末世呢﹖因为它是最后的一个世代

﹐在它以后﹐就不再有任何世代了﹐时间要走完了﹐人类和宇宙

的历史要走入永远。末世是永世﹐永无穷尽。 

 末世是一个新的境界﹐超越时空﹐乃是属灵的﹑属天的。今

日乃是末世侵入了今世﹐教会是末世在今世所打下的滩头阵地。

末世不属乎今世﹐但是末世侵入了今世。我们要何等地感谢神﹐

乃是因着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得以进入末世﹐就是基督所开辟的

新天地。希伯来书12.22-24是怎样形容这一片救赎的新天地﹖ 

12.22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

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12.23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

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12.24

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

所说的更美。 

                                                                                                                   

列在1.20的末了。所以﹐「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的译法较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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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羔羊自然是这一个新境界的中心。羔羊最重要的事迹是祂的

受死而复活(彼前1.21)。这样﹐祂就完成了救赎。彼得指出﹐主也

是得荣的救主。羔羊今日复活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祂是得荣的那

一位﹐正如启示录第五章叫我们所看见的(启5.6)。祂不但是救赎主

﹐祂也是救主。祂不但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祂也是借着圣灵继

续施展救恩的救主。祂要坐在宝座上不断地借着圣灵－七灵－在

人心里的工作﹐得着祂十字架上劳苦的功效﹐并更多地得着荣

耀。羔羊是彼得服事的对象与中心(参彼前2.21-25)。 

十架永常新 

 1.13-21的中心信息是1.15-17﹕「像那位呼召你们的圣者﹐你

们…要圣洁。…就当存敬畏的心…。」我们如何能过这样的生活

呢﹖因为我们有末日的盼望﹐以及宝血的救赎。主的宝血永不过

去﹐羔羊是永远常新的羔羊。启示录5.6说主「像是[才]被杀过的」

﹐完成式﹐完成了﹐但是它的果效一直持续下去﹐所以看起来像

是才被杀过的﹐虽然十字已成为过去﹐但是宝血的功效却永远常

新。 

 彼得是一个例子﹐让我们看见主的血如何在人身上工作﹐以

致于我们经历到祂的血是「宝血」。 

7/20/2003, MCCC 

祷告 

你的宝血(It’s Your Blood. N314) 

1 你宝血已洁净我 你宝血使我得生命 

你宝血已经成为救赎我的挽回祭 

* 洗净我 洁白如雪 白如雪 

主耶稣神宝贵的羔羊 
2 神羔羊为我流血 神羔羊为我流宝血 

神羔羊的宝血能洗净ㄧ切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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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 & Music: Michael Christ, 1985 

 





彼前1.22-23a﹕弟兄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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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弟兄相爱(1.22-23a) 

经文﹕彼得前书1.22-23a 

诗歌﹕让我爱而不受感戴(圣徒诗歌第381首) 

十架大爱激励 

 彼得前书第一章分为两段﹐1.3-12是颂赞﹐13-25是伦理。颂赞

是我们向着神的赞美﹐伦理则是我们向着人的行为。关于后者﹐

1.13-21强调的是神儿女圣洁的追求﹐我们的成圣有两种动力﹕第

一是末世荣耀的盼望﹐第二则是十架大爱的激励。现在我们来到

了1.22-25。经文说﹐「你们既…洁净了自己的心…就当从心里彼

此切实相爱。」(1.22) 换言之﹐弟兄相爱是成圣的果子。1.15说我

们「在一切所行的事(avnastrofh,)上也要圣洁。」弟兄相爱是其中之

一﹐而且是最紧要的一件事。所以紧接着﹐使徒就在1.22-25论及

弟兄相爱。 

爱是最大标记 

 彼得一定在心中回忆起﹐主在被卖的那一夜﹐设立圣餐之后

所说的「新命令」。主说﹐ 

13.34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

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13.35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

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13.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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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教会的标记。爱不仅是教会团体的标记﹐爱也是基督徒个人

得着救恩确据的标记。从彼得前书1.22的话﹐我们看到一点﹕一个

人能够爱弟兄﹐证明他是得了主的宝血洁净的人﹐那么﹐他真是

一个神的儿女了。老约翰也讲过类似的话﹕「我们因为爱弟兄﹐

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约壹3.14) 

一个人是不是神的儿女﹐有一个最灵验的试金石﹐那就是看他爱

不爱弟兄。爱﹐就代表他是﹔不爱﹐就代表他不是。 

 圣灵的果子﹐以爱为首(加5.22)。保罗又说﹐「唯独使人生发

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加5.6b) 换言之﹐没有爱的果子﹐就证

明那人的信心是没有功效的信心。什么叫做没有功效的信心呢﹖

说穿了﹐就是死的信心﹑假的信心(参雅2.17, 20, 26)。「爱心是联

络全德的」(西3.14)﹐是基督徒行为的核心。我们的行为中缺少了

爱心﹐就像果子缺少果核一样。「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罗13.8b)

﹔所以﹐保罗认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

5.14﹐参罗13.9) 

 彼得前书第一章的高峰在1.22。主耶稣在加略山流血赦罪﹐主

又复活升天为我们带来末世荣耀的盼望﹐因此﹐主要我们像祂那

样的圣洁。然而心中的成圣表现在行为中的果子就是「爱」。不

论我们的灵命多圣洁﹐神所要的果子乃是爱﹕爱主内弟兄﹐爱世

上众人。 

乃是弟兄相爱 

 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常常不太注重对象。新约有一个

字﹕「弟兄之爱」(filadelfi,a)则将这个爱局限在主内的弟兄姊妹

之间。1 这是主在最后一晚的新命令。彼得后书1.3-11所提到的在

                                                 

1 按BDAG﹐filadelfi,a是弟兄之爱﹐它在圣经外的意思是指血亲的兄弟姊妹之间的手

足之爱﹐不过在新约里则指在主里的弟兄姊妹之间相爱之情。另见罗12.10﹐帖前4.9﹐

来13.1﹐彼后1.7 (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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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里的丰富﹐共列出八样。第七样就是「爱弟兄的心」﹐第八

样则是「爱」。和合本加上了几个字﹐成为「爱众人的心」。使

徒约翰在他的书信里所提的爱﹐乃是弟兄之爱。这是基督徒爱众

人之心的根本。我们在教会里常讲爱﹐但是我们许多时候少提到

弟兄之爱。基督徒的德行是增长的﹐必须先学会爱弟兄﹐才能学

着爱众人。这点很重要。我们若爱弟兄﹐就代表说﹐我们爱神的

家了。神要如何建立祂的教会呢﹖乃是借着这一个弟兄之爱。 

 主讲过﹐使徒们也一再教训弟兄之爱的重要性。可是教会常

常忘掉这一点。于是不同的教派之间彼此互相批评指责﹐到了一

个地步﹐彼此形同水火﹑视同陌路﹐忘了以弗所书4.4-6的七个

一。神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家﹐只有一个国度﹐所以﹐我们在主内

的弟兄们﹐最重要的事就是彼此相爱。我们承认﹐我们彼此之间

的信仰细节可能会有所不同﹐可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不可失去

﹐那就是弟兄之爱。有了这个爱﹐教会才有合一﹐神的国度才得

建立。 

 对初代的教会而言﹐这是生死攸关的事﹐彼得有深刻的经

验。在耶路撒冷教会里﹐有新信仰与旧宗教之冲突﹐有讲希腊语

的犹太人与讲希伯来语者之间的矛盾﹐有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

芥蒂﹐在在都需要彼此相爱。此外﹐还有教会与犹太社会之间的

对垒﹐也需要用爱心去化解。 

 什么叫做爱﹖很简单﹐乃是弟兄之爱。什么是弟兄之爱﹖很

简单﹐乃是家人之爱。我们都懂得什么是家人之爱﹐我们就应当

用这一个爱去爱主内大家庭的弟兄姊妹就对了。所以主要我们先

在神的家中操练这一个爱﹐这是爱的基本。有一个小男孩背着另

一个小男孩走着﹐旁边有人问他﹐你背得太重了。那个小男孩回

答得很好﹕不重﹐他是我的弟弟。这就是弟兄之爱。 

弟兄爱的性质 

 彼得在1.22里讲到弟兄之爱的四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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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性(purity) 

 这一个爱是从成圣来的。洁净是用完成式﹐那是代表洁净的

这一个动作是在过去某一个时候完成的﹐但是它的果效持续进行

中。1.18-19很清楚地交待了神在我们心中洁净的工作。主宝血的

洁净有一个标准﹐就是真理﹐亦即启示在福音里的真理。当我们

的心眼被主打开时﹐我们认识了自己的罪﹐也认识了主在十架上

一次永远地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当我们向主认罪时﹐祂的宝血就

洁净了我们的罪污。 

 不但如此﹐神将祂生命的种种在我们的里面。1.23一开头应该

加上「因为」。我们为什么生命改变了﹐能够爱弟兄﹖有两个原

因﹕一方面是因为主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主

重生了我们。我们是怎样重生的呢﹖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约翰壹书3.9也讲类似的话。到底神的种子是什么呢﹖不是神的话

﹔神的话乃是工具﹑媒介﹑凭借﹐不是本质﹑实质﹑实际。当我

们重生时﹐神将一样东西种到我们生命里了﹐那就是神生命的原

则﹐因此我们整个人改变了。哥林多前书1.30说﹐「但你们得在基

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祂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

救赎。」透过救赎﹐神将基督的智慧﹑公义﹑圣洁﹐简言之﹐就

是神的形像﹐像种子一样地种到我们的生命里了。这一个新的种

子叫我们没有办法不爱弟兄们。 

 这个种子如何在我们里面成长﹐我们的圣洁与爱心也跟着成

长。种子已经种下了﹐根基已经立下了。当我们的灵命愈来愈圣

洁时﹐我们的爱心也愈来愈纯净。 

真实性(genuineness) 

 当我们的生命被主洁净后﹐就会对弟兄生出真实的爱。 

 爱必须是「没有虚假」的﹐这个字出现六次﹐有三次与爱连

用﹔换句话说﹐我们对弟兄的爱必须是真心的﹐没有虚假的﹐不



彼前1.22-23a﹕弟兄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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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演戏演给人看的﹐更不是假冒为善的。2 圣经故事里还有什么

比犹大的出卖主更为龌龊呢﹖他用亲吻主作记号出卖主﹐没有比

这种虚伪的爱更为诡诈了。出卖不见得常有﹐但是假冒的﹑虚假

的﹑敷衍的﹑演戏的﹑作给人看的弟兄之爱却是多得很。 

 论到真实的弟兄之爱﹐彼得就汗颜。他永远不会忘掉他的三

次不认主。他以为他爱主﹐结果没有想到当他生命攸关时﹐他就

放弃他对主的爱。他对主的爱不真。我相信当彼得写到这一句话

时﹐他是在对他自己的软弱说话。我们的爱不真实﹐是因为我们

的灵命不够洁净。生命中充满了杂质﹐我们对人就有许多虚伪。 

 就世俗上的情形来说﹐人与人之间有投缘﹑有不投缘。「酒

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是否我们在主里也有这种情

形呢﹖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够被主洁净。主要我们

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何意﹖爱仇敌﹐爱天然不投缘的﹐爱不喜

欢我们的人﹐爱我们不喜欢的人。不但要爱﹐而且要爱得真﹐不

可虚假。 

 箴27.17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这

是一种真诚的友情。我们在教会里生活能得着这种友情的话﹐死

也瞑目。问题是我们常常不见得可以得到这种友情。我们若得不

到﹐是别人的弟兄之爱的真实出了问题。但我们自己有没有给人

没有虚假的爱呢﹖将来永世受审时﹐主要审问我们是否对弟兄真

诚。主首先审判我们有没有爱弟兄﹔第二﹐审判我们对弟兄的爱

是否真实﹔第三﹐审判我们是否出卖过人。教会里最忌的就是一

口两舌﹐虚假的弟兄之爱。 

 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女士对传道人说﹕「我要离婚

                                                 

2 按BDAG﹐avnupo,kritoj是「没有假冒﹑真实」之意﹐它的字头(av) v就是一个否定

字元。新约出现有六次。指爱心的真实﹐见本处﹐罗12.9﹐林后6.6﹔指信心的

真实﹐见提前1.5﹐提后1.5﹔指智慧的真实﹐见雅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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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要讨回公道。所以离婚前﹐我一定要尽可能地伤我丈夫

﹐就像他以往伤我的那样。」如果你是传道人﹐你怎么办﹖这位

传道人很有智慧﹐对她说﹕「回去告诉妳的丈夫妳多爱他。告诉

他﹐他对妳有多重要。为他每一个好处赞美他。尽可能地对他好

﹑体贴﹑宽宏﹐甚至温柔。竭力地讨他的欢心﹐叫他享受夫妻之

爱情。只有一个目的﹕使他深信妳爱他不渝。等他真的相信了﹐

好再丢出离婚的炸弹﹐那么妳才能达到妳的目的。」复仇的眼光

充满在这位女士的眼睛里﹐她高兴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

要叫他被我袭击。」这位女士就按这个剧本去演戏﹐可是她没有

再回来找传道人。两个月之后﹐传道人打电话去问她结果如何。

假戏成真﹐她真地爱上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爱上了她。3 假冒

为善不是坏事﹐假如你的假冒为善会变成假戏成真的话。 

内在性(inwardness) 

 我们的弟兄之爱不但要洁净的﹑真实的﹐而且要「从心里」

出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真实的爱不一定是从心里出来的。多

少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去爱一个人﹐我们就去爱他了。但

是不够自然﹐不够温馨﹐不够感人﹐因为自己的心还是冷的﹐端

出去的爱怎么会是热的呢﹖ 

 「从心里」去爱人的意思﹐是从我们的灵魂深处去爱人﹐用

我们的全人去爱人。主教训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你要尽心﹑尽

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要爱人如己。」(可12.30-31) 这

正是「从心里」的意思﹐心动了﹐整个人就动了。我们是用理性

爱弟兄呢﹖还是用心去爱呢﹖两者都是真的﹐但有天渊之别。 

 新约最短的一节是约翰福音11.35﹐「耶稣哭了。」这是主用

心在爱伯大尼村的人﹐主打心底爱他们﹐所以祂哭了。主哭什么

                                                 

3 Craig B. Larson, Illustration for Preaching & Teaching. (Baker, 1993.)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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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主看见人类在死亡的辖制之下﹐那般的无奈﹑那般的可怜﹑

那般的绝望﹐所以主哭了﹐祂感同身受。 

 有一位在主里的老传道人对我说﹐传道人牧养教会最重要的

还不是讲道﹐而是爱他们。多年过去了﹐你讲的道他们可能都忘

掉了﹐可是你对他们的爱﹐他们永远不会忘掉。一位弟兄告诉我

一件十分感人的事。小时他的家里穷﹐可是教会师母真有爱心﹐

义务帮他补习英文﹐而且冲奶粉给他喝﹐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

待。冲奶粉﹖那时台湾多穷啊﹗没有牛奶喝的。冲奶粉就是补品

了。 

热切性(fervency) 

 我们爱人不但要用心﹐还要切实﹑热切。4 罗马书12.10a说﹐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就是这个意思。用心就会热切﹑亲热。

有一年我的妻子带过一对夫妇归主。这对夫妇心中有苦楚﹐因为

丧子之痛﹐白发送黑发﹐再加上别的难过的事就雪上加霜了。有

一天我妻子把这位先生接到家中来吃饭﹐特别为他做了一桌他的

家乡菜。如果是你﹐你吃得下吗﹖那位先生看了就哭了﹐轻轻地

呜咽了一阵子﹐擦干了眼泪才吃饭。 

 我们如果真爱人﹐就会为他有一种急切﹐为他张罗事情不会

拖拖拉拉。不急切的人通常对人比较冷冰冰的﹐保持距离。但是

弟兄之爱却应当是急切的﹑亲热的。1998年秋天教会里一位姊妹

车祸受伤住院﹐一些姊妹们真有爱心﹐白天上班﹑晚上到医院陪

她过夜。那是爱的热切。 

                                                 

4 evktenw/j是副词﹐在新约里只出现一次﹐热切之意。其同系字evktenh,j则是形容

词﹐原意是「拉开而构出去」﹐引申为切实﹑热切之意﹕徒12.5 (切切地祷告)

﹐彼前4.8 (…切实相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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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到不再受伤 

 这一段经文从1.23末了到25节﹐用了不少篇幅讲到神的道。神

的道是我们得以重生的凭借﹐也是我们传福音主要的信息。一方

面﹐我们要讲福音的道﹔另一方面﹐我们要切实相爱。福音的道

是开端﹑是生命树的种子﹐而我们的弟兄相爱则是果子。世上一

切的荣华都要过去﹐唯有主的道长存。主的道像种子种下去了﹐

长出生命树来﹐生命树长存﹐其上所结的果子－弟兄之爱－也是

长存。我们今日之所以爱弟兄﹐是因为我们的良心受了神话语的

要求﹐顺从真理﹐加上主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舍己爱我们﹐

而去爱。 

 有次彼得周流四方传道时﹐靠近约帕。那个城里有一位姊妹

叫多加的过世了。但是弟兄姊妹不让她走﹐为她祷告﹐并央请彼

得到约帕去﹐为多加祷告。曾被服事过的寡妇们就拿多加生前给

她们做的里衣﹑外衣﹐给彼得看(徒9.36-43)。多加的爱心是我们的

典范。 

 一位弟兄失业了﹐车子也坏了﹐是他人生十分潦倒的时候。

我去看望他。他说他仍旧需一辆车子﹐他有一辆车子有问题﹑还

可以开﹐可是车子停在很远的兄长家。当晚﹐我很热切地对他说

﹐「今晚我就带你去取车吧﹐这样﹐明天你还可以出去找工作。」

我妻子要我先把他带回家吃个饭﹐然后上路去他的兄长家取车。

不久后﹐这位弟兄迁居搬走了。几年以后﹐他到这一带来﹐还带

了礼物来看我。他跟我说﹐「我永远不会忘掉那晚你们家对我的

爱心。」 

 爱弟兄﹐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都受过这教训(参帖前4.9)。有

的人不是没有爱过弟兄﹐而是爱怕了﹐因为不少时候﹐我们爱人

﹐反被人恨。我们信任人﹐反被人背地里出卖。撒迦利亚书13.6

的经文十分感人﹐可以应用在主身上﹕ 

必有人问祂说﹕「你两臂中间是甚么伤呢?」祂必回答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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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 

羔羊耶稣的美丽就在于祂为事奉神所受的伤痕﹐神记念。德锐莎

修女说﹕「我发现有一个吊诡(paradox)的事﹕如果你爱人爱到受伤

了﹐那么之后﹐你就不会再受伤了﹐只有更多的爱可以爱出去。」
5 有一首卡迈可(Amy Carmichael)诗歌－你怎没有伤痕(Hast Thou 

No Scar﹐圣徒诗歌第399首)－就是此意﹕ 

1 你怎没有伤痕 没有伤痕在你肋旁 

你名反倒远播四方 你光反倒照射辉煌 

你怎没有伤痕 
2 你怎没有伤痕 我是受迫挂在树上 

四围尽是残忍狂妄 我是受尽一切创伤 

你怎没有伤痕 
3 怎能你无伤痕 仆人该与主人同样 

本该与我同受创伤 而你却是完整无恙 

怎能你无伤痕 
4 怎能你无伤痕 他们为我受人捆绑 

枷锁监禁并且流放 或是舍身喂狮广场 

怎能你无伤痕 
5 你是没有伤痕 我受摧残饮人锋铓 

他们忍受忌恨刀棒 你却平安不缺宁康 

你却没有伤痕 
6 你却没有伤痕 是否你向世俗依傍 

你怕自己利益失丧 远远跟随不甚明朗 

所以没有伤痕 
7 你怎没有伤痕 没有疲倦只有安享 

                                                 

5 Edward K. Rowell, ed. Quotes & Idea Starters for Preaching & Teaching. (Baker, 

1996.)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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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有人忠心受赏 能否有人跟随羔羊 

而他没有伤痕 

没有一位将军将他的伤痕挂在外面军装上﹐可是他军装上所挂的

勋章没有一个比得过他里面身体所受的伤痕。神记念。保罗怎么

面对这一切呢﹖他说﹕「4.12bc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

﹐我们就忍受﹔4.13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林前4.12b-c, 13a)。

这是何等的爱心﹗ 

 最后让我们唱﹕让我爱而不受感戴。 

8/3/2016 

祷告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圣徒诗歌第381首)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 让我事而不受赏赐 

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 让我受苦而不被人睹 

只知倾酒而不知饮酒 只想擘饼而不想留饼 

倒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 舍弃安宁而使人得舒服 

不受体恤 不受眷顾 不受推崇 不受安抚 

宁可凄凉 宁可孤苦 宁可无告 宁可被负 

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 

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 

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 你也是如此过日子 

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 好使近你的人得安适 

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远 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 

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 

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 

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 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 

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 并求别人喜悦以度此岁 

Let Me Love and Not Be Respected. acribed to St. Francis of Ass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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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MI Iregular. Mimi Lam,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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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神活泼常存的道(1.23b-25) 

经文﹕彼得前书1.23b-25 

诗歌﹕你的话(Thy Word, 天韵歌声4-4) 

重生凭借 

 上次讲完彼得前书1.22-23a的「弟兄相爱」的道以后﹐ 一位

姊妹跟我说﹐她得到一些安慰。什么安慰呢﹖原来忘掉所听的道

不是只有她一个人﹗因她得的安慰﹐我作讲员也得了一些安慰﹐

原来我所讲的道还可以叫人得安慰﹐不管他/她忘掉不忘掉﹗ 

 这段小故事正好做我今天讲道的楔子。彼得前书1.22-23a讲弟

兄相爱。为什么我们能彼此相爱呢﹖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因为

主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主重生了我们。

1.23-25解释我们是怎样地重生。1.23让我们看见我们之所以重生﹐

是有两个原因﹕「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借着神活泼常存的道。」

原文的介词是两个﹐前者由于是evk﹐后者借着是dia.。evk是「出于」

的意思﹐dia.是「借着」的意思﹐两者不一样。前者是源头﹐而后

者是凭借。主耶稣与尼哥德慕论重生时怎么说的呢﹖主说﹕「风

随着意思吹。」(约3.8) 风就是圣灵﹐圣灵的风吹在他的里面﹐他

就重生了。主的这话和彼得在此所说的「不能坏的种子」相辅相

成。圣灵把神的种子种在我们心里了﹐这个种子就是神的形像﹐

神圣生命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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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彼得同时又说﹐我们之所以重生是「借着神活泼常存的

道」。神的话在这里讲得很清楚﹐重生的凭借﹑工具﹑器皿﹐乃

是神的话。现在我们要仔细来看神话语的重要。做每一件事都需

要工具﹐光有资源还不够﹐还要有工具。神也是一样﹐神要叫人

重生﹐神的资源就是祂永远的生命﹐但是神要如何把祂永远的生

命之基因种到人心里去呢﹖那个工具就是神的道﹐而且尽尽是神

的道。神不用其他的工具﹐神只用唯一的一种工具﹐就是神的道。

许多时候我们神的儿女还弄不清楚这个道理﹐撒但却一清二楚﹐

所以﹐他处心积虑阻拦神的话在人心里的传递与播种。 

长存的道 

 在这小段经文里﹐我们看见关于神的道有三方面﹕长存的道

﹑活泼的道与传扬的道。其实﹐关于圣灵与神的话语有关的工作

﹐我们在彼得前书1.10-12已经看过了﹐希望诸位还记得。在那里

﹐我们看见圣灵两方面的工作﹕「圣灵的灵感」与「圣灵的见证」。

前者「圣灵的灵感」又叫圣灵的经文化﹐即那位伟大的神－圣灵

－将祂里面启示之丰富﹐经文化在一本书－圣经－的里面了。 

 约翰福音1.14曾形容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

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祂的荣光﹐正是父

独生子的荣光。」在耶稣的肉身里面﹐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西2.10, 

3, 1.19)。所以保罗说﹐「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

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祂了。」(林后5.16) 你若

没有神的光照﹐只看见祂的外貌﹐没有什么﹔以赛亚书说﹐「52.14b

祂的面貌比别人憔悴﹐祂的形容比世人枯槁。…53.2b祂无佳形美容

﹔我们看见祂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祂。」圣经就像肉身

的耶稣似的﹐外观没有什么﹐只是一本书而已。但是圣经这本书

乃是圣灵的经文化﹐圣灵将祂的启示丰丰富富地贮存在圣经里

了。诸位见过中国盆景吧。你不要小看它﹐有的小盆景有五百年

之久。考古学家在金字塔里﹐找到了五千年之久的麦种﹐仍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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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以种出麦子来。真像主所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死了

﹐仍旧是一粒。」(约12.24a) 可是在它的里面却有长存的生命﹗ 

 彼得前书1.24用花草做对比﹐来形容神的道之长存。什么时候

这个种子落在人心里﹐让它里面的生命奔放出来﹐就要结出许多

子粒来。神是永远长存的神﹐因此祂的话也是永远长存。我们来

看诗篇19.7-9﹐诗人用六个词来形容神的话﹕全备(perfect)﹑确定

(trustworthy)﹑正直 (right)﹑清洁 (radiant)﹑真实 (sure)﹑公义

(righteous)。神的话之所以能在人心内产生如19.7-9所说的果效﹐在

于它本身是神常存的道﹐神自己的性情已经溶入了祂的话语之中

了。 

活泼的道 

 当圣灵要在人心里工作时﹐祂就将神话语里的丰富释放出

来。圣灵在人的心里向人见证圣经里的丰富﹐叫人在圣经里遇见

神的自己﹐好像在圣经里听到了神对他说话﹐所以﹐圣经又叫神

的话﹐这叫「圣灵的见证」。彼得前书1.23b-25所讲的正是「圣灵

的见证」。「活泼﹑长存」是两个动词分词﹐学者常在辩论﹕它

们是用来形容神呢﹐还是形容道呢﹖都对。神的道之所以活泼﹑

长存﹐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活泼﹑长存的神﹗而这一位活泼﹑

长存的神就是圣灵﹐当祂借着神道之传扬﹐就把其中所负载的

「不能坏的种子」种在我们的心里﹔于是我们就莫名其妙地重生

了。希伯来书4.12说﹐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

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

意都能辨明。 

参见哥林多前书14.24-25。诗篇19.7-9也说明神话语的力量。 

 问题是为什么神的话在我们身上不能产生力量呢﹖撒种的比

喻给我们一些亮光。有三种情形种子不能生长﹕撒在路旁(撒但将



彼得前书释经信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 

 72 

神的道从心中夺去了)﹑土浅石头地(没有根﹐受不了患难逼迫)﹑

荆棘里(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宴乐)。但是在那些「听了道﹐

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并且忍耐着结实」的人(路8.15)﹐神的道

就要生根﹑长大﹑结果﹐…有一百倍之多。这里告诉为什么我们

所听的道会忘掉的部份原因﹔我们若有一颗诚实﹑善良﹑忍耐的

心的话﹐神的道怎么会忘掉呢﹖不但不会忘﹐而且要在我们生命

中结出果子来。 

 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会忘掉神的话﹐在雅各书1.23说﹐

听道而不行道﹐就像照了镜子走开后﹐忘了自己的相貌如何。要

能不忘﹐其秘诀是实行所听的道。 

传扬的道 

 神的道还有一点奇妙之处﹐就是它是传扬之道。谁来传呢﹖

我们﹗神的道是常存之道﹐因为神的自己是一位长存之神。神的

道是活泼的道﹐因为圣灵的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祂活泼地将不

朽坏的生命播散在人心里。神还留下一样给我们来做﹐那就是道

的传扬﹐神唯独留给人来做。罗马书10.12b-15说﹐ 

10.12b祂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10.13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

必得救」。10.14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祂呢﹖未曾听见祂

﹐怎能信祂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10.15若没有奉差

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

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但愿常有人像以赛亚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

为我们去呢?」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赛6.5) 

 带人归主最为喜乐。我们一同来读诗篇126篇﹐上行之诗﹕ 

126.1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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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 

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126.3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我们就欢喜。 
126.4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 

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126.5流泪撒种的﹐ 

必欢呼收割﹗ 
126.6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 

丰富存道 

 我们所听的道真地忘了吗﹖英国有一份教会杂志有回一位弟

兄大胆地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知道传道人觉得讲道十分重要﹐

所以他们花了许多时间准备﹐而我们也花了许多时间听道。过去

的三十年﹐我听了约有3,000篇道。我坦诚地说﹐我一篇也记不住。

我不禁要问﹐传道人是不是做些别的事更有效用﹖」之后几个礼

拜﹐你可以想象﹐为讨论这个议题﹐读者投书之多﹐一直到以下

的投书出现﹐所有的讨论都戛然而止。 

 这封信怎么说呢﹖「我结婚三十年﹐吃了32,850顿饭－几乎都

是我妻子烧的﹐我突然发现我连一顿饭的食谱都记不住。然而我

却很清楚地知道﹐我若不吃这些我记不住的饭﹐我老早就饿死

了。」1 希望那位上回得到安慰的姊妹听了这封信的比喻﹐可以得

到更大的安慰。 

 当然﹐我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

在心里。」(西3.16a) 神的话不仅是我们属灵的粮食﹐也是我们服

                                                 

1 Larson, Illustrations for Preaching & Teaching. #172. p.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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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神的依据﹐与打属灵战争的兵器。「1.24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

﹔他的美荣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1.25唯有主的道

是永存的。」(彼前1.24-25a) 

8/10/2003 

祷告 

你的话(Thy Word, 天韵歌声4-4)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得罪你 免得我远离 

哦主啊与我亲近 我爱你声音 

作我脚前的灯 作我路上的光 

天地将要过去 你的话却长存 

天地将毁坏 你的话却常新 

词﹕叶薇心 

曲﹕祈少龄 

 

 



彼前2.1-3﹕爱慕灵奶 

 

 

75 

 

 

 

 

彼得前书释经信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 

第九篇 爱慕灵奶(2.1-3) 

经文﹕彼得前书2.1-3 

诗歌﹕主你荣面是我所羡(Thy Blessed Face Is My Desire.) 

成长的秘诀 

 彼得前书2.1-10让我们看见一幅美丽的图画﹐2.1-3是基督徒

个人的属灵成长﹐2.4-10乃是教会团体被神建造成为事奉神的祭

司团﹐神可以安息在其中的属灵圣殿﹐以及彰显神圣洁的国度。

万丈高楼从地起。神所要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在每一个属神的儿女

身上﹐叫他们成长。 

成圣的根基 

 2.1说我们既除去…﹐「除去」1 这个动词分词说明我们重生

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了一个厉害的工作﹐把我们的旧生命

的根一次永远地拔去﹐这正是1.2所说的「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也是1.18所说主宝血洗净的恩典﹐1.22a又再说了一遍﹐这是我们

基督徒得以追求圣洁的根基。除去了什么呢﹖这里共提到了五样

                                                 

1 按BDAG﹐VApoqe,menoi乃avpoti,qhmi的动词分词﹑过去式﹑关身语态﹐新约出现

八次。原意是「脱下」衣服﹐徒7.58。引伸为「脱去」暗昧的行为﹐罗13.12﹔

「弃绝」恼恨﹐西3.8﹔「脱去」旧人…「弃绝」谎言﹐弗4.22, 25﹔「脱去」污

秽﹐雅1.21﹔「放下/脱去」﹐来12.1。此处也是这种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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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分成两类﹕一切的「恶毒」和「诡诈」(以上是都单数)。接

着提到的三样(都是复数)﹕「假善」属诡诈﹔而「嫉妒」和「毁谤

的话」则属恶毒 。或许雅各书1.21能帮助我们明白彼得在这里所

要说的是什么﹕「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

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或许你会困惑﹐我们一信了主﹐真的就有了彼得前书2.1或雅

1.21a的经历了吗﹖是的。神把我们的旧人生命的根源﹑连根地拔

掉了﹐神将我们里面原罪的权势完全地摧毁了。最近发生的伊拉

克战争很能解释一件事。五月一日(2003年)布希总统在圣地牙哥宣

布了伊位克战争已经胜利了﹐胡笙(Saddam Hussan)的政权已经澈

底地摧毁了﹐虽然零星的战役还在伊拉克境内进行。可是﹐五月

一日之前与之后﹐伊拉克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以往暴政的

权势崩溃瓦解了。同样地﹐当我们悔改归主之时﹐在我们生命里

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旧生命的根已经除去了。 

 当我们一听到「除去(=脱下)」了什么时﹐我们总是期望它继

续要讲我们要「穿上」什么新的生命(参罗13.12-14﹐弗4.22-24, 4.25

﹐西3.8-10等四处经文)。可是这里却没有提及「穿上」什么﹐只是

正面说到我们灵命成长的秘诀﹕「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这样

﹐我们就会在恩典中成长。雅各书1.21的后半段－「存温柔的心领

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说的意思与此

相合。彼得前书1.22-25讲我们之所以重生是因为「借着神活泼常

存的道」﹔神的道是我们重生的凭借。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旦重

生信主了﹐就不再需要神的话了。不﹐彼得前书2.1-3讲重生以后

﹐神的道也是我们一生灵命成长的凭借。 

末世的救恩 

 我们灵命成长的目标是末世的救恩。「救恩」－此处译为「得

救」－这个词汇在这卷书出现时﹐总是含着末世的意味的。「末

世要显现的救恩」(1.5)﹐是我们今日活泼的盼望﹐其内容是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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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业﹐太丰富了。1.10再一次提到这一个救恩﹐乃是我们凭信心要

得将来的救恩。约翰壹书3.1a-2的话﹐ 

3.1a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

女…。3.2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

显明﹔但我们知道﹐当将来如何显现时﹐我们必要像祂﹑因

为必得见祂的真体。(修和合本译文) 

最能表达这个意思。保罗曾定义过这末世的救恩叫做「身体的得

赎」﹐那是我们所得儿子的名份的终极意义(罗8.23)。如果我们只

想「仅仅得救」的话(彼前4.18﹐参林前3.15)﹐我们就不会爱慕主

的话。可是我们的目标是末世的救恩﹐那大不相同﹐那叫做「丰

丰富富地…进入…主救主…永远的国。」(彼后1.11) 

 这一个末日要显现的荣美的生命不是一日之间突然长成的﹐

乃是我们在基督里逐渐成长时而有的。很有意思的﹐路加也用同

一个字眼来形容耶稣的长成﹐「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

智慧﹐又有神的恩在祂身上。」(路2.40) 约3.30的「祂必兴旺﹐我

必衰微。」也是用这一个字眼。2 所以我们若羡慕将来见主面时﹐

多多有份于神的荣耀﹐今日就要把握机会好好追求主﹐让主的生

命在我们身上渐渐长大成熟。 

爱慕主的话 

 我们在基督里要怎么成长呢﹖这里讲其秘诀是爱慕神的话。3 

                                                 

2 按BDAG﹐auvxhqh/te乃动词auvxa,nwÆau;xw的假设语气﹑过去时式﹑被动语态。在

此处是用作不及物动词﹐呈现被动语态﹐却作主动语态使用﹐在太13.32 (长起

来)﹐可4.8 (长大)﹐西1.6 (增长)﹐林后10.15 (信心增长)﹐西1.10 (渐渐地多知道

神)等处都是同样的用法。 

3 按BDAG﹐evpipoqh,sate乃是动词evpipoqe,w的祈使语气﹑过去时式﹑主动语态。

其意思是强烈地渴求某一样东西﹐甚有需要之意。最有趣的使用在雅4.5b﹐「神

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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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书很有趣﹕它一方面说我们要成长﹐可是另一方面却说我

们要永远保持在基督里的「婴孩形像」。无论我们在主里怎样成

长﹐总有一颗向着主的赤子之心。用婴孩来形容基督徒﹐在新约

里共有三处﹔另两处是在哥林多前书3.1-2﹐希伯来书5.13-14。在

这两处都是把婴孩与成熟的基督徒作对比﹐换言之﹐婴孩是指不

成熟的基督徒﹐所以他属乎天然的肉体﹐有嫉妒纷争﹐不明白圣

经稍微深一点的道理﹐只停留在开端。然而在彼得前书2.1-3所使

用的譬喻却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提到婴孩只强调他对母奶的爱

慕。那是出于天然﹐因为母奶是他的生命线。他要求生存﹐就只

有靠母奶。所以婴孩对母奶有一种强烈的渴慕﹐这正是彼得在这

里使用这个譬喻的原委﹐讲到神的儿女对神话语终其一生当有的

渴慕。我家老二是百分之百吃母奶长大的﹐共吃了八个月﹐其间

滴水不进﹐唯独依靠母奶。神创造的母奶十分奇妙﹐除了有充分

够用的养份之外﹐还有母亲的抗体也在里面﹐因此吃母奶的小孩

免疫力特别强。老二逐渐长大﹑想要给她断奶时﹐真难﹐因为她

太爱慕母奶了。只要母亲在家﹐她有一种直觉性的嗅觉﹐不论母

亲躲到什么角落﹐她都知道母亲在家中某处。 

 耶稣怎么形容神的国呢﹖神的国是充满了那一种人呢﹖乃是

像小孩子这样的人﹗因此主给小孩子祝福。4 主在另一门徒们争论

谁为大的场合甚至说﹐「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

进天国。」5 什么是小孩子的样式呢﹖谦卑(太18.4)﹐这正是神自

己的形像(腓2.5)。所以小孩极其地依赖母亲﹐对母奶极其地爱慕。

神儿女的难处在于信主之后﹐不能够一直保有这种对主的话语的

爱慕与依恋﹐「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大卫对神的话极其爱慕﹐他说神的话「都比金子可羡慕﹐且

                                                 

4 主耶稣微行纲目 #140。太19.13-15﹐可10.13-16﹐路18.15-17。 

5 主耶稣微行纲目 #104。太18.1-4﹐可9.33-37﹐路9.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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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诗

19.10) 诗篇119篇有22段﹐每段有八节﹐共176节。我们大概没有

在圣经找到一个人比大卫更爱慕灵奶(神的话)了。他怎样爱慕神的

话呢﹖诵读(119.147-148)﹑求主教导(119.12, 18 以看出其中奇妙, 

130 解开有亮光, 32//96 开广我心, 98, 135)﹑喜悦(119.14, 18, 20 

切慕到火烧在心中)﹑藏在心里(119.11)﹑默想(119.15, 97)﹑享受

(119.103)﹑赞美(119.108, 171-72, 175)﹑一心寻求(119.10)﹑看重

(119.6)﹑求主管教(119.29, 67, 71 受苦有益, 75)﹑遵行(119.1等许

多处, 殷勤遵守﹐119.4)﹑求主恩待(119.41, 57-58, 64 慈爱遍满, 

76-77)﹑忌邪(119.139)。 

尝主的美善 

 为何我们爱慕神的话语呢﹖2.3给了我们解答﹐因为我们在神

的话之中尝到主的美善。「恩」这个字说明主是一位对我们满有

恩惠的神。6 我们在神的话之中遇到主耶稣自己﹗圣经不过是神所

使用的工具而已﹐圣灵在其中向我们开启神子耶稣是谁。 

 以马忤斯二门徒为什么开头那样沮丧﹐后来却那样奋兴呢﹖

他们对旧约圣经十分熟悉﹐可是没有用﹐因为他们没有在圣经里

遇见神的儿子。耶稣对犹太人说﹐「摩西…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

(约5.46) 读圣经的秘诀就是到耶稣那里去得永生(约5.39-40)。当耶

稣复活了﹐二门徒虽然听到了这个消息﹐却仍不相信。在他们走

向以马忤斯的下坡路时﹐耶稣来了﹐「从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

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24.27) 他们的心中觉得莫

明其妙的火热(路24.32)﹐原来圣灵在他们心中正在做开启的工作

                                                 

6 按BDAG﹐crhsto,j是形容词﹐原意是有用的﹑有益的。引伸为太11.30 (担子是

轻省的)﹐路5.39 (说陈的[酒]好)所使用的意思。它也指着道德上的良善和恩惠

之意﹐如﹕林前15.33的「善行」﹐弗4.32的「以恩慈相待」。它也指神的恩慈

﹐罗2.4﹐路6.35﹔此处的使用与之一样﹐指着主的「恩」。 



彼得前书释经信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 

 80 

﹗直到耶稣为他们擘饼的时候﹐他们属灵的心眼「打开」了﹐和

合本译为「明亮」﹐真好。这正是复活的弥赛亚在人心中的工作

﹕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路24.45)。两位门徒从圣经里

遇见了主耶稣自己﹐就尝到了主恩的滋味。 

 保罗在未信主之前也熟悉旧约﹐但他并不认识神﹑也不爱慕

神﹐他只是为他祖宗的遗传大发热心而已。一直到有一天﹐他在

进大马士革城之时﹐主亲自来遇见他。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

的耶稣。」(徒9.5) 那是保罗悔改归正的经历﹐一剎那之间﹐神的

话向他开启了。「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

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林后4.6) 他

认识主了﹐他从深处知道耶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叫他可以得到

永生。 

5.14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

人就都死了﹔5.15并且祂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

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林后5.14-15) 

他尝到了主恩的滋味﹐如今活着…祂是爱我﹐为我舍己﹐加2.20。 

爱慕主自己 

 一旦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一生最重要的学习就是「回转变

成小孩的样式」﹐向神天真﹐单纯要主的自己(太18.3)。灵命成长

的最大指标就是我们对主自己的爱慕﹐有没有像婴孩爱慕奶那样

地爱慕。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爱慕主的话﹐我们就会在主里成长。 

 彼得前书2.2用两个字来形容神的话(奶)﹕属乎话语的(属灵的)

﹑纯净的(没有诡诈的)。灵奶的「灵」(logiko,j)这个形容词在七十

士译里没有用过﹐而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哲学家们爱用的字眼﹐

原意是「想透的﹑仔细想过的。」它在新约里只出现过两次﹐而

和合本在罗马书12.1就将此字译成「理所当然的」﹐指着我们的崇

拜或事奉说的。然而在彼得前书2.2这里﹐就译成「灵」奶﹐即「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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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奶水。为何如此译呢﹖因为着重说神话语之为奶水﹐不是

物质的意思﹐而是形而上的﹑属灵的意思。大多英译本也都用同

样的译法。学者Nida则以为这个字的意思是「真实的」。7 母亲的

奶水实在叫我们惊讶﹐神的话则叫我们更惊讶﹐因为它是那样的

灵然﹑真实﹑纯净﹐不需要的成分不在里面﹐在里面的成分都是

我们切需的﹐真像提摩太后书3.16b-17所说的﹐「3.16b圣经…于教

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3.17叫属神的人得

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让我们好好读圣经吧﹐在其中吸吮主的丰盛﹐爱慕神的自

己。 

8/17/2003, MCCC 

祷告 

主你荣面是我所羡(Thy Blessed Face Is My Desire. H280) 

1 主你荣面是我所羡 开启我眼使我看见 

愿你荣光照我眼前 消除我的一切黑暗 

恩主我今寻求你面 愿你不再向我隐瞒 

开启我眼使我看见你的荣面 
2 主你慈声是我所羡 开启我耳使我听见 

愿你声音绕我耳边 消除恶者一切谎言 

恩主我今寻求你面 愿你不再向我隐瞒 

开启我耳使我听见你的圣言 
3 主你自己是我所羡 开启我心使我爱恋 

愿你丰满溢我心间 使我失去在你里面 

                                                 

7 以上是按BDAG的解释。KJV译法是直译﹕milk of the Word. 希腊文学者Louw

和Nida则强调此字的意思是「真实的﹐指一件事物其本质上的真实。」这样说

来﹐此字用在罗12.1的意思是指「真实的」事奉(或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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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主我今寻求你面 愿你不再向我隐瞒 

开启我心使我爱恋你的显现 

Thy Blessed Face Is My Desire. 选自圣徒诗歌 

SCOTT 8.8.9.8 ref. Clara H. Scott, 1895 

这首诗歌原来的作者与作曲者都是Clara H. Scott﹐其歌名为开启

我眼使我看见(Open My Eyes That I may See)﹐在许多诗本里都有

选取。但以上此诗是按原诗的灵感另写的﹐仍用原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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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 活石与灵宫(2.4-6) 

经文﹕彼得前书2.4-6 

诗歌﹕主我爱你国度(I Love Thy Kingdom, Lord.) 

神永远心意 

 彼得前书到此为止一切的工作可以用彼得前书2.1-3来作一总

结﹕和合本译得很好﹐消极的﹐我们除去旧生命的败坏﹔积极的

﹐我们在主的恩典中长进。但以上所说的一切都是神在圣徒个人

身上救恩的工作。是否这就是一切呢﹖不。2.4-10进一步地托出神

永远的心意﹕就是神在教会团体身上的心意。2.4-5原文是这样的

﹕ 

2.4你们来到祂面前－祂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

神所拣选﹑所宝贵的。－2.5你们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

﹐作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2.6接着说2.5的圣经根据﹐乃是根据LXX以赛亚书28.16。1 2.7-8以

「所以」开头﹐说明这两句是一个结论。2.9-10则是进一步伸展

2.5-7作神儿女之「尊荣」的思想。在此﹐我们先来思想2.4-6这三

                                                 

1 赛28.16﹐「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

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是希

伯来文经文) 彼得则引用希腊文七十士译本(L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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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的意义。2 

主乃是活石 

 由文法上来看﹐2.4是一个插句﹐诠释那位「祂」是谁。2.3论

及主﹐当然2.4的祂就是主﹐不过﹐在2.4里﹐彼得告诉我们祂乃

是活石。2.4里石头的观念是从诗篇118.22－「匠人所弃的石头已

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出来的。主在福音书里清楚地在「凶

恶的园户」的比喻里﹐引用这段经文指着自己说的(见太21.42//可

12.10//路20.17)。可是主又说祂是活石﹐乃是指着祂的复活说的﹐

祂不但复活了﹐有永远的生命﹐而且祂成了永生的赐予者﹐叫信

靠祂的人得永生。匠人和一般的人还不太一样。匠人应该是识货

的﹐可是这些应当识货的匠人反而把生命的赐予者弃绝了。 

 今年(2003年)十月三到四日﹐我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去参加爱

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诞生三百周年诞辰纪念会。

许多学者发表了许多精采关于爱德华滋的研究。2002年十月我也

参加过一次类似的聚会﹐也是学者们的报告﹐但是两者有很大的

差别﹕后者对爱氏最宝贝的主有爱戴与渴慕。今天的世界在弃绝

主耶稣﹐但是神对这些人当头棒喝说﹐神已经拣选祂作灵宫的房

角石。主不但是活石﹐而且是房角石﹐因为祂有无穷生命的大能

﹐可以赐予生命给信靠祂的人。 

神要一个家 

 2.4一开头的话是「你们来到祂面前」。主词和2.5的你们一样。

                                                 

2 彼前2.6-8使用了三处旧约经文来证明2.4-5的话。第一处是赛28.16 (LXX)﹐说

明主是房角石﹐祂是我们被神建造为灵宫的根基。第七节的「所以」带来了两

个结果﹕对信的人﹑以及对不信的人。2.7a的「为宝贵」若译为「有尊荣」则更

为佳﹐因为2.9-10解释了信的人得着了怎样的尊荣。2.7b-8则讲述不信者的份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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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段经文的「焦点由个人转向了团体的基督徒经历﹐」3 或

说「由宗教在个人方向的经历﹐转向了教会机制的方面。」4 灵宫

是神永远心意的表明。 

 不久前美东区大停电﹐交通中断。我当即打电话给一位姊妹

﹐因为她的丈夫在纽约巿工作。她说﹐她已经叫她的丈夫今天别

回来﹑就在纽约住一夜算了。到了晚上九点多﹐她打电话来问我

如何到渡轮码头﹐因为她的丈夫说什么都要回来﹐回到这里已经

是晚上十一点了。我们真不知道他等船等了多久才等到。但一定

要回家。 

 教会另有一家的女儿在纽约下城区上班﹐从停电以后﹐就没

打电话回来过﹐因为连手机也打不通了。(这时﹐高科技统统不管

用﹐最好有一只鸽子可飞传尺牍﹗) 我告诉那家的女主人﹐当女

儿坐轮渡到了Newark这一边﹑打电话回来时﹐就通知我。我可以

帮忙去Newark把她的女儿接回来﹐免得辗转搭车耗时。半夜快十

二点时﹐她打电话来﹐总算到了Newark火车站。我立刻去接。当

我到了火车站时﹐许多人都在那里等车﹐脸上的表情都写了同样

的一个字﹕要回家﹗ 

 这正是这两节经文透露出来的信息﹕神要回家﹗神要一个家

﹗回家的感觉真好﹗然而神的家在那里﹖乃是在你我的身上。教

会乃是神的家﹐神今天正是在建造祂的家﹐这段经文说﹕「你

们…被建造成为灵宫。」教会是神的家。 

 神创造天地和人类﹐但是神并没有得着祂安息的家。于是神

呼召祂的选民﹐在摩西时代﹐率领他们出埃及。到了西乃山的旷

野﹐神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要摩西为祂建造会幕﹐目

                                                 

3 J. Ramsey Michaels, 1 Peter. WBC. (Word, 1988.) 97. 

4 Edward Gordon Selwyn, The First Epistle of St. Peter. 2nd ed. (1946, 1947; Reprint 

by Baker, 1981.)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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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叫祂自己可以从天降临﹐住在至圣所里﹗正如摩西的祷告﹕

「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民10.36) 出埃及记

40.34是旧约最叫人兴奋的一节﹐因为神在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

与人同住﹐神有了家﹗这家是由会幕的建造而来的。 

 许多神的儿女读圣经故事老是过不了一关﹐凭什么大卫成为

「合神心意的人」(撒上13.14﹐参徒13.22, 36及其异文)﹖如果只看

他所犯的罪﹐我们真会觉得他比扫罗还差。神不是这样看的。神

之所以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什么旨意

呢﹖说真的﹐扫罗王没犯什么滔天大罪﹐可是他却被神废弃了﹗

多少神的儿女读经读到这里﹐直觉不公平﹐但又不敢讲出来。难

道神真的不公平?﹗我们要体会神的心啊。士师时代三百年﹐只有

一句话来形容﹕「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17.6, 

18.1, 19.1, 21.25) 译得更准的话是﹕「各人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亦即每一个人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做事﹐置神的旨意于不顾。神没

有家﹗各人专顾自己的事﹐没有人顾神的事(参腓2.21)。到末了﹐

连神的约柜都被掳到外邦了。神没有家﹗好不容易﹐神兴起了扫

罗王﹐可是扫罗何曾想到神要有一个家呢﹖何曾去约柜前敬拜神

呢﹖(只有在争战时﹐才想起约柜﹐参撒上14.18。) 可是大卫一登

基作王﹐第一件大事就是寻访约柜﹐并将之抬入锡安保障(撒下六

章﹐诗132.1-9)。他爱神﹐要为神建殿﹐神的心真地被他摸着了。

他要让神有一个家﹗神岂能不爱他呢﹖ 

 主耶稣到地上来时﹐祂也是这样地爱父神﹐祂要父神得着一

个家﹐祂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约2.17) 神怎会不爱祂

的儿子呢﹖因为祂真是为神的永旨效力。这种神要一个家的心意

﹐正是彼得前书2.4-5的感觉。你感受到没有﹖神要一个家﹗ 

教会即灵宫 

 主动词是「被建造」(oivkodomei/sqe)。谁在建造我们呢﹐乃是神。

其目的是将我们建造成为灵宫﹐神自己居住的所在。三位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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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永世之前计划要创造人类时﹐祂就渴慕有一天祂可以与人沟

通﹑与人同住。所以祂要把我们建造成为灵宫。 

 我们读圣经读到最末了﹐启示录21-22章﹐我们看见了什么﹖

新耶路撒冷﹑即圣城﹐它满足了历世历代的物质会幕﹑圣殿影儿

﹐所代表的意义。城中未见有殿﹐而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乃是圣殿

﹗圣城是圣殿的扩大与充满。在创世记1-2章里﹐我们在美丽的伊

甸园里﹐没有看见有一座城﹐所以居然连撒但也可以钻进来。可

是到了终了之时﹐圣城建造起来了﹐仇敌看见了就服了(诗48.1-14)

﹐我们只要读读这首诗﹐我们就明白灵宫﹑圣城的意义。 

 因此我们在新约里看见使徒们所得的异象﹐都是向着这一点

而去的﹕马太福音16.18﹐以弗所书2.21-22﹐哥林多前书3.9, 16﹐

哥林多后书6.16﹐希伯来书11.10。当然这乃是一种比喻。灵宫是

属灵的﹐不是物质的。它的功能也是属灵的。 

圣洁祭司团 

 紧接的使徒又提出来其进一步的目的乃是为叫我们成为「圣

洁的祭司团」(i`era,teuma)。和合本译为祭司的这个字应该译为祭司

团﹐他们不只是单个的祭司﹐而且被编组成为一个团体的祭司

团。这在大卫时代的末期最明显的﹐为着圣殿时代的来临﹐他在

人生末了时为着将来圣殿服事的需要﹐将祭司亚伦家族的子孙共

分为24班祭司﹐按着次序事奉神(代上24.1-19)。 

 有了圣殿就要有祭司团。这殿乃是为着我们能够起来事奉神。

乃是每一个圣徒皆有份﹑有此特权来到神面前﹐事奉祂。灵祭就

是罗马书12.1-2所提到的活祭。希伯来书13.15-16提及三样祭物﹕

颂赞﹑行善与财物奉献。罗马书15.16提到我们传福音﹐带领外邦

人归主也是一种献灵祭。我们天天都应该献上属灵的感谢祭﹑还

愿祭或是甘心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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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豁出去﹗ 

 献祭之难不是难在祭物﹐而是难在我们的献祭本身﹐它乃是

一种奉献﹑在我们的意志上向神的旨意之降服。九一一当天﹐在

第四架空难的飞机上有一位弟兄叫做Todd Beamer﹐是普林斯顿宣

道会的一位弟兄﹐他最后讲了一句名言﹕Let’s roll. 中文可译为﹕

豁出去﹗这正是我们今日为神旨打拼所缺乏的那股劲﹐豁出去﹐

为神的旨意义无反顾地豁出去﹗Todd Beamer想他若坐在那里不过

是等死﹐他若起来为美国打拼也是死﹐横竖都是死﹐但他选择了

为神的旨意豁出去了。因为在飞机上有一群豁出去的人﹐所以恐

怖份子没有得逞﹐飞机在宾州就坠毁了﹐没有撞上白宫。 

 前年(2001)我与郑昌世牧师到中国作短期宣道培训﹐有好几

天和他在一起谈话﹐才知道他的身体不好﹐脑子里长了一个血管

瘤﹐据医生说是与生俱来的。一旦破了﹐他就去主那里了。他也

不作医治﹐因为那有风险﹐何必呢﹖郑牧师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以

后﹐他反而整个人豁出去了﹐不再瞻前顾后。他说﹕「假如神给

我的年日不多﹐我还不抓住每一分﹑每一秒﹐为神在我身上的旨

意痛快而活吗﹖」于是对他而言﹐有病就像没病一样。 

 我们要成为祭司团﹐好献灵祭给神吗﹖那么﹐我们要先过一

关﹕为神的旨意豁出去﹗把自己完全献上成活祭﹐才能为神的旨

意而活。 

 2.6给了我们一个神如此做的原因﹕因为神在锡安做了一件大

事﹕房角石基督已经安放下去了。祂成为房角石就意味着神要建

殿﹐而且基督是圣殿的头一块基石。信靠祂的人不但不羞愧﹐而

是要得尊荣。什么尊荣呢﹖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神的家的尊荣。

教会成为神的家﹐乃是「大哉﹐敬虔的奥秘。」(提前3.15-16) 神

的宝座有大声音宣告说﹐「神的帐幕支搭在人间」﹗(启21.3) 这帐

幕就是神的教会﹐神终极的旨意就是要得着祂的家。让我们为神

的永旨效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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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2003, MCCC 

祷告 

主我爱你国度(I Love Thy Kingdom, Lord.) 

1 主我爱你国度 就是你的居所 

就是教会你所救赎 就是你的杰作 
2 神我爱你教会 她是你心奇珍 

你对待她爱护入微 犹如眼中瞳人 
3 为她我常求呼 为她我常哀哭 

为她我常操心劳碌 直到日子满足 
4 我宝贵她特点 远超最高喜乐 

甘甜交通真诚奉献 爱和赞美之歌 
5 耶稣神圣朋友 我的救主君王 

大能的手施行拯救 脱离仇敌罗网 
6 正如真理永存 锡安必蒙赐福 

地上最大荣耀无尽 天上更大丰富 

I Love Thy Kingdom, Lord. Timothy Dwight, 1800 

DEDICATION S.M. Edmund Gilding, 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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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篇 体会神的心肠(2.7-8) 

经文﹕彼得前书2.7-8 

诗歌﹕你这不肯放我大爱 (O Love, That Wilt Not Let Me Go.) 

着墨在不信者 

 彼得前书1.3-12是本卷书的三一颂词。1.13-2.3乃是神在我们个

人身上的拯救工作﹔2.2-3可以说是以上段落的小结﹕基督徒个人

经历了主实在是美善的﹐也就在神的救恩中长进。但这还不是神

的永旨。彼得前书2.4-6进一步告诉我们一件十分重要的道理﹐那

就是神也要一个家﹐神要安息。神怎样安息呢﹖乃是安息在祂所

救赎回来﹑并且加以建造成为灵宫的百姓中间﹐这灵宫就是教

会。 

 2.7-8是一段小结﹕这位基督对于信靠祂的人﹐就使他们得享

尊荣﹐怎样的尊荣呢﹖即我们这些蒙恩之人居然成了荣耀之神的

灵宫﹐2.7a﹐而2.9-10则讲得更加清楚。可是对于那些不信祂的人

﹐2.7b-8着墨很多。这正是在这篇信息里所要看的。 

可知拒绝了谁﹖ 

 2.7b的话似乎是对信的人说的﹐可是这里讲得很清楚是对不

信的人说的。神要不信基督的人知道﹐祂绝不是一块被弃的石头

﹐就这样了了。人虽然不信靠祂﹑不顺从祂﹑甚至弃绝祂﹐神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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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那些不信祂的人知道﹕神已拣选了基督成为那一个永远圣殿

的房角石。神要人知道﹐在他弃绝基督的时候﹐他应该知道他所

弃绝的人到底是谁﹐乃是永远的新耶路撒冷城的房角石﹗神在问

每一个拒绝信主的人﹕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所拒绝的人是谁﹗ 

 美国印地安那州的Fort Wayne一所教堂可容一千人﹐1940年

代是她的全盛时代﹐教会人数曾经多达三千人。当时教会要用青

少年牧师﹐面谈了一位从芝加哥地区刚刚毕业的年轻传道人﹐结

果没有录用。你们猜那个年轻人是谁﹖乃是不久后全国出名的葛

理翰牧师(Dr. Billy Graham, 1918~2018)。该教会的聘牧委员会当时

做了一个决定﹐影响了该教会至少其后半个世纪之久的前途。他

们拒绝了一位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福音使者﹗ 

 二十世纪上半叶被誉为讲道王子的摩根牧师(G. Campbell 

Morgan, 1867~1945)在他21岁初出来传道时﹐通过了英国循理会

的初步教义鉴定考试。进一步的讲台面试﹐有150人来考﹐只录取

45人。结果﹐Morgan没有被录取﹐20世纪最有恩赐的讲道王子没

有被他自己的宗派所录取﹗1 Morgan牧师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在

其中服事﹐因为讲台面试委员不识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拒绝的

人的恩赐如何。你们知道吗﹖在1945年以前﹐字典如何描述化学

元素「铀」呢﹖「铀乃是一种白色的﹑很重的金属﹐并没有很明

显的使用价值。」2 

 当人不信主时﹐他需要知道他所拒绝的人是谁﹕耶稣乃是新

造宇宙之圣殿的房角石﹗我不知道我们要如何讲才能讲清楚基督

有多伟大。有一次拿破仑独自在营区附近的树林里散步﹐遇见一

个初级军官。当然他没有向那位军官敬礼。可是那位军官明显是

新来的﹐并不认识拿破仑﹐反而对他说﹐「小兵﹐你怎么不向我

                                                 

1 Craig Brian Larson, Illustrations for Preaching & Teaching. (Baker, 1993.) #180. 

2 Paul Lee Tan, Encyclopedia of 7700 Illustrations. (Assurance Pub., 1979.) #6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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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拿破仑长得矮小﹐真像小兵。拿破仑说﹐「我比你大﹐

为什么要向你敬礼。」那军官很不高兴﹐就问他是多大的官阶﹐

问到最后﹐原来他就是元首拿破仑﹗我们不认识主时﹐就像那个

初级军官一样﹐不知道主就是宇宙的元首啊。耶稣乃是神的独生

儿子﹐是天地的创造者。 

 这还不稀奇﹐稀奇的是祂道成了肉身﹐成为一个人﹐来到人

类中间﹐只有一个目的﹐要走上十字架上为罪人而死﹐完成救赎

﹐并开创新造的宇宙﹐所以说祂也是我们的救赎主。如果我们把

新造的宇宙比喻为一座圣殿的话﹐那么﹐基督就是房角石。所有

其他的石头都是由这块房角石重生出来的﹐叫做活石。换言之﹐

整个圣殿可以说是这一块房角石的扩大而已。 

 希伯来书1.2b-3a启示我们﹐基督乃是宇宙的过去的创造者﹑

今日的托住者﹐以及将来的承受者。因此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1.36

这样地颂赞基督﹕「万有都是本于祂﹑倚靠祂﹑归于祂﹐愿荣耀

归给祂﹐直到永远。」3－现在你该知道人若不信主﹐他所拒绝的

基督到底有多大了。你若真知道你所拒绝的基督有这么伟大时﹐

请问﹐你还会拒绝吗﹖在永世里﹐没有两可﹕或许你被建造在神

永远的圣殿里﹐或许你不在其中﹑而被神弃绝。基督是房角石﹐

祂不只是根基﹐祂还是房角石－我们每一块活石都要与祂联络得

合式﹐才能与祂永远有份。我们怎能弃绝祂呢﹖弃绝祂就是自绝

于永远﹑天堂﹑永生之外啊﹗ 

神不让空手回 

 好﹐如果有人拒绝了基督﹐神是否就这样地算了﹖不一定。

我们移民到美国好多年以后﹐到了1987年秋天﹐才有能力买第一

                                                 

3 林肯在盖茨堡宣言(Gettsburg Address)里结束的神来之句－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其灵感据

说是来自罗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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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当时我们喜爱的新车。我们把当时最热卖汽车的价钱搞错了。

所以﹐当我们到车商那里杀价时﹐我们看见他脸上奇怪的表情。

(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杀得太厉害了。比订价少了三千块美金﹗) 

不过﹐车商还是怏怏不乐地说﹐我去问一问我的老板。当他走进

经理房间时﹐旁边一位中年女士告诉我们在这家车商买车的秘诀

﹕他们永不会让顾客空手而回﹗所以﹐你如果真地要买的话﹐坚

持下去﹐他们一定会让你买到的。同样的﹐神也绝不会让我们空

手离开基督的﹐只要我们有心真地认识基督是谁－只怕我们不识

货﹐不知道我们所拒绝的基督到底是谁－主会开我们心眼认识祂

的。 

 彼得后书3.8-9讲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道理﹐神爱每一个祂所创

造的人﹐因此神一再宽容我们﹐给我们机会﹑时间﹑场合﹐好叫

我们得救。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不愿有

一个人空手离开基督﹐只要他和基督有过接触的话。什么是爱﹖

爱是长久忍耐。神要我们悔改归向祂﹐祂就一再地忍耐我们﹑等

候我们。祂忍受我们不信主时对祂无礼的顶撞。「还是你藐视祂

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祂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罗

2.4) 彼得明白神要人悔改归正的心肠﹐彼得前书3.15-16是我们作

个人布道最重要的经文。彼得深深明了传福音的窍门在于﹕我们

要有一颗「温柔」的心﹐总是不放弃人﹐总是给人留下机会﹐总

是以神的爱回应拒绝主或对永生漠不关心的人。 

 我的父亲十八岁那年(1931年)在浙江杭州读之江中学高二时

﹐做了一件他自己十分得意的事﹐将十字架丢入厕所毛坑内﹐然

后出来告诉众同学﹐酷﹗之江中学是教会学校。这件事很快地就

传到宣教士校长的耳中。是可忍﹐孰不可忍﹖家父被开除了。但

是校长慈悲为怀﹐改念要家父自行转学﹐给他一条生路。反基督

教是当时青年学子的时尚。但是他并不知道神没有放过他﹐我小

时﹐就见过家中基督徒友人来传福音。1967年我母亲第一个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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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二个﹐在1971年六月底﹐我们家中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信

主﹐直到1985年十一月﹐我父亲终于信主了。这时距离他的叛逆

行为有54年之久了。神始终没有忘掉他﹐神对他有无限的忍耐与

宽容。神绝对不愿意一个接触过基督的人﹐空手离开祂﹗ 

 福音书里曾提到过一个青年官的故事 (太 19.16-30//可

10.17-31//路18.18-30)。这个青年财主拒绝主呼召的结果呢﹖「忧

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但是有的人以为故事并没

有了﹐因为主接着就「财主进天国」这件事所发的问题﹐回答门

徒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到底这个青年官－

财主悔改归主了没有呢﹖我以为有﹐因为马可福音10.21给我们留

了一伏笔﹕「耶稣爱他﹗」一个被主所爱的人﹐主是不会放过他

的﹐我相信日后主一定有机会让他悔改归主的﹐只因为耶稣爱他

﹔神也绝不会让我们空手离开基督的。福音书里有另一个人物和

上述那位青年官相当﹐也有类似的遭遇﹐即尼哥德慕。他究竟得

救了没有﹖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时﹐似乎还没有﹔到了第七章末了

的记述时﹐有一点端倪了﹐但还不完全像。可是到了19章﹐他和

约瑟公然要求巡抚彼拉多容他们埋葬耶稣﹐他的信心成熟了。风

随着意思吹﹐神有祂的主权﹐祂救赎的爱是无人可抵挡的。 

 去年六月教会为来我们教会帮忙服事的Pastor Al McNally﹑

庆祝他的全时间服事主五十周年(1952~2002)时﹐他讲了一句叫我

十分感动的话﹕他在半世纪的服事上学到了一件教训﹐就是「永

远﹑永远﹑永远﹑永远…不放弃。」神是一位永不放弃的神﹐我

们在传福音的事上﹐也应该是如此。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24-26的

话﹐充分表现了这一点﹕ 

2.24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

导﹐存心忍耐﹐2.25用温柔劝戒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

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2.26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

﹐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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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一语说明了神救恩的主权(参罗9.15)。 

十架讨人厌处 

 2.8a很不好懂﹐基督怎么会反成了人的绊脚石呢﹖在福音书

里多次讲到犹太人被主耶稣「绊倒」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

传永生的福音还来不及﹐怎么会去绊倒人呢﹖总结有两方面﹕第

一是主道成肉身的默然无声﹔第二是主钉十字架的的默然无声。

2.7b是讲到一个人不信耶稣也不容易﹐因为神不放弃人的爱。2.8a

则是讲到人要信耶稣也不容易﹐因为人犯了罪以后﹐无法认识主

的十字架。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2-23说﹐「1.22犹太人是要神迹﹐希

腊人是求智慧﹐1.23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

石﹐在外邦人为愚拙。」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呢﹖尤其在耶稣

的那个时代﹐十字架是羞辱的记号。所以当人接触到福音时﹐就

会困惑﹐耶稣一定是一位软弱到连自己都不能救自己的人﹐正像

十字架下面那些嘲讽耶稣人群的反应(太27.38-44//可15.29-32//路

23.39)。人无法想象一个被钉十架的人会是弥赛亚?﹗他们的观念

把自己绊倒了。 

 然而十字架最讨人厌的地方在于﹐它指出人的罪需要神的救

赎。没有圣灵的光照﹐没有良心指责罪恶而有的煎熬痛苦﹐人是

不会来到主面前认罪﹑并向神求救的。所有的宗教－除了圣经所

启示的真宗教－总是让那些自觉有罪的人﹐认为他可以靠自己的

行为﹑努力﹑功德自赎﹐相形之下﹐他就觉得十字架是讨人厌的

了。在新约的时代﹐犹太教说﹐人可以借着行割礼而在神面前称

义。于是﹐十字架的福音就变得讨人厌了(加5.11)。「讨厌」和「绊

脚」石的原文是同一个。 

信者就为宝贵 

 有一位女士多年参加公司里的查经班﹐读圣经﹐也知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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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救恩的道理﹐也感受到那位带领的基督徒和查经班里的人对

她的关怀。但是她始终没有信主。其实﹐她心中知道信耶稣实在

不错。那么﹐她为什么还裹足不前呢﹖因为钱财的诱惑。她看见

那些信了主的人不是要奉献吗﹖不是要花时间崇拜与事奉吗﹖想

到这一些﹐她就停顿了。她的生活仍旧是以事业赚钱为重心。不

久﹐公司被别家并购了﹐一些表现比较差的同仁就被解雇了﹐不

过﹐他们还拿到不少的资遣费。她算是表现好的﹐就留下来了。

她拼命工作﹐做到后来﹐连健康都受到影响﹐做不下去了﹐就辞

职。可是她连一毛钱退休金都没领到﹐心中委屈﹑气愤极了。她

就出国散心。在一个教会听道时﹐她听到传道人讲福音书里青年

官的故事(太19.16-30)﹐她心中受了圣灵的责备﹐终于明白发生在

她身上之事的属灵意义。她说﹐她就是那位青年官﹐过去听了福

音﹐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她的心太爱钱。不过她和那位青年官

不同的是﹕她想要的很多产业并没有要到﹗她就悔改﹑归向主

了。 

 彼得前书2.7a说﹐「祂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上述的那位

女士一信主﹐心改变了﹐主对她就成为宝贵。她用钱的态度也改

变了﹐愿意奉献给主去支持宣道事工。故事还没有完呢。她回国

以后﹐一家公司立刻找上门以十分优厚的待遇用她﹐要她帮公司

建立制度。之后﹐她就可以半时工作﹐还有其他的好处。好像从

前所失去的﹐反而在信主后神给她补偿回来似的。 

 诗篇73.1的话－「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是对

的。你宝贵神﹐神也宝贵你。 

10/26/2003, MCCC; 8/29/2005﹐增补 

祷告 

你这不肯放我大爱(O Love, That Wilt Not Let Me Go. H181) 

1 你这不肯放我大爱 疲倦的我今息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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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余生还你若债 好使它在你这深海 

能以更为丰溢 
2 你这照耀我路光亮 我将残灯带来交你 

我心还你所借火亮 它的日子藉你阳光 

就能更为明丽 
3 你这用苦寻我喜乐 我心不能向你怨怼 

暴雨乃是彩虹之辙 你的应许你必负责 

转瞬便无眼泪 
4 你这使我抬头十架 我不敢求与你相离 

我的荣耀我已葬下 即此长出生命红花 

永远开放不已 

O Love, That Wilt Not Let Me Go. George Matheson, 1882 

ST. MARGARET 8.8.8.8.6. Albert L. Peace, 1885 

附注 

 彼得前书2.8b-c﹐「他们绊跌都因不顺从道理﹐他们这样绊跌

也是预定的。」(采读和合本的「小字」。) 使徒用这句话说明﹐

人之所以拒绝十字架的福音﹑觉得被十字架的道理绊倒了﹐并不

是因为十字架真是绊脚石﹐而是因为他们不顺从圣经所启示十字

架的真理﹐而把自己绊倒了。 

 2.8c是预定论﹐更叫人难懂。2.8c与2.8b是并在一块儿看。预

定万事的发生是属乎神主权的事﹐对神而言﹐没有一件事是偶然

的。但是所发生的事与人有关的﹐当事人自己要承受道德责任(参

罗9.19-23)。预定论超越我们的智慧所能完全领会的﹐有神的奥秘

在其中。申命记29.29的话－「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

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

的一切话。」－可以应用在彼得前书2.8b与2.8c之上。2.8b－谁当

顺服道理－是属人的明显的事﹐而2.8c－神预定谁会绊跌－则是

属神的奥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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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 教会的本质(2.9-10) 

经文﹕彼得前书2.9-10 

诗歌﹕教会唯一的根基(The Church’s One Foundation) 

神启示永旨 

 在前面2.7a说﹐「在信的人就有尊荣。」怎样的尊荣呢﹖其实

在2.5已经说过了﹐就是我们居然被神建造成为灵宫﹐成为祭司团

﹗即成为神所居住的殿堂﹐服事神的祭司团。2.9-10回过头又细讲

我们成为神儿女的尊荣。2.9一开始就说﹐「但是你们…。」将话

锋转向了我们这些蒙恩的神的儿女。信与不信的人有天渊之别﹕

不信的要在真理上绊跌﹐信的则要被建造成为神荣耀的教会。接

着在2.9-10里﹐使徒说明了教会的本质与使命。 

教会的本质 

 他用了四个称呼来解释教会的本质﹕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

的祭司团﹑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四个称呼是从出埃及记

19.6与以赛亚书43.20-21 (两处皆出自七十士希腊文译本)里﹐神对

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的称呼﹐引申出来的。1 换句话说﹐在新约时

                                                 

1 第一﹑四个称呼出自LXT Isaiah 43.20, “… e;dwka evn th/| evrh,mw| u[dwr kai. potamou.j 
evn th/| avnu,drw| poti,sai to. ge,noj mou to. evklekto,n 21 lao,n mou o]n periepoihsa,mhn ta.j 
avreta,j mou dihgei/sqai.” (赛43.20-21﹐43.20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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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救恩已经转向了外邦人了﹐所以﹐使徒就用神以往所用的称

呼来称教会。主耶稣在福音书里已经预告了﹐保罗在罗马书

16.26-27 (即在该书卷结尾)告诉我们救恩转向外邦人﹐是神「永古

隐藏不言的奥秘。」这奥秘又叫「基督的奥秘」﹐即外邦人得以

在基督里承受神救恩的丰盛﹗教会乃是神永远旨意的对象(弗

3.1-12)。 

被拣选的族类 

 我们现在就四个称呼来看教会的本质。究竟什么是教会呢﹖

第一﹐她乃是「被拣选的族类」。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一章伟大的

圣经﹐它记载了这世界上一种非常奇怪的族类﹐自有人类历史以

来﹐这种人就出现了﹐第一个名字叫做亚伯﹐其事迹记载在创世

记4.1-8﹐之后﹐虽然不是很多﹐但是总是不绝如缕。到了新约时

代﹐圣灵浇灌了﹐这种族类愈来愈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就是他们唯独信靠耶稣而得救恩﹐而且他们有永世的盼望。希伯

来书的作者写到了这一章的末尾时﹐说他们「本是世界不配有的

人」﹐他们是一种新的族类。在二世纪时﹐古教父们很喜欢用「族

类」这一词来称呼基督教会﹐如﹕爱神﹑敬畏神的族类﹐全为义

人的族类(Polycarp, Martyrdom)﹔新族类(Diognetus)﹔第三族类

(Tertullian, Clement of Alexandria)。 

 神州传播协会制作的「十字架－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发行了。

第三集－苦杯－尤其感人。我想远志明传道等人做这一部记录片

﹐只有一个目的﹐向中国人包括中国政府说明﹐基督徒是一群怎

                                                                                                                   

的选民喝。43.21这百姓是我所拥有的﹐好述说我的美德。) 

 第二﹑三个称呼出自出19.5-6﹐19.5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

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19.6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

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注意﹐彼得是引自LXX﹐

与我们和合本的旧约译文不太相同。 



彼前2.9-10﹕教会的本质 

 

 

103 

么样的人﹐教会是一个怎样的团体。初代教父称教会是新族类﹐

和和平平地等候神国的降临﹐虽然时过境迁﹐这些称呼仍然管

用。在十字架影集那一些感人的见证里﹐弟兄姊妹们一再地提到

他们的不配﹐以及他们不过是蒙神拣选的。是的﹐这一个族类其

实是神早在万古之先就已经拣选好了的(参彼前1.2)。所以保罗说﹐

教会主要由外邦人(不是犹太人)组成的这回事﹐是老早就存在神

心坎中的奥秘﹐在时间里才显明出来的。 

君尊的祭司团 

 第二个是「有君尊的祭司团」。祭司团这个字在2.5已经出现

过了﹐他们是一群专一事奉神的团体﹐好像旧约的祭司团那样﹐

共有24班﹐一年到头轮流事奉神。在古罗马时代﹐凯撒是被神化

了的﹔所以﹐有祭司团专门来服事对凯撒的敬拜。(日本也是一样

﹐他们把天皇神化了。神道教是敬拜天皇的祭司团体。) 彼得抓住

这一点﹐说明教会不但是事奉神的祭司团﹐而且是专门事奉万王

之王的祭司团。这位君王乃是基督﹐祂已被神立为整个万有的君

王﹐服事祂乃是一种殊荣。 

 我们可以想象﹐罗马政府是如何地恨教会了。罗马的祭司团

所敬拜的每一个凯撒都会死﹐但是教会所敬拜的基督宣称是神的

儿子﹐是万王之王﹐已经复活了﹐永远不死﹗这对罗马政府是何

等的讽刺。 

神圣洁的国度 

 第三个是「圣洁的国度」。有的解经家说应作「圣别的国度」

﹐其实两者都有。什么是圣别﹖圣别就是一种分别出来﹐归耶和

华为圣。不只我一个基督徒归神为圣﹐而且整个新的族类都归神

为圣﹐而组成了一个的国度。 

 这国度的特征在于他们有圣洁的伦理﹐他们的道德伦理归纳

在十诫里。在主后325年基督教终于被罗马帝国接纳之前﹐教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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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受了十次厉害的逼迫。但是教会为什么能够捱得过火炼般的试

炼呢﹖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教会的伦理叫帝国一般老百姓的心折

服了。他们发现这是一群充满爱心﹑满有人性的团体。帝国歧视

女性﹐教会尊重女性。帝国堕胎杀婴﹐教会反堕胎﹑反杀婴。 

 在中国南北各有一位有名的传道人﹐南边的那一位是林姓华

侨﹐早年先在美国读书﹐后来蒙主呼召回中国服事主。不论不明

白基督教的官员怎样逼迫他﹐他都守住岗位不离开他的教会。神

也十分奇妙﹐为他预备了一个中央级的官员﹐常常在他为难时营

救他。这位大官小时是流浪儿﹐没人要﹑孤苦无依﹐林牧师曾收

容过他。这是圣洁国度的爱的见证。这种见证在古罗马帝国和今

日的中国都太多了﹐叫人看见教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度﹐世界

上看不到的。摩西临终之前﹐曾对以色列人说﹐神的百姓是「大

国」﹐因为有神相近﹐且有公义的律法(申4.6-8)。十诫不仅公义﹐

而且圣洁。 

神产业的子民 

 第四个是「属神的子民(lao.j eivj peripoi,hsin)」﹐比较准确的

翻译是「是神产业的子民」。这是什么意思呢﹖属或产业这个字

在新约共出现五次﹐可是最能说明它的意思的经文却是玛拉基书

3.17 (…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们是特特

归给神的子民﹐我们是完全属神的﹐好像我们成了神的产业似

的。圣经有一个很有趣的思想﹐我们与神互为产业。怎么说呢﹖

神自己是我们的基业﹑是我们的丰富。另一方面﹐我们也成了神

的产业﹐特特属于祂的子民。今天我们还在得着神的丰富的过程

里﹐什么时候完全得着主作我们的丰盛呢﹖乃是那一日主耶稣再

来﹐我们身体得赎﹐可以完全承受神的属灵产业之时。以弗所书

1.14就是这个意思。 

 当圣经用这个词汇(神产业的子民)来形容教会时﹐就已经同

时强调今生与永世两个维度。今日我们一悔改归正时﹐我们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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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是「神产业的子民」了﹔可是我们要等到主再来﹐我们身体得

赎﹐满有祂的荣美﹐得见祂的真体之时﹐我们才真正地彰显出

「神产业的子民」的完满意义。 

为何用这四点 

 「被拣选的族类」论及教会的根源是在神的心坎里﹐是在永

远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不是今日突然出现在世界上的﹐是神老

早就已经计划好了的。「圣洁的国度」说明神在时间里开始祂恩

惠的工作了﹐将教会从世界里分别出来﹐可是他们还是在世界中

生活﹐为神作见证。「君尊的祭司团」说明了教会在今日所扮演

之功能﹐前一个称呼说明了我们的身份﹐而这一个身份则说明了

我们的职份。最后的一个称呼﹐「属神的子民」﹐说明了我们终

极末后的盼望﹕神是我们的产业﹐而我们也成了神的产业。 

教会的功能 

 2.9下半句告诉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乃是宣扬神的美德。

美德(avreth,)这个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和合本的翻译﹐第二个

则是「大能或神迹」的意思。在这里﹐后者的意思比较切合﹐因

为我们要宣扬的﹐正是那一个使我们悔改归正的神的大能。这一

个大能乃是圣灵的大能﹐使我们从撒但的权势下得以释放出来﹐

进入神光明的国度里。这是新出埃及﹑十架的故事。 

 2.10正好是这一个转变的说明﹐唯独恩典﹗因此﹐我们现在

成为了神的子民。上诉的神州传播协会制作的大型纪录片十字架

－耶稣在中国﹐是首度真实深入地报导了中国教会的现代史﹐特

别是家庭教会的沧桑历史和兴旺现状。它全部采用现场实拍﹐用

大量的事实回答了海内外许多人的困惑﹕为什么在无神论的环境

下﹐中国基督徒从1949年的七十多万﹐增加到现在的七千多万﹖

纪录片十字架包括三集和一个专题片﹐总长度约四小时。第一集

生命泉记录了当代中国各阶层中基督徒的真实生活和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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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中间有农民﹑学生﹑干部﹑孤儿﹑黑帮﹑演员﹑学者﹑作家

﹑科学家﹑企业家等等。第二集血种记录了义和团以来﹐主要是

近五十多年来中国老一辈基督徒的沥血踪迹﹐其中包括王明道﹑

宋尚节﹑倪柝声﹑袁相忱﹑林献羔﹑谢模善﹑杨心斐﹑以巴弗等

著名传道人。第三集苦杯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大量中青年基

督徒献身传道﹑受苦受难﹑持守不渝﹑满心感恩﹐以致造成中国

教会大复兴的动人见证。这部作品是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录﹐一个

真诚的信仰告白﹐给海内外教会的一个激励﹐也给一切关心中国

前途命运的人提供一个崭新的思路﹕基督教信仰在中国人的心灵

建设中﹐所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专题片迦南歌声记录了一个神奇故事﹕只有初一文化﹑不识

乐谱的河南农村姑娘小敏﹐在圣灵感动下﹐唱出近千首在海内外

教会中广为传唱的美妙诗歌。 

永远的享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乃是﹐这一个见证不只是个人的见证﹐

也是教会团体的见证﹐这是十分惊天动地的事。初代教会受了三

百年的患难﹐逼迫她的罗马帝国没有将她消灭﹐反而是帝国自己

被蛮族消灭了。当我看十字架时﹐最叫我心震撼的是教会活泼的

见证﹐发自内心﹐充满爱心﹔为主受苦﹐无怨无悔﹔面对政府﹐

苦中喜乐。神在建造祂的新耶路撒冷﹐我们在时间里看见永恒。 

 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我们个人属灵的经验也要过去﹐但是

有一个不过去的﹐就是那一个灵宫﹐那一个祭司团。神住在我们

里面﹐我们也住在神里面﹐羔羊耶稣乃是这一个圣城的荣耀。祭

司不只是为着事奉﹐更是为着享受而活。还有谁比祭司更亲近神

的﹖戴德生服事主一生﹐成就了在华宣教的伟业﹐就我所知道的

﹐他写了一本重要的小册子﹕在香草山上﹐是他自己与主亲近﹑

享受主的笔记。神是无限量的丰满﹐我们要怎样才能将祂享受个

透呢﹖以弗所书3.18-19呼吁历代的众圣徒一同来享受神的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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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唱﹕最知心的朋友﹕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 

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 渴望见到你的面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 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 

你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 把我带在你身边 

告诉我当走的路 没有滑向死亡线 

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 

我心发出了惊叹 有了主还要什么 

我心与主心相连 我已起誓要跟随主 永不改变 

迦南诗选第34首 

词/曲﹕吕小敏﹐c. 1990 

11/15/2003, MCCC 

祷告 

教会唯一的根基(The Church’s One Foundation) 

1 教会唯一的根基 是主耶稣基督 

她是主全新创造 藉水与道而出 

主从天上来寻她 作主圣洁新妇 

付上生命的代价 用血将她买赎 
2 虽蒙拣选自万邦 信徒却为一体 

所享救恩的宪章 一主一信一洗 

同尊唯一的圣名 同享唯一天粮 

同怀唯一的盼望 同蒙恩爱久长 
3 虽她历尽了艰辛 受人讥笑毁谤 

内争分裂她身体 异端背道中伤 

圣徒儆醒对主说 黑夜到底多长 

哭泣即将变歌声 转瞬即见晨光 
4 教会永不会灭亡 因有恩主保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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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引辩护又珍惜 同在直到末了 

虽然敌意四环绕 伪信潜伏内里 

面对仇敌和背道 教会终必胜利 

5 历经诸般的争战 颠沛流离困顿 

但荣耀教会异象 充满希冀眼神 

她等候圆满结局 平安永远满溢 

那日教会奏凯歌 方得永远安息 

6 她在地上却联合 真神三位一体 

与得享安息圣徒 奥秘甜蜜团契 

恳求主赐恩我们 能像快乐圣徒 

那样温柔又谦卑 高处与主同住 

The Church’s One Foundation. Samuel J. Stone, 1866 

AURELIA 7.6.7.6.D. Samuel S. Wesley, 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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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篇 神眷顾的日子(2.11-12) 

经文﹕彼得前书2.11-12 

诗歌﹕后是膏油先是血(First the Blood, then Anointing Oil) 

属灵的伦理 

 我们上回看过了彼得前书2.9-10论及教会的性质及其使命。现

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大段落﹐由2.11起﹐使徒继续论到基督徒在

世上如何过伦理的生活。前面论及神儿女和神的关系﹐现在则论

及他们和世人的关系。2.11-12是基本的策略﹐2.13-3.12是论及神儿

女和政府﹑主雇﹑配偶的关系。3.13到末了都充满了实际的教训。

你会发现这一卷书尤其讲到了为主受苦的呼召。 

天国的公民 

 一开头﹐使徒就称呼这群「亲爱的弟兄」为客旅﹑寄居的。

这个称呼最早是亚伯拉罕对赫人的自称﹐使徒在一开头时﹐就如

此地称呼过他们了﹐1.1, 17。腓立比书3.20-21说﹐ 

3.20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

天上降临。3.21祂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

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祂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我们的国籍不在地上﹐地上只不过是寄居﹐我们在此不过是客旅

﹐这里没有长存的城﹐这群人乃是「12.10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



彼得前书释经信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 

 110 

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12.13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

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12.16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祂已

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来12.10-16) 

 这点很重要﹐这是我们的本质﹐正是彼得前书2.9所强调的。

这是使徒劝勉我们的出发点。那么他劝勉我们什么呢﹖2.11b的动

词是这两节里唯一的主动词﹕「禁戒」﹐意思是治死我们里面「肉

体的私欲」﹐这是成圣的呼召。彼得前书十分看重成圣的教义。

一开始在1.2就说﹐当我们一信主时﹐我们就「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这一个成圣叫做「了断的成圣」(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是神

在我们一信主时﹐就已经成就在我们新生命里面的﹐乃是成圣的

根基。2.1曾说到同一件事﹐「除去」说明了我们重生的时候﹐圣

灵在我们心中做了一个厉害的工作﹐把我们的旧生命的根一次永

远地拔去了﹐这正是1.18所说主宝血洗净的恩典﹐和1.22a所说真

理的洁净。这也是歌罗西书2.11所说的「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

的割礼。」这个经历是我们身为天国公民的证据。 

 邵金国弟兄十一月23日(2003年)一受洗﹐29日(礼拜六)就在医

院里被断定为急性血癌﹑立刻住院治疗。我周二(12/2)去看他﹐一

走进去﹐他就开始哭了。他说他开刀都不会哭的﹐可是神的爱﹑

教会弟兄姊妹的爱叫他受不了﹐他想到看到就哭。当我听见他得

到血癌病倒时﹐我心中想﹐「主啊﹐这是何等的试炼啊﹐一信主

就面临这一个试验。」我真担心﹐邵家夫妇会不会信仰动摇呢﹖

他会不会心中想﹐「真冤﹐一信神﹐就得癌症﹐神怎么不保守呢

﹖」可是当我看见他的眼泪时﹐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我耳

中所听到的﹐乃是他们夫妇心中的感恩。他说﹕「我原来打算回

上海的。如果回了上海的话﹐死定了。Long Branch义诊大夫诊断

出我的疾病。当大夫为我联络Robert Wood Johnson医院癌症中心时

﹐我们拼命祷告﹐求主开路﹐有半小时之久。神听了我们的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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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我血癌的大夫说﹐你再晚两天来就没命了。」最叫我感动的乃

是邵弟兄的祷告﹐他说﹕「主﹐你若不救我﹐我也甘心回天家﹔

你若救我﹐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我这辈子要好好为你作见证﹑

事奉你。」他们才刚刚信主﹐还没有什么追求﹐但是他们的心中

有一股向着神的心﹐这乃是圣灵在他们一信主之时﹐在他们心中

所打下成圣的根基﹐使他们成为天国的公民。 

灵战的军令 

 圣灵进一步呼召天国的公民说﹐「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或说在这一场圣灵与情欲相争的属灵战争里﹐我们的责任乃是

随从圣灵而行﹐并治死肉体的私欲。这里有一个对立﹕肉体与灵

魂﹐口语化来说就是旧生命与新生命之对立。肉体的核心就是原

罪的败坏﹐或称为罪性﹔而灵魂的核心乃是住在我们心中的圣

灵。因此﹐在我们一信主以后﹐里面就开始了一场今生永不止息

的争战。在这场灵战里﹐我们的经验是﹕ 

7.18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

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7.24我真是苦啊﹐谁

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7.18b, 18a, 24) 

 在这场灵战里最重要的关键是﹕我们的意志向神降服了没

有。怪罪撒但一点用都没有﹐只会败事。把责任交给主也没有用

﹐那是耍赖。在别人身上寻找所谓的破口﹐更是模糊焦点﹐中了

仇敌的诡计。彼得前书2.11说﹐「你们要…。」我们责无旁贷﹐起

来立志顺服神﹐治死肉体的情欲吧。罗马书8.5说﹐「随从圣灵﹑

体贴圣灵的事」﹔8.13说﹐「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加拉太

书5.16, 18说﹐「顺着圣灵而行…被圣灵引导。」－这些经文的主

词都是我们﹗这些都是神儿女内在的争战﹐没有人知道﹐只有你

自己知道﹑神知道﹑撒但知道。在这场内在的争战里﹐得胜的关

键不是我们能不能﹐而是愿不愿。我们不能﹐神帮助﹔我们不愿

﹐连神也无法勉强我们。多少时候﹐神儿女的灵命成长就卡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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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我们不愿进一步随从圣灵﹐治死自己的情欲。 

 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胜利在于﹕祂愿意绝对地顺服神的旨

意﹐祂摆上自己了。同样地﹐治死我们自己内在的败坏﹐无人可

以代劳﹐必得是我们自己动手治死它﹐这是我们在灵战里凯旋唯

一的秘诀。 

 肉体的败坏中最难对付的是苦毒﹐苦毒往往是由自卑感造成

的﹐神的儿女要留心﹐不要被我们自己的肉体欺骗了。你几岁﹖

我今年52岁。对吗﹖不准确。我的肉身是52岁﹔我的新生命是1971

年出生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有32岁﹔不过最可怕的是在我里面

的那一个老我﹐或说老亚当﹐几岁了﹖自人类受造﹑堕落以来有

多少年﹐他就有多少岁﹐说他是老奸巨滑﹐一点也不为过。面对

这个老奸巨滑的肉体﹐不要被他骗了。 

 苦毒是最隐藏的肉体﹐往往在婚姻生活的痛苦中﹐经年累月

产生出来的。苦毒使人以受害者自居﹐使他心中充满了愤怒﹐没

有办法在神的恩典中长进﹐很难有一颗赦免对方的心。不赦免人

是天然﹐赦免人是超然。有苦毒痛苦的人容易信耶稣﹐因为他实

在需要神的爱。但另一面﹐他很难在恩典中长进﹐因为他的苦毒

让他相信神的恩典再大﹐大不过他所受的伤害﹔苦毒也欺骗他﹐

使他以为他从神所得浩大永远的救恩﹐好像抵不过别人加给他的

伤害﹐所以﹐他总是掐住对方的喉咙﹐用仇恨把人紧紧地囚在他

自己的心中深处﹐而不饶恕他﹑便宜了他。殊不知不肯饶恕﹐将

苦毒留在心中﹐是错过了追求圣洁的命令。在惩罚别人的罪过时

﹐自己也将里头的罪性暴露无遗﹐只是他自己看不见﹐眼中只是

别人的罪过﹐只当自己是可怜的受害者。 

 彼得前书3.5的撒拉两度被丈夫出卖﹐她有一百个理由苦毒﹐

但是她拒绝﹐她宁可治死她里头的「不顺服」﹐而顺服自己的丈

夫﹐甚至称亚伯拉罕为主。撒拉才是真的得胜者﹐她得到丈夫的

心﹐过了相当温暖的下半生。夕阳无限好﹐虽然近黄昏。当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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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丈夫为她「哀恸哭号」(创23.2)﹐因为他曾经那样地亏欠

过她﹐后来才真心爱她。撒拉如果死抓着苦毒不放的话﹐就没有

办法进入人生的海阔天空﹐他的丈夫也成不了信心之父﹐双输。

但是她治死了心中的苦毒﹐带来了双赢。有什么不好﹖ 

行为的见证 

 彼得前书2.12b是动词分词子句﹐所以「有端正的品行」乃是

治死肉体的副产品。治死肉体是内在的争战﹐行为的见证则是外

在的果子。基督徒要以没有好行为的见证为耻﹐如果你以为因信

称义﹐就不看重行为的话﹐那你就是全然错了。保罗怎么说呢﹖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加

5.6) 换言之﹐不会产生爱心的信心是没有功效的﹐是死的﹐是膺

品﹗有一句英语很能表明行为的重要﹕ 

We are saved by faith alone, but we are not saved by faith which 

is alone. (我们唯独是凭信心得救的﹐但是我们不是凭着孤零

零的信心得救的。)  

徒有信心而没有果子的这种信心﹐不能救人的。耶稣对法利赛人

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凡不结好果子的

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太3.8, 10﹔参太5.16﹐彼前2.9) 

 这个见证是有目的的﹐2.12的「叫」(i[na)说明了神要祂的儿女

有好行为的目的是什么﹐乃是叫人悔改信主﹑归荣耀神。3.1-2就

是一种例子。神的道有两种型态﹕传讲出来的道和表演出来的道。

当一位不信主的丈夫不愿和妻子去教堂听道时﹐他还有一个机会

可以接触到神的道﹐那就是妻子以属灵的内在美－3.4的「内心隐

藏着的人…柔和安静的心灵」－和品行﹐将神的道表演在他们的

家庭生活中。这种表演出来的道感化(＝赢取)了丈夫的心﹐叫他悔

改信主。 

 2.12的「鉴察的日子」更好译作「眷顾的日子」﹐这是神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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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给人的日子(参路19.44)。彼得前书3.15-16所说以无亏的良心﹐

叫外邦人觉得惭愧还不够﹐乃要进一步使人蒙神眷顾﹑得救﹐才

美。提摩太后书2.24-26说到「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这正是

神的工作﹐眷顾的日子临到了那一位原先抵挡福音的人。神甚愿

眷顾人﹐赐下眷顾的日子﹐但是基督徒有他应尽的本份﹐什么本

份呢﹖「禁戒肉体的私欲」。原来教会追求圣洁有这么大的讲究

﹗我们追求成圣﹐不仅是我们个人圣洁了﹐神还要在我们的社区

﹑地区﹑省份﹑国家﹐赐下眷顾的日子﹐叫多人也蒙恩得救﹐这

是教会复兴(或说奋兴)。 

 天安门事件的一群中国民运份子出走中国后﹐不少来到普林

斯顿(Princeton, NJ)。教会帮助他们认识主﹔在这件事上﹐蔡升全

弟兄夫妇尽了很大的心力。蔡弟兄自己是怎样地得救呢﹖先是他

的妻子郭秀霞(Helen)姊妹信主了﹐三个小孩一一信主了﹐但丈夫

就是不信﹐而且百般阻挠他们的信仰与聚会﹐有次甚至将妻子的

圣经撕掉了。妻子只好祷告﹐并且摆上行为的见证﹐让丈夫看见

妻子信主以后﹐比从前更好﹑更顺从﹐这有什么不好呢。有一个

主日﹐很奇妙的﹐小儿子央求父亲和他们一道去巴城华人教会

(Baltimore, MD)崇拜时﹐他居然去了﹐就在那一个主日他悔改信

主了－那是神赐他的眷顾的日子。但是这个日子是怎么来到的﹖

来之不易﹐乃是从妻子的追求圣洁与行为的见证来的。 

神眷顾日子 

 求主赐下眷顾的日子﹐早早的临到未信的人﹐尤其是那些反

对福音的人。神儿女的责任﹕好行为的见证是钥匙﹐神用它打开

刚硬者的心灵﹐因为当人拒绝听神的话时﹐我们可以将神的话表

演给他们看。但好行为的见证不容易﹐它乃是我们内在灵战的果

子。这两节是以下整段经文(2.11-3.12)的策略。 

 最后﹐我们看一下诗歌「后是膏油先是血」。这首诗虽长﹐

它的信息很简单﹕治死了我们的私欲﹐就满受主的圣灵。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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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更清楚﹐教会的追求圣洁会带来属灵禾田的「金谷丰盈」﹐

这正是这段经文所说的神「眷顾的日子」﹐那就是属灵的大复兴。 

12/7/2003, MCCC 

祷告 

后是膏油先是血(First the Blood, then Anointing Oil. H253) 

1 后是膏油先是血 要得滋润先得洁 

若非经过各各他 必不能到五旬节 

我们若未蒙洗净 能力必不从上倾 

我们若要作见证 必须钉死己生命 

*因此求主藉十字架 治死我的旧性情 

使我愿出重大代价 来满受你的圣灵 
… 

3 先是祭坛后是火 若没丧失就没果 

若非所有先奉献 必定不能登宝座 

我们若真肯牺牲 舍弃万事降服神 

我们必定得能力 因主信托顺从人 
… 

5 当你举目望禾田 金谷丰盈你称羡 

当念果实未生时 就有麦种死在先 

若要生命的子粒 须有死亡的经历 

凡未到过髑髅地 就无圣灵的能力 
6 既是这样求我主 助我忠诚走窄路 

除去雄心和自负 只愿顺服并受苦 

更大能力我不取 更深的死我所需 

但愿加略的意义 完全成功在我躯 

First the Blood, then Anointing Oil. Anonymous 

7.7.7.7.D.ref. Albert B. Simpson, 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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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篇 律法与君王(2.13-17) 

经文﹕彼得前书2.13-17 

诗歌﹕玉漏沙残(The Sands of Time) 

敬虔平安度日 

 今年(200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除了选举总统之外﹐还有六

个州有重要的国会议员改选。到了十一月选举揭晓之后﹐今后四

年的美国政治生态﹐大概就底定了。基督徒要关心政治﹐因为神

如此地呼召我们。提摩太前书2.1-4说﹐ 

2.1我劝你﹐第一要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万人﹑2.2为

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地度

平安稳当的岁月。2.3这在神我们救主面前﹐是美好的﹑可蒙悦

纳的－2.4祂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我们真不知像美国这样善待基督徒的光景﹐还会有多久。在两千

年教会历史上﹐像美国这种的政府和教会关系﹐是绝无仅有的﹐

不是常态﹐可是却是神乐意见到的光景。所以﹐祂要我们为在位

执政掌权的祷告。目的是什么呢﹖很简单﹐教会可以平安度日。

就这样吗﹖不﹐为了自由传福音﹐建立教会。美国在历史上实在

蒙神祝福﹐从殖民地时代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战争﹐在这片

广袤的土地上﹐将近四百年来﹐百姓生生不息﹐加上移民不断﹐

造成了基督教大国。但是以往政教和谐的光景不是凭空从天上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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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的﹐乃是清教徒胼手胝足祷告经营出来的。我们可以从彼得

前书2.13-17寻找清教徒的秘诀。 

基督良心之主 

 彼得前书的这段经文的主题是基督徒要顺服君王(政府)。新约

还有一处讲同样道理的经文是罗马书13.1-7。两位大使徒都异口同

声地说「基督徒要顺服政府」。但是基督徒当知道﹐我们的顺服

绝不是盲目的顺服。彼得曾说过另一句话﹕「4.19听从你们﹐不听

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4.20我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徒4.19-20) 所以﹐在论及基督徒顺从政

府时﹐我们看见另一个更高的真理﹕基督是良心之主﹔基督徒顺

服基督﹐甚于顺服政府。所以﹐基督徒顺服政府不是绝对的﹐而

且也是有条件的。当我们的良心与顺服政府有了冲突时﹐我们就

听从神﹑不听从人。1 

 今天我们先从君王的角度来看「基督徒顺服君王」的道理。

为什么基督徒要顺服君王呢﹖彼得前书2.13强调我们这样做﹐乃

是「为主的缘故」﹐正如2.19所说的﹐「为叫良心对得住神」﹐是

神要我们这么做的。2.16说﹐神要我们做「神的仆人」﹐因此﹐我

们负轭顺服政府。这点十分重要﹐基督徒绝非盲目地顺服政府。

我们之所以顺服政府﹐其原因是为了顺服神﹐是神叫我们做祂的

仆人顺服政府。 

 那么我们要进一步问﹐为什么神要我们这么做呢﹖2.14有一

点蛛丝马迹﹐是为了借着君王或政府来罚恶赏善。这一方面﹐罗

马书13.1-7的那一段讲得更清楚。保罗说﹐「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

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

善﹐就可得他的称赞。」(罗13.3) 这是神授权给君王的原因﹐和彼

                                                 

1 最清楚的教义陈述﹐见西敏士信仰告白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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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讲的一样﹕「罚恶赏善」。神是一位有次序的神(参林前14.33)。

因此﹐神呼召君王成为祂的用人﹑祂的差役﹐并且授权给他﹐他

就不是空空的佩剑﹐乃是有实权的﹐所以﹐百姓要顺服他﹑要惧

怕他。 

君王顺服律法 

 清教徒时代有一位牧师﹑神学家﹑学者叫卢得福 (Samuel 

Rutherford, 1600-1661)。我们常唱的一首诗歌玉漏沙残﹐是Anne R. 

Cousin在1857年﹐根据读卢得福的书信集的灵感﹐而写出来的。从

这一首诗歌﹐你就知道卢得福牧师真是一位敬虔爱主﹑满有灵命

的人。他参预西敏士会议(Westminster Assembly, 1643~1648)﹐在

1644年写了一本书﹐律法与君王(Lex Rex)。共有44个自问自答﹐总

义就是说﹐即使君权神授﹐君王和庶民一样﹐都要顺服神的律

法。1660年查理二世复辟后﹐就传询他﹐这一本书也变为禁书﹐

当众焚毁。正当卢得福要到国会法庭应询﹑以叛国罪受审时﹐他

临终病逝了。过世前他说﹕「我已经得到了一个召令﹐要去一位

更高的法官和法庭前应询。我要去了…那里很少有君王和大人物

去得了的﹔在你没有去之前﹐我已经在那里了。」移民美洲的清

教徒将这本书里的政治思想﹐带到了新大陆。美国的建立和英国

后来的宪政改革﹐可以说都是这本书精神的体现。 

 洛克(John Locke)的契约说倡导权力的来源与平衡(三权分立)

﹐但是卢得福指出权力的规范。后者比前者更重要。时至今日﹐

民主政治的危机不在权力的来源与平衡出了问题﹐而是它严重地

违反了权力的规范﹐神没有法子再祝福这个政体了。卢得福老早

就看出政治危机之所在。 

 君王或政府也和教会一样﹐要顺服神的律法。可惜﹐今日许

多基督徒都还不明白这一点。政府有权﹐中国如此﹐美国﹑苏俄

都一样﹐没有问题﹐我们都承认﹐政府不是空空的佩剑﹐有实权

的﹐而且是神赋予它的。但另一面﹐政府也有它应当遵守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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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权国家﹐这点就难了。毛泽东人虽然很聪明﹐但是当他听说

尼克森总统做不下去了﹐必须提早下台﹐他就不懂了。他当然不

懂﹐因为他无法无天﹐有什么法律是他要顺服的﹖在法治国家﹐

就算是君主立宪的国家如英国﹐君王也要遵守法律。不过﹐卢得

福让我们看见的乃是﹕君王或政府要遵守的乃是神的律法﹗ 

谁来教育君王 

 许多基督徒误会了「政教分离」的意义。「政教分离」乃是

指政府和教会两个地上最大的机构(institutions)﹐在权力上的分离

﹐不是政治和宗教(信仰)的分离。政治和宗教(信仰)怎么分离啊﹖

任何地区的政治乃是该地区文化在政治上的表现﹔而文化又是宗

教信仰的成果。所以﹐政治与宗教(信仰)是不可分的。只有美国那

一些自由派者﹐用「政教分离」的大帽子﹐来逼迫基督教。千万

不要上当。「政教分离」是指政府和教会两者都不利用对方的资

源﹐来发展它自己的工作。但是基督徒绝对可以﹑也应该在政治

上表达他的宗教信仰。 

 我们在上面讲过了﹐就是连君王/政府也要遵守神的律法。问

题是谁来教导他﹐谁来监督他呢﹖乃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责

任﹐我们为他们祷告(如祭司)﹐我们也要教育他们(如先知)。主耶

稣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罗马巡抚审判祂时﹐耶稣是默默

无声的羔羊吗﹖不﹗祂开口讲话教育巡抚。彼拉多问他说﹐「你

是君王吗﹖」主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你说我是王﹐我

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

就听我的话。」(约18.33, 36-37)2 主也告诉审判祂的大祭司们﹐祂

是神的儿子基督。而且主说﹕「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

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太26.64) 基督徒必须要让世上

君王知道﹐基督是主﹐祂的权柄远在他们之上﹐他们要顺服祂和

                                                 

2 主在太27.11则简约回答﹕「你说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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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道德律。将来祂要来审判一切﹐君王们都要向祂交账。这是

为什么今日他们要顺服主和律法的原因。谁来告诉君王/政府﹖当

然是我们。 

 我们不要嘲笑天主教。我们更正教比他们差多了﹐最近美国

天主教有两位主教﹐将他们教区里的国会议员开除会籍﹐因为他

们的政治道德立场和天主教教会立场背道而驰﹐羞辱主名。 

 保罗首度被捕后﹐在巡抚腓力斯的跟前受审。这场官司拖了

很久﹐在凯撒利亚就关了两年﹐这段时间里﹐保罗常被腓力斯叫

去讲道。保罗讲什么呢﹖福音四律﹖使徒行传24.25告诉我们﹐他

对巡抚「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这些信息正是今日每

一国家的政府最需要的教训。谁来告诉他们呢﹖基督徒。林肯总

统一生最受用的经文是﹕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 

 祂向你所要的是甚么呢﹖ 

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6.8) 

 但以理的三友不只为信仰受逼迫﹐而且还要教育君王﹕在君

王头上还有一位天上的大君王﹐是君王也要顺服的。他们靠神的

恩典做到了﹐连尼布甲尼撒王承认了﹐「他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但3.28) 但以理在巴比伦和波斯的宫中待了长达六十年左右﹐

有一个目的是为了教育君王﹕唯有他所信的天上的神﹐才是真神

﹐外邦君王都要敬畏﹐且要遵行神的律法。但以理书4.25, 27说﹐ 

4.25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

谁。…4.27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

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 

君王要遵行神的律法﹐这是但以理的职责所在﹐也是今日你我在

地上的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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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利莎白女王时代(1558~1603)﹐格林斗(Edmund Grindal, 

1519~1583)于1575年升任了Canterbury大主教。1576年十二月初﹐

女王要他压抑国内各地方兴未艾的清教徒讲道运动﹐但他反对。

他对女王说﹕ 

我不得已以我所有的谦卑﹐坦白地相陈﹐我不能以我无亏的

良心﹐在不得罪神的尊严的情况下﹐同意压抑妳所说的运动

﹔…我恳求妳﹐女王啊﹐假如我选择宁可得罪妳这位地上的

君王﹐而不得罪那位在天上的君王﹐再容忍我一点吧。3 

女王十分震怒﹐但也不敢撤去他的大主教的职位﹐只好将他软禁

﹐直到七年后他过世为止。格林斗大主教为主﹑为教会做了一个

十分美好的见证﹐这比他的事奉本身更为重要。他告诉女王或说

教育女王﹐她贵为君王﹐但是还有一位比她更伟大的﹐是她要向

祂负责任的。当顺从人与顺从神冲突时﹐格林斗选择了顺从神。 

政府教会双翼 

 清教徒还有一项重要的政治贡献﹐在英美两国落实了三权分

立的民主政治。以赛亚书33.22是十分重要的一节﹕ 

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

我们的王﹐祂必拯救我们。 

圣经把政权分为司法﹑立法与行政三权。由于人有了罪﹐权力一

定使人败坏﹐而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败坏。所以﹐权力一定要

彼此互相制衡。但是谁来教育我们的法官﹑总统/州长﹑议员呢﹖

乃是教会。 

 最后﹐我要讲一位伟大的见证人﹐以巴弗(1926~2002)弟兄﹐

我们在十字架的影片上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见证。4 他的外祖父是反

                                                 

3 Patrick Collinson, Elizabethan Puritan Movement. (Oxford, 1967.) 195-196. 

4 此见证详见生命季刊﹐总25期(2003年三月): 31-45。以下页数指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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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义和团事变的清朝大臣袁昶。当八国联军已经攻入大沽口时﹐

袁昶力劝慈禧查办肇事者﹐以平八国之怒。1900年七月四日﹐袁

昶被端亲王载漪斩于北京菜市口。在他未遇难之前﹐早知道朝廷

的决心﹐就私下警告外国宣教士团体等﹐要他们快快逃走﹔因此

﹐他救了不少外国人。他一遇难以后﹐家人就匆匆南下到上海淞

江落户。他的女儿袁季兰(1889~1967)当时才一岁。美以美会宣教

士知道了他们的身份以后﹐就十分感恩﹐特意栽培袁家的女儿。

神的怜悯也临到了袁家﹐袁季兰信主了﹐而且很爱主。她结婚后

生有六个儿女﹐老么名叫吴维僔﹐母亲给他取了小名叫以巴弗﹐

是希望他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参西4.12)。没想到这话成了预言﹐吴

弟兄真成了一个终身坐监祷告的人。 

 他是上海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1946~1949)。可是神呼召他成

为一个类似格林斗(Grindal)那样的人﹐为主作见证﹐并教育掌权

者。他的见证﹕5 1949年写反对社会发展史(33页)﹐1957年发表反

马克思主义(35页)﹐1964/7/30终于被捕入狱了﹐到1987/5/28才在

银川被迫出狱﹐2002/12/21死于该地。对于各种审讯﹑逼供﹑打骂

等﹐他的态度是四不﹕不回答﹑不交待﹑不认罪﹑不悔改。三个

见证﹕(1)坚持吃饭向天父谢恩(37-38页)﹔(2)拒绝念毛语录﹑拒绝

说毛主席万岁﹐但他为毛主席祷告﹐求神保守他身体健康﹐因为

这是神所命令的﹐也表明了神才是至高者(38-39页)﹔(3)拒绝不明

不白出狱(40-42页)－为教育政府要认识真神﹐敬畏祂﹐施行公义

﹐要遵守神的律法。这是神给他的特殊使命(42页)。 

 神在地上只设立了两个祂授权的机构﹐一个是教会﹐另一个

是政府﹐都是为了执行神的律法﹐权限不同﹐途径不一样。谁来

教育政府遵行以执行律法呢﹖基督徒与教会﹐这是我们的责任。

                                                 

5 中国的以巴弗－吴维僔见证及文集。这一小段的页码是指本书者。此书可以

上网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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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重洗派的严格的信仰与政治分离思想﹐是一种信仰的怠

惰﹑责任的规避。但愿我们今日走的是主耶稣走的﹐保罗走的﹐

但以理走的﹐还有历史上许多基督徒见证人走的路。 

1/18/2004, MCCC 

祷告 

玉漏沙残(The Sands of Time) 

1 玉漏沙残时将尽 天国即将破晓 

所慕晨曦即降临 甘甜加上奇妙 

虽经黑暗四围绕 晨光今已四照 

荣耀荣耀今充满 以马内利之境 
2 哦基督你是泉源 源深甘爱充满 

既浅尝此泉于地 定必畅饮于天 

那里主爱直扩展 犹如海洋涌溢 

荣耀荣耀今充满 以马内利之境 
3 祂以怜悯和审判 织成我的年代 

我的忧伤的泪斑 也带爱的光彩 

领我手段何巧妙 祂计划何纯正 

荣耀荣耀今充满 以马内利之境 
4 哦我是属我良人 我良人也属我 

祂带我这卑贱身 进入祂的快乐 

那时我无他靠山 只靠救主功劳 

前来荣耀所充满 以马内利之境 
5 新妇不看她衣裳 只看所爱新郎 

我也不看我荣耀 只是瞻仰我王 

不见祂赐的冠冕 只看祂手创伤 

羔羊荣耀今充满 以马内利之境 

The Sands of Time. Ann R. Cousin, 1857 

RUTHERFORD 7.6.7.6.7.6.7.5. Chrétien Urhan,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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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原诗有十九节﹐全译文见诗人与诗歌第二集。见证出版社﹐

1987。59-61页。诗人将卢得福一生的故事写入诗歌内。 

附﹕有关卢得福(Samuel Rurtherford)的书目 

John Coffey, Politics, Religion and the British Revolutions: the Mind 

of Samuel Rutherford. Cambridge Univ. Press, 1997. 

Marcus L. Loane, Makers of Puritan History. 1961; reprint by Baker, 1980. 本书介

绍了Rutherford﹐57-103页。 

Samuel Rutherford, Fourteen Communion Sermons. Print by Andrew Bonar, 1876; 

reprint by James A. Dickson, 1986. 

________. Letters of Samuel Rutherford. 1664; reprint by Moddy, 1980. 

________. Letters of Samuel Rutherford (Short). BOT, 1973. 

________. Lex Rex. 1644; reprint by Sprinkle Pub., 1982. 

________. Trial &Triumph Faith. ODOM ?,1990?. 

________. Quaint Sermons of Samuel Rutherford. SDG, 1885,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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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篇 顺服君王(2.13-15) 

经文﹕彼得前书2.13-15﹐徒4.19, 5.29 

诗歌﹕我所经过道路(The Path that I have Trod.) 

顺服是命令 

 这一段经文我们已经看过一次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君

王也要顺服神的律法﹐而且教会扮演教育政府要顺服神的律法的

角色。下一次会从我们身为自由人来看﹐我们是心被恩感而作神

的仆人。这一次﹐我们看神的儿女在世上要顺服君王或政府。为

什么要顺服﹐并怎样地顺服呢﹖正是本段经文的主题。2.13-17的

主动词只有一个﹐即2.13的「要顺服」(~Upota,ghte)﹐1 2.12说我们

要有好行为的见证﹐接着由2.13到3.12一大段﹐就讲到神儿女的

见证﹐彼得提到了我们与政府﹑与主雇﹑与配偶三方面的关系。

在这大段中最主要的命令就是「要顺服」(2.13, 18, 3.1, 5)﹐同一命

令出现了四次。 

                                                 

1 ~Upota,ghte是祈使语气﹑被动语态。它出现的38次在BDAG的分析里﹐大多作

被动使用﹕“subject oneself, be subjected or subordinated, obey.” 在2.13这里﹐J. 

Ramsey Michaels注释说「彼得认为他所言及的顺服﹐是一项抉择﹐不属必然的

范畴。」Michaels, 1 Peter. WBC. (Word, 1988.) 123-124. 译文都用主动的意味翻

译﹐但它有意志降服的意思在内。天使和人类都是有意志的受造物﹐因此﹐顺

服是他们行使意志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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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13一开始时﹐使徒就点出了神所赐的首要命令。2.16-17

两节是一个句子－「2.16你们这些自由人…2.17务要尊敬众人﹑亲爱

弟兄团﹑敬畏神﹑尊敬君王。」－16节是主词﹐17节为述部﹐重

复13节的教训。关于顺服政府的教训﹐2.13b-14举了两个顺服的对

象﹕君王及官员。2.15则说明为何要顺服他们。罗马书13.1-7也讲

如何顺服君王。 

为何要顺服﹖ 

 为什么顺服君王(政府)这么重要呢﹖有许多层的原因﹕ 

基本原因 

 因为我们的身份变了﹐身为神所释放的自由人﹐我们的良心

甘心乐意地顺服神的要求。保罗也说﹐顺服政府是出于基督徒的

良心(罗13.5﹐参彼前2.13, 18)。这种清洁的良心是基督徒得着属属

灵自由的特征。 

 2.15说明了神要我们顺服政府的原因﹐超过罗马书13.1-2所说

的。罗马书13.1-2怎么说呢﹖ 

13.1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

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13.2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

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 

所以﹐为何要顺服政府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确认政府的权柄出于

神﹐就这么简单。 

二虎比喻 

 神的儿女在顺服政府的事上﹐都知道这种顺服不是绝对的。

彼得在使徒行传5.29曾说过﹕「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他在使徒行传4.19也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

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如此说来﹐神的儿女是否就可以根

据这样的经文﹐从事公民不顺服(civil disobedience)之时﹐采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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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的手段﹖譬如说﹐在二战时的德国﹐有一位极其有名的反纳粹

的良心囚犯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他在1933年开

始公开勇敢地为主的教会作见证﹐反对纳粹。可是他在1943年被

盖世太保的逮捕﹐主要是因为他涉身在谋杀希特勒的反对运动之

中。在1945/4/9盟军即将释放Flossenberg之前﹐他被处决了。2 

 当以巴弗(吴维僔)弟兄受苦的时候﹐有一次领会神对他说「大

老虎与小老虎」的比喻。神说﹕「我就是大虎﹐政权是小虎。当

小虎不违背大虎时﹐你就大虎小虎都顺服。当小虎的要求与大虎

的要求相矛盾时﹐你就顺服大虎﹐而不顺服小虎了。」3 

 当逼迫基督徒的政权与圣经的权柄不合的时候﹐譬如﹕1973

年以后的美国最法院判决堕胎是合法的﹐明显与神的律法是不合

的﹐那么﹐神的儿女该如何面对这种局面呢﹖当然不能顺服。但

是不可以暗杀给人堕胎的医生﹐也不可用炸弹爆破施行堕胎的诊

所﹑医院。我们切莫误会以巴弗老人的话。所谓不顺服小虎的意

思是不因顺服小虎而违悖了神的话语﹑命令。可是﹐基督徒仍旧

臣服在政府的权柄之下﹐心中顺服神授予政府的权柄﹐但行动上

不能顺从政府错误的要求。 

                                                 

2 潘霍华是1927年(21岁)取得柏林大学的神学博士学位﹐旋即到纽约协和神学

院做研究。关于他的生平﹐可参G. Leibholz, 潘霍华牧师传。见追随基督。(道

声﹐1989。) 1-26。New Dictionary of Theology, (IVP, 1988.) 107-108. 潘氏和宋

尚节(1901-44)在该神学院的时间失之交臂﹐否则他们在校园﹑在图书馆还能碰

面呢﹗宋在协和的时间是1926年九月到1927年二月17日﹐之后被关入精神病院

193天。参刘翼凌﹐宋尚节传。(证道出版社﹐1962。) 49-67。他们两位对当时

的新派神学都反感﹔不过﹐潘霍华在其后倒向了巴特的新正统派神学﹐并成为

其重要的思想家。 

3 刘万新﹐「与吴维僔老弟兄相处的日子」。生命季刊﹐总25期(2003年三月):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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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受冤屈 

 如果我们把潘霍华的行径放在彼得前书2.15和2.18b-19的光中

来看的话﹐他的顺服不够。如果光看2.13-14﹐我们还可以辩论说

﹐神授权给君王或政府﹐是因为祂要叫政府「罚恶赏善」。如果

政府不罚恶赏善的话﹐那么它就不再是神所授权的政府了﹐所以

﹐我们没有必要去顺服它。可是彼得前书对于顺服的要求很高﹐

在2.13-14之后﹐又加上了2.18b的话﹐这句话可说是最重的了﹕

「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不错﹐你

可以辩说那一节是指着主仆之间的关系说的。可是这种思想弥漫

在整卷书里﹐2.18b的话不但适用在主仆之间﹐也适用在神的儿女

与政府之间﹐以及夫妻之间。 

 彼得在使徒行传4.19, 5.29的话是对的﹐当「当小虎的要求与

大虎的要求相矛盾时﹐你就顺服大虎﹐而不顺服小虎了。」可是

在这个时候﹐神的儿女不顺从政府的错误﹐却仍要顺服在政府权

柄的管治之下。彼得前书2.19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

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这是消极地忍受﹑顺服。 

行善旨意 

 但是这还不够﹐彼得前书2.15却说﹕「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

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2.15所说的「行善」是积

极的﹐这是神的旨意。当神的儿女在逆境时﹐在政府错误﹐其想

法﹑做法与神的话违反之时﹐我们不顺服小老虎的说法﹐消极方

面﹐忍受它﹔积极方面﹐我们仍旧按着神的律法行善﹐做神的律

法以为对的事。这是神的旨意﹗在这种高压之下不反抗政府﹐可

是同时实行神的律法所看为好﹑看为对的事。 

 什么叫做行善呢﹖尊重生命﹑不堕胎﹐不闭口﹑继续传福音

﹐反对贪污﹐反对同性恋﹐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确定只有异

性婚姻才是合法婚姻等等﹐都是行善。善行的标准在于十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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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十诫的﹐就是善行。 

 这样的行善有怎样的果效呢﹖它乃是针对恶人的良心的﹕ 

一﹐叫诬赖你们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3.16) 

二﹐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2.15) 

三﹐叫毁谤你们是作恶者在神眷顾的日子归荣耀给神(2.12) 

这是神为什么要我们顺服政府的最终原因。彼得写这一卷书信的

时候﹐大约是主后60几年﹐即暴君尼禄在位期间(54~68年)。在这

种最恶劣的政治气候之下﹐他是指着教会所忍受第一次的大逼迫

而写的。4 

怎么样顺服﹖ 

 罗马书13.7提及很多﹕「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

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

﹐恭敬他。」纳粮上税在今日说﹐即缴税。所以﹐基督徒逃税是

不对的﹐即使政府成了万万税的政府﹐我们可以反对﹐还是得交

税﹑不逃税。「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所讲的﹐十分广泛﹐

包括当兵﹐这对许多基督徒的良心是很为难的。 

 保罗还讲了另一种内在的顺服﹐即「惧怕…恭敬」政府。保

罗自己有这种经验﹕保罗末次去耶路撒冷时被捕﹐大祭司吩咐人

打他。保罗就对大祭司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

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

边的人就对保罗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就立即说﹕

「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他引出22.28b对自己说﹕「不

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徒23.2-5) 潘霍华能用这种态度对希特勒

                                                 

4 John Foxe采取Eusebius的说法﹐认为十次大逼迫的第一次是在主后64年由暴

君尼禄开始的。John Foxe, Foxe’s Book of Martyrs. (1554-1583.) 中译﹕血证士。

(见证书室﹐198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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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很难。但我相信保罗所写的罗马书13.1-7这段经文﹐正是他对

罗马皇帝尼禄的心态。 

 上面提过的行善﹐也是一种顺服政府的方法。可是基督徒行

善的标准是以神的标准为标准﹐不是以政府的标准为标准。美国

政府以堕胎为合法﹐难道基督徒要用这种杀婴的行为去顺服政府

吗﹖绝不。在反对基督教信仰的国家里﹐是否我们就停止传扬福

音了﹖绝不。「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提后4.2a) 

 带领不信主的丈夫或妻子信主﹐其秘诀就在行善﹐用彼得前

书3.1的话来说﹐就是在家中把神的话用你的生活表演出来﹐这是

最精采﹑最有威力的传福音﹐其结果是把配偶感化过来。彼得呼

吁罗马帝国境内所有的基督徒注意﹐大逼迫已经来了﹐怎么办﹖

神的儿女有什么办法改变整个大局﹐打赢这一场属灵的战争﹖祷

告﹑上书﹑上网路签署反对同性恋的婚姻…这些都需要﹐都有用

﹐可是最关键的是我们有否行善。如果我们剑及履及﹐就会有上

述的神迹果效发生。 

顺服而受苦 

 神的儿女从来未要不顺服政府﹐只是当政府的要求与圣经违

反时﹐神的儿女因为良心顺服神﹐继续行神所定规的善﹐有时就

要受苦了。彼得前书正是写给为主受苦的神的儿女们。2.15说神的

旨意是叫我们行善﹐上面也提到行善的三个果效﹕第一﹐叫诬赖

者自觉羞愧﹔第二﹐堵住无知人的口﹔第三﹐甚至叫毁谤者蒙神

眷顾﹐归荣耀给神。但是这个过程常是叫我们为主受苦。 

 自殖民地时代以来﹐四百年之久﹐美国为什么一直有传扬福

音的兴旺呢﹖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乃是因着清教徒先贤

们的忠心爱主﹑为主受苦而产生出来的。清教徒受了多少年的苦

呢﹖算短一点﹐从伊利沙白上台到宗教宽容法案(1558~1689)﹐扣

除清教徒革命岁月(1643~1660)﹐共约114年。受苦产生荣耀﹐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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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产生福音花﹐是属灵的铁律。彼得前书4.14对受苦的个人而言﹐

「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

住在你们身上。」彼得前书2.12则是对受苦的社区而言﹐神要赐下

祂眷顾人的日子。这就是福音的复兴。 

如云见证人 

 十二使徒是道地的门徒－殉道者﹐除了约翰以外﹐全殉道了

﹐参见约翰福音15.20﹐「你们要记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

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 

安得烈的见证 

 我提一下使徒安得烈死前的见证﹐面对钉十字架﹐他说﹕

「哦﹐十字架﹐我多么欢迎你﹑渴慕寻求你﹗我甘心乐意并羡慕

来到你面前。因为我是祂的学生﹐祂曾被挂在你上面﹐因为我永

远爱你﹐所以切慕来拥抱你。」5 

司薇亚的见证 

 1921年有两对瑞典的宣教士夫妇﹐弗洛德(David与Svea Flood

夫妇 )和爱力克 (Ericksons)两家﹐到非洲心脏一带的一个村落

(N’dolera)传福音。酋长拒绝他们的福音﹐甚至不让他们进入村落

﹐他们只好在附近的山坡上搭了茅屋住下来。他们为属灵的突破

一再地祷告﹐可是没有任何的进展。他们所能接触的只有一个人

﹐就是每两个礼拜给他们送鸡蛋的小男孩。弗洛德的妻子决定﹐

虽然如此﹐她还是要向这唯一的小男孩传福音。她真地领他归了

主。 

 后来疟疾侵袭那个地区﹐爱力克夫妇就回到宣教中心站。只

有弗洛德夫妇仍旧留下来。不久﹐司薇亚(Svea)怀孕了﹐生下一个

                                                 

5 John Foxe, 血证士。5-6。 



彼得前书释经信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 

 134 

女孩﹐取名叫Aina﹔可是十七天以后﹐她就去世了。David埋葬了

自己的妻子﹐回到了宣教站﹐把孩子交给了爱力克家﹐自己就离

开宣教﹑离开主﹐回瑞典了﹐因为他觉得神拿去了他的一切﹐摧

毁了他的一生。 

 八个月以后﹐爱力克夫妇在几天之内相继过世﹐这个小婴孩

就由美国宣教士领养了﹐她的养父母把她改名叫Aggie。她后来被

带到美国﹐在South Dakota长大﹐读了圣经学校﹐并嫁给了Dewey 

Hurst为妻。Hurst后来做了西雅图一处基督教学院的院长。 

 有一天有一份瑞典文的杂志寄到Aggie家﹐上面的一张照片有

一个白色的十字架﹐其上有一行字Svea Flood﹗Aggie十分惊讶﹐

这不正是她的生母的名字吗﹗原来这篇见证是述说Svea Flood的

苦难带来了N’dolera的福音突破与复兴。关键就在那一个唯一她所

带领归主的小男孩身上。小男孩长大了以后﹐说服了酋长信主﹐

并且盖了一座学校。他逐一地带领所有的学生信主﹐学生再影响

家长信主﹐结果村子里有六百位基督徒﹗ 

 透过宣教组织﹐Aggie找到了她瑞典的生父David Flood。David

仍旧在离弃神的苦毒中。Aggie告诉她的父亲﹕「你去非洲没有徒

然﹐母亲的死也没有徒然。你们所带归主的那一个小男孩﹐赢得

了整个村落归主。你们所种下去的一粒种籽﹐一直在茁壮长大﹐

现在有六百多位非洲人因为你们而事奉主。…」老David终于悔改

回到主面前了。6 Svea顺服酋长到最后还是带来酋长的顺服基督﹗ 

蒋贻庆的见证 

 蒋贻庆弟兄(1918~1973)是浙江宁海一带虾峙岛的人﹐是个铜

匠﹐30岁时信主﹐第二年更将自己奉献给主﹐愿意为主而活。7 

                                                 

6 Jim Cymbala, “Unforseen Fruit,” in his The Promise of God’s Power: Fresh En-

counters with the Living God. (Zodervan, 2002.) 50-57. 

7 乳香冈﹕蒋贻庆弟兄(1918~1973)的血泪见证。(中国大陆圣徒见证事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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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肃反时﹐他在桃花岛被捕。判刑三年﹐一位亲戚出卖他﹐

使他多判了两年﹐他都默默不言﹐为主被囚﹐也是喜乐﹐被押赴

内蒙古(10-12)。在内蒙古受到同狱犯人的欺负…。劳改营选他作

管伙食者﹐作了太美好的见证(15)。他暗中仍然传福音(16)。神迹

﹕站在冰河中推冰一天﹐因有暖暖的江流(16-17)。做了七级板金

工。没停止传福音﹐有好行为作见证。1959年(中共建国十年)得蒙

特赦﹐害他的人却死了。 

 1960年全家迁到内蒙古﹐仍建立教会。1968年又被斗争﹐但

蒙保守﹐不用向毛主席喊万寿无疆(27-28)。1970春天回到老家

(34)。1972/9/28被判十年﹐打得不成人样(43-44)。1973/9/15在狱中

被人陷害而死。他的小组长陈先生说﹐他死的时候好像天使的面

貌(49)。 

 有太多的见证说明彼得前书2.13-15的话是对的﹐是神的旨意

﹑美意。受苦带来荣耀﹐殉道引进复兴﹐这是教会史的铁律。古

罗马教会与过去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以来的中国教会所走的﹐正是

彼得前书2.13-15的老路﹐感谢主﹐他们走通了。提摩太前书2.1-4

的话则更高超了﹐以祷告创建一个敬畏神的政府。这不正是民主

政治的原意吗﹖ 

3/14/2004, MCCC 

祷告 

我所经过道路(The Path that I have Trod. H378) 

1 我所经过道路 虽然满布痛苦 却是引我更近天父 

虽非我愿选择 但若行走己路 我将丧失天乐无穷 

*非我愿作何事 非我愿去何地 

我是何人竟敢选择己路 

                                                                                                                   

2003。) 以下行文中的数字为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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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为我拣选 这是好得无比 去留只愿遵主命令 
2 若只为得冠冕 使我去负十架 十架就失该有价值 

既为主所颁赐 我就背负无惧 负架原因只为我主 
3 唯我顺服神旨 主爱必然充溢 一路既由祂手引领 

主将我心高举 远超所居之世 顺服立见完全得胜 

The Path that I have Trod. C. Austine Miles (1868~1946) 

SUBMISSION 6.6.8.D.ref. R. R. Forman,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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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篇 甘心作神的仆人(2.16-17) 

经文﹕彼得前书2.16-17 

诗歌﹕事奉主耶稣真快乐(There Is Joy In Serving Jesus) 

我们是自由人 

 2.12说我们要有好行为的见证﹐接着由2.13到3.12一大段﹐就

讲到神儿女的见证﹐彼得提到了我们与政府(2.13-17)﹑与主雇

(2.18-21a)﹑与配偶(3.1-7)三方面的关系。在这一大段中最主要的命

令就是「要顺服」(2.13, 18, 3.1, 5)。第一段2.13-17的主动词只有一

个﹐乃是2.13的「要顺服」(~Upota,ghte)﹐点出了神所赐的首要命令。

但是这段经文先告诉我们﹐顺服的秘诀在于我们乃是自由人﹗我

们是自由地做了神的仆人(奴隶)。 

因自由而顺服 

 2.15是一句括弧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读2.16-17﹐这两节

是一个句子﹐2.16整节是它的主词﹐说明这群神的儿女的新光景。

因此﹐这段经文这样领会﹐就一目了然了﹕ 

2.13你们要顺服一切人(或人的一切制度)…。 
2.16你们这些自由人…2.17务要尊敬众人﹑亲爱弟兄团﹑敬畏神

﹑尊敬君王。 

希腊文的人称代名词的主词通常是包含在动词里面。「你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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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呢﹖乃是自由人﹗2.16仔细地描述这群自由人。神乃是命令这群

自由人顺服。顺服什么呢﹖顺服一切人(或人的一切制度)。我们从

2.17节里就看到它包括了众人﹑弟兄团(教会)﹐以及君王﹔而

2.13-3.12里所有的人－君王﹑政府﹑主人﹑丈夫－都在这个范畴

之内。在以弗所书﹑歌罗西书里﹐再加上父母。 

 2.16点出了神儿女过顺服生活的秘诀﹕我们是自由人。世俗的

顺服是先强迫我们作奴隶﹐然后要我们顺服。神不是这样﹐祂先

释放我们﹐让我们心被恩感﹐甘心乐意做祂自由的仆人。 

自由人的突破 

 「自由」大概是近代最叫人着迷的一个字眼﹑一种实行。我

出生在二战后﹐但是听起长一辈的人提到1945/9/3日本无条件投

降的那一天﹐其眉宇之间兴奋的神采仍旧没有磨灭﹐那是他们永

远不能忘怀的一天－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天﹐也是得着自由的那

一天。1989/11/9那天﹐东德的老百姓群聚在柏林围墙的旁边﹐合

力地将那道象征捆绑与死亡的围墙﹐一块一块地拆了。从1961年

夏天起﹐有28年之久﹐不知道有多少人一心想争取自由﹐却死在

围墙之下。1941/1/6那天﹐小罗斯福总统曾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年度

演讲﹐直到今天这篇演讲都还在影响美国和世界﹐因为它提到了

人类的「四项自由」(Four Freedoms)﹕言论的自由﹑崇拜的自由﹑

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1 请问这些是真自由么﹖ 

 美国南北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要解放黑奴﹐黑奴从此真自由了

没有﹖自由了﹐他不再是一个奴隶了﹔可是他们还是没有脱离人

内在罪恶的权势。柏林围墙倒了已经有13年多了﹐这并不代表东

德人都得到心灵的真自由。从小罗斯福总统提出四项自由到今天

                                                 

1 Source: Congressional Record, 77th Congress, 1st Session, pp. 44-47. “The 

Four Freedoms,”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edia 2000. 这四项即言论自由﹑宗教

自由﹑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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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63年了﹐美国的道德江河日下﹐真自由了么﹖ 

 那么彼得前书2.16这里所提到的﹐又是什么自由呢﹖我们既

得救以后﹐就是自由人﹐向罪恶的权势自由﹑向以往捆绑我们的

撒但自由﹑向世界的诱惑自由﹐我们真是一个自由人﹔因此﹐我

们向自己良心的控告自由﹑向永远的审判自由。我们之所以得着

的自由﹐乃是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加5.1) 

耶稣曾大胆地宣告说﹐「8.34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8.36天

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8.34, 36) 小罗斯

福总统所提的自由﹐大概涵盖了所有心灵之外的自由了﹔可是那

些统统都不是自由的根基﹐也不能改变人性。真自由是从心灵出

发的﹐必须有心灵的改变才算数。这种心灵的真自由﹐使人脱离

罪恶的权势﹑改变人类罪恶的性情﹐正是彼得前书2.16所说的自

由。 

 新约圣经非常注重这个道理﹐一再强调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

们所争取的自由。祂为我们作了什么呢﹖第一﹐当然是祂的宝血

洗净了我们的罪﹐彼得前书1.2﹐罗3.25。不只是如此﹐祂还把我

们的旧人与祂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也就是说﹐当耶稣钉十字架时

﹐不但祂自己钉死了﹐而且凡在基督里蒙恩的人﹐也都与祂一同

钉死了﹐使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权势﹐于是我们就向罪而死﹑向罪

自由了。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蒙恩之人所做最伟大的贡献﹗ 

 主耶稣曾医治过十个长大痳疯的病人﹐结果只有一个回来感

谢主﹐并归荣耀给神。主对那人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你的信

救了你﹗」(路17.11-19) 不错﹐十个人的身体都得到医治了﹐但是

只有这个回头感谢主的人得到最珍贵的恩典﹐即耶稣赐给人类属

灵的自由﹐脱离罪恶的自由﹐得着永生的自由﹗有一位弟兄得救

了﹐他作见证﹐说他信主以后有一个奇妙的改变﹐以前他开车上

班最气的就是别人超他的车。若有人超他的车﹐他一定会报复。

可是信主以后﹐奇怪﹐不气了﹐别人要超就超﹐他一点都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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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他发现他改变了。上班开车变成一件喜乐的事﹗他是自由

人。一位姊妹信主了以后﹐和父母亲的关系就改变了。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都已经是大人了﹑定型了﹐还会改变吗﹖会。信了

耶稣﹐人就改变成为自由人﹐向人里头的罪根性自由。在耶稣的

时代﹐最会贪污钱财的莫过于税吏﹐撒该是税吏﹐他也贪过不少

钱﹐骗人不少钱。可是他一信主以后﹐就改变了。他对主说﹕「主

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路

19.8) 撒该向罪自由了﹐人性改变了。 

 这种向罪自由的人正是彼得在此所提及的自由人。 

自由人的危机 

 但是另一方面﹐这一种新自由很容易被神的百姓误解。帖撒

罗尼迦教会就有这种人﹐一信主了﹐就不好好工作﹐专管闲事﹐

却吃别人的饭﹐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听说﹐主快再来了﹐要等候主

来﹐以后再也不要工作了。于是他们用自由遮盖他们的闲懒(帖后

3.6-12)。 

 1525年的德国农民革命﹐是宗教改革的耻痛。没有宗教改革

﹐大概不会有农民革命。宗教改革给德意志百姓带来新的自由﹐

是以前从来没有的。当德国南部的农民面对着剥削﹑欺压他们的

地主与贵族时﹐闵泽(Thomas Müntzer)一煽动﹐就演变为暴动革

命﹐一发不可收拾。2 马丁．路德在1520年十月写成了他的大作﹐

献给当时开除他的教皇﹕论基督徒的自由。他开宗明义就说﹐ 

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 

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受任何人的管辖。3 

可惜﹐德国南部的农民不听他的教训﹐以致血流漂杵。 

                                                 

2 James Kittelson, Luther, the Reformer. (Augusburg, 1986.) 189-192. 

3 路德选集。(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57。) 1:349-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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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保罗时代的罗马教会还有一种「废弛道德律」者﹐他们说

﹐既然在基督里得着的自由与行为无关﹐那么﹐我们就放纵自己

吧﹐反正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祂总会赦免我们的罪。他们甚至

说﹐我们若多犯罪﹐没关系﹐正好让主的恩典更显多(参罗6.1)。这

种情形正是彼得在这里所警告的﹐「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

「恶毒」(kaki,aj)翻得可能太重了些﹐这个字在某些场合可以翻成

「邪恶」。 

自由人的出路 

 使徒勉励我们这一群自由人﹐要做「神的仆人」(彼前2.17)。

神的仆人是一个尊荣的称呼﹐我们往往用来称呼传道人的。但是

诸位注意﹐在这里﹐使徒说所有神的百姓都可以做神的仆人﹐也

都应该做神的仆人﹐只要我们顺服神的旨意而生活就是。这是自

由人的出路﹐甚至说是唯一的出路。 

 我们的神雄心万丈﹐祂要臣服全世界。祂怎样臣服世上的人

呢﹖乃是借着顺服﹗祂的儿子到世上来时﹐借着顺服得胜到底。

「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

成为义了。」(罗5.19) 这个一人先指的是亚当﹐后指的是基督。不

过﹐更叫我们惊讶的是基督的顺服乃是学来的﹗希伯来书5.8-9说

﹐「5.8祂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5.9祂既得以完

全﹐就为凡顺从祂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主也同样地要求

我们学习顺从。 

 在罗马书第六章里﹐我们看见一件事﹕一个真正向罪自由的

人﹐他会将自己献给神。我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

奴仆。」(罗6.18) 他不再作罪的奴仆了﹐但是甘心乐意地作神的奴

仆﹐因为他实在经历到基督为他死﹑为他活的救赎大爱。于是他

将自己献给神﹐终身愿做神的仆人。这一点正是我们在彼得前书

2.16所看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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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金国弟兄得到自由了没有呢﹖他在2003年11月23日那天受

洗的。受洗完第四天去看病﹐被医生断定为急性败血症。第一次

化疗后﹐休息了三周。回头做第二波化疗时﹐医生发现癌细胞又

回来了﹐非常凶猛。于是医生给他用了最重的剂量﹑也是最后一

次的化疗。上周一我去看他﹐这是他化疗厉害反应后首度精神恢

复过来。我要说﹐我们的弟兄真是个自由人﹗他的身体并不自由

﹐医生所能做的都已经做完了。邵弟兄说﹐剩下的﹐唯有仰望神

的怜悯了。他病中向神认罪悔改﹐觉得他生这病是该的﹐因为他

一生做的错事该得到这样的惩罚。但主的宝血洗净了他的罪﹐他

灵里反而向罪完全自由了。他经历到主的赦罪大爱后的第一个反

应﹐就是把自己献给神﹐或生或死愿为神而活。神若救他﹐他为

神而活﹔若不救他﹐他已经得到永生了﹐到主那里﹐也是好得无

比。 

自由人真顺服 

 只有自由人的顺服﹐才是真顺服。神没有办法创造一个生来

就选择祂﹑顺服祂的人。神只能按祂自己的形像创造人﹐赋予他

自由意志。当人堕落了﹐神只能救赎他﹐使他成为一个自由人﹐

向罪自由。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顺服祂﹐按祂的旨意而活。

顺服(~Upota,ghte)这个字是过去时式﹑祈使语气﹐乃彼得的爱好﹐

共用了22次﹐(现在式只用了六次)。在此使徒所强调的乃是我们顺

服的决心﹐虽然顺服也是持续不断的行为。4 

 1.13的「顺服」在1.17里用了四个动词表现出来。顺服的源头

是敬畏神。我们常说要顺服神﹐可是我们在生活上的实情是﹕「亲

                                                 

4 Edward Gordon Selwyn, The First Epistle of St. Peter. 2nd ed. (1947, reprint by 

Baker, 1981.) 171. ùpota,ssw在本卷里共用了六次﹕除本节外﹐另见2.18, 3.1, 5 

(ùpotasso,menoi, ptc. pass. pres.), 3.22 (ptc. aor. pass), 5.5 (ùpota,ghte, imp. aor. 

pass)。都属被动语态﹗但是在意思上却是主动的﹕我们自己要去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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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弟兄团﹑尊敬众人﹑尊敬君王。」1.13说顺服一切人﹐涵盖很广。

爱我们所爱的﹑爱那些爱我们的﹐不叫顺服﹐那是人之常情﹐谁

都可以做得到﹐耶稣说﹐那是外邦人的爱﹐就是罪人也会的﹐没

有什么好说的(太5.44-48)。然而爱那不可爱的﹑爱那不爱你的﹐这

就需要主的命令﹐我们如此去爱﹐就是顺服了。 

 彼得和保罗不一样。两人都教训神的百姓要顺服在上掌权者

﹐保罗的说法是因为君王是神的用人﹐神授权给他了﹐我们顺服

他们﹐是因为我们要顺服神的权柄。彼得的说法则是因为我们是

自由人﹐神释放我们﹐使我们得以自由。因此﹐我们甘心乐意地

做了神的仆人﹐去顺服一切人(的制度)。保罗强调的是你看见了神

的权柄没有﹖彼得强调的是你看见了基督释放你﹐使你自由没有

﹖ 

 我们在彼得前书这里看见了神赐给我们一个特权﹑一个尊贵

的地位﹕作神的仆人﹗不只做自由人﹐而且做神的仆人﹐去顺服

一切人﹐包括君王﹑政府官员议员﹑老板﹑丈夫﹑父母等等﹗我

们在顺服中行善﹐即实行合符神律法上的事。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重回庚子年﹐是中国教会史专家魏外扬

教授写的。十分感人。庚子年(1900)或称义和团事变是近代中国的

一场浩劫﹐清朝自毁的最后一根稻草。可是真正受难最深的﹐乃

是西洋宣教士和中国教会(拳匪管他们叫大毛子和二毛子)。殉道的

更正教宣教士共有153人﹐另有小孩35人﹐共计188人。5 其中死在

山西和内蒙古的最多﹐计有159人。其主要原因是慈禧所宠信的毓

贤先在山东巡抚任内﹐挑起了义和团民变﹐又在1900年四月调到

山西省任巡抚﹐于是山西省就劫数难逃。六月27日那天﹐拳匪焚

毁太原的教会医院。七月六日官方以保护外侨为名﹐把宣教士都

                                                 

5 天主教方殉难的外籍神职人员有53位。但殉难最多的是本国人﹐天主教徒有

18,000人﹐更正教徒有5000人。参见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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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离巡抚官署不远的矿路局内暂住。就在七月九日那天﹐毓贤

亲自率领官兵行刑﹐先杀男仕﹐再杀妇女﹐最后杀孩童﹐惨绝人

寰。6 这是一群神的仆人﹐我这样说﹐不是因为他们是宣教士﹑传

道人﹐而是因为他们正是彼得前书2.16所提到的神的仆人。山西实

在是中国的殉道者之乡。 

 最叫我们感念的是这些殉道者的遗言。Miss Rowena Bird说﹕

「如果你们再也见不到我﹐请记住我并不后悔到中国来。」George 

B. Farthing说﹕「如果神旨意如此(指殉道)﹐我甚至可以讙然赴

死。」Mrs. C. W. Price说﹕「我们留下见证﹐让那些怀疑﹑拒绝的

人知道﹐神的恩典是够用的。」7 Mrs. Atwater说﹕「我不后悔到

中国来﹐我只是遗憾做得太少。」8 

 殉道的固然是受苦到了极点﹐那些逃难的﹐也是九死一生。

在山西长治地区宣教的盖落洼(Archibald E. Glover, 1861~1954﹐

活了近94岁﹗) 在事变之后﹐将他们一行的逃难记录写成了一本

书﹐神迹千里(A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路上的苦难简报﹐参

见重回庚子年一书(39-40, 134页)。更奇怪的是那些逃生的宣教士

在事变之后﹐又陆续地回到原来的地区宣教(48页一例)。他们不是

彼得前书2.17最佳写照的话﹐会是谁呢﹖长治地区的潞城教会墙

上纪念碑用了一句经文﹐约翰福音15.13﹐「人为朋友舍命﹐人的

                                                 

6 魏外扬﹐重回庚子年。(宇宙光﹐2001。) 10, 12。这方面最权威翔实的巨作﹐

是黄锡培编着的回首百年殉道血－1900年义和团事件殉道宣教士的生命故事。

(CCM/OMF, 2009.) xvi+790页。215cm x255 cm大页面。本书是黄弟兄呕心沥血

之作﹐他造访OMF总部(Littleton, Colorado)﹐将1900年前后多年的前内地会正

式季报影印一套﹐带回家中研究写作﹐堪称使用原初史料。之后﹐又作舍命的

爱－中国内地会宣教士小传(中信﹐2006)﹔昔我往矣－内地会赴温州宣教士行

传(CCM/OMF, 2014)。 

7 魏外扬﹐重回庚子年。21。 

8 同上书﹐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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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37页) 

 最后﹐我要提一位出名的宣教士﹐李爱锐(Eric Liddel, 1902~ 

1945)﹐他是1981年奥斯卡最佳电影Chariot of Fire的主角人物原

型。1924年奥运会四百公尺金牌的得主。他为了守主日而放弃非

他莫属的一百公尺金牌。不但如此﹐他也放弃了在英国看好的运

动前程﹐而在1925年(23岁)来华担任宣教士。电影只拍到1924年﹐

来华后的生平就鲜为人知。 

 他到中国以后﹐在天津一所教会中学教书﹐并常下乡传福

音。1941/12/7珍珠港事变爆发后﹐在华的英美宣教士就被送进了

集中营﹐其中最大的在山东潍县﹐有1,800人之多。Eric在1943年三

月也被关在这里。他在集中营里热心服事老人﹑病人和青少年。

1945年二月脑瘤过世﹐43岁﹐在华服事了20年﹐其中坐监两年。

死的时候﹐妻子和三个小孩远在英国﹐而老三出生了还没有见过

父亲呢﹗你说﹐他是不是彼得前书2.16的自由人~神的仆人呢﹖9 

 诸位﹐你若真是信主而得着主的宝血的洗净的﹐与主同钉十

字架的人﹐你就是自由人。自由人只有一条出路﹐做神的仆人。

不要忘了﹐自由人还有一个危机﹕「借着自由遮盖恶毒。」(2.16) 恶

毒可能对诸位太重了﹐但是我们很可能常在世俗的捆绑之下﹐不

爱主﹐软弱退后﹐不愿意为主摆上。除了信仰﹐我们的观念与世

人无异。除了上教会﹐我们平日与世人无异。解药只有一帖﹕做

神的仆人﹐跟随主的脚踪行。 

2/15/2004, MCCC 

                                                 

9 维基百科(中英版)里有丰富的资料。又参见Ellen Cauphey, Olypian and Mis-

sionary. (Barbour, 2000.) 中译﹕因着爱中国－奥运金牌传奇人物埃里克.利迪

尔。(北京﹕知识出版社﹐2008。) 应当用「李爱锐」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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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事奉主耶稣真快乐(There Is Joy In Serving Jesus. H639) 

1 事奉主耶稣真快乐 当我旅程中往前 

使我心中每时每刻 涌出赞美向祂献 

*快乐快乐 事奉主真快乐 不断在我心涌溢 

当我支取祂能力 时刻遵行祂旨意 

快乐快乐 快乐永远不稍离 
2 事奉主耶稣真快乐 能胜一切的苦痛 

我魂充满天上乐歌 我口应和同歌颂 
3 事奉主耶稣真快乐 虽然只有主同行 

因祂为我受苦负轭 使我今高歌欢吟 
4 事奉主耶稣真快乐 虽四围黑暗重重 

奇妙秘诀我已获得 我今行走光明中 

There Is Joy In Serving Jesus. Oswald J. Smith, 1931 

8.7.8.7.ref. Bentley D. Ackley, 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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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篇 顺服美德的奥秘威力(2.18-21a) 

经文﹕彼前2.18-21a 
2.18你们作仆人的﹐要存十分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

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2.19因为倘若人为叫良

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2.20因为你

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甚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

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2.21a你们蒙召原是

为此。 

诗歌﹕耶稣就是我的世界(Jesus Is All the World to Me.) 

主仆间的顺服(2.18) 

 我们在前面分析过﹐本卷书2.13~3.12讲述神的儿女伦理的生

活﹕与政府(2.13-17)﹑与主雇(2.18-21a)﹑1 与配偶(3.1-7)的关系

﹐这大段都涵盖在「要顺服」(~Upota,ghte)的命令之下(2.13, 18, 3.1, 

5)。但是2.16点明顺服的出发点在于我们是自由人﹗我们乃是自由

地做了神的仆人。 

 「顺服」的动词在三小段里都有出现﹐但只有在2.13才是主要

                                                 

1 Alexander N. MacLeod (毛克礼)﹐彼得前书释义。(证道﹐1951。) 184-185。关

于奴隶阶级在罗马帝活跃之情形﹐作者提供了颇翔实的描述。他们在帝国中占

有一半的人口﹐而且服务于各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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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其他的两次(2.18, 3.1)以及3.5者﹐都是连带的动词分词。换

言之﹐顺服主人与顺服丈夫之动词分词仍然与2.13的「命令」有关

﹐它们分享了前者的祈使语气。2 因此2.18也是命令。加尔文认为

﹐「命令仆人顺服他们的主人﹐妻子们顺服她们的丈夫﹐都构成

了顺服政府的一部份。」3 

 「仆人」(οἰκέτης 2.18)一字在此用的是「家仆」一字﹐而非

前面所用的「奴仆/奴隶」(δοῦλος 2.16)一字。有的学者以为这两

个字在新约和LXX里的用法﹐「没有什么查觉得出来的差异。」4 然

而加尔文在这里却说﹐「我们可以领会到它意味着他们是自由人

﹑又是家仆﹐虽然其差别非常些微。」5 

奴隶制度解决(2.18) 

 这一段的信息对社会结构的影响﹐终必十分巨大。新约当时

的社会是有奴隶制度存在的﹐我们会十分惊讶地认为彼得似乎对

此人间罪恶万分的制度视而不见﹗难道圣灵没有启示吗﹖6 腓利

                                                 

2 J. Ramsey Michaels认为分词的功能犹如主动词的祈使语气, 见Michaels, 1 

Peter. WBC. (Word, 1988.) 137-138. Karen H. Jobes, 1 Peter. Baker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T. (Baker, 2005.) 200-201, note on 2.18: 作者提出了深度的

讨论﹐说明分词乃祈使性的渊源。她认为彼前2.18, 3.1, 7ab, 9ab的六个分词﹐都

是祈使性的。 

3 John Calvin, Calvin’s NT Commentaries. The First Epistle of St. Peter. 1551. (ET: 

Eerdmans, 1963.) 12:273. 

4 Michaels, 1 Peter. 138. 作者举出西3.22﹐弗6.5等类比经文用的是δοῦλος一

字。 

5 John Calvin, Calvin’s NT Commentaries. The First Epistle of St. Peter. 12:274. 

Edward Gordon Selwyn, The First Epistle of St. Peter. 2nd ed. (1946, 1947; Reprint 

by Baker, 1981.) 作者认为改用此字显示此奴仆在其主人家庭中生活﹐福祉会有

不同。 

6 极其著名的古代基督教会史学家J. N. D. Kelly便持否定的看法。现代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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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书的存在至少洗刷了神不眷顾这一大群社会底层之人－奴隶－

的污名。神眷顾﹐该卷书让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是以怎样的爱心﹐

解决这一个社会问题。 

 那么﹐阿尼西母的得着自由是否只是一个个案﹐而就整个社

会制度﹐神并没有答案﹖有﹐答案就在彼得前书2.18-21a这一段

经文里﹔我们可以说﹐腓利门书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实例。那么彼

得在这里说什么大道理呢﹖他说﹐「你们作家仆的﹐要用十分敬

畏的心(ἐν παντὶ φόβῳ)顺服主人。」(2.18a吕振中译本) 和合本独

树一格﹐把ἐν παντὶ这个字串译为「在凡事上/凡事」的意思﹔不

过﹐所有的英译本都选择将该字串用来修饰「敬畏」一字。不但

要敬畏﹐而且要十分地敬畏。7 

 顺服善良温和的主人(2.18b)﹐不难﹔但要家仆去顺服乖僻的

主人﹐可就难了。阿尼西母为什么从主人腓利门的家中逃出来了

呢﹖有一个可能﹐就是腓利门这个人对人﹑尤其对仆人﹐大概颇

苛刻的﹐奴仆受不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出埃及记21.1-6那里﹐有个奇怪的奴仆﹐他居然对审判官说

﹐「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21.5) 这

人是希伯来人﹐他们做奴仆只能最多做到安息年﹐即最多七年。

当安息年来到时﹐所有以色列人中本族做奴仆的人﹐统统都要释

放得自由。可是偏偏就有奴仆明白表示﹐他宁愿做仆人﹐不要离

                                                                                                                   

读到新约广泛提及奴隶制度﹐却「从未质疑﹑批判..或对主人命令其奴隶与惩罚

他们的权力﹐或到悲哀。」与新约同时代的斯多噶学派都还谆谆教诲人类天然

的平等﹐保罗却在劝奴隶归主后﹐「仍要守住这身份」(林前7.21)﹗奴隶制度本

身就是错误的﹐「新约作者们似乎没有抓住这一点…。」见Kelly, A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of Peter and Jude. (1969; Reprint by Baker, 1981.) 115. 毛克礼也说

﹐彼得并不讨论奴隶制度的伦理问题﹐新约也都不讨论。见MacLeod (毛克礼)

﹐彼得前书释义。185。 

7 Michaels, 1 Peter.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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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主人家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要「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

就永远服事主人。」(21.6) 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主人太爱这仆

人﹐使那仆人感动到要一辈子服事主人﹐做爱的奴仆。 

 假如主人是「善良温和」的﹐仆人顺服起来就没有困难。这

些仆人肯定不会像阿尼西母那样﹐冒着生命的危险逃走﹔他们肯

定会像上述的那位仆人一样说﹐「我爱我的主人…不愿意自由出

去。」这种情形使人间差不多像伊甸园了﹗ 

 但是人间的实情肯定是像2.18c所叙述的﹕主人是乖僻的﹔于

是「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就难了。「乖僻的」(σκολιός x4)

一字的原意是弯曲的(路3.5)﹐引伸为道德上的弯曲﹑扭曲﹑狂妄

﹑无耻﹑不诚实等。英译本译之为不讲理﹑不公义﹑冷酷无情等。

和合本的译法也很好。碰到这样的主人﹐彼得说﹐「得救的家仆

虽在基督里是自由人了﹐但是你们仍是要以十分敬畏主人的心去

顺服他。」 

 如果没有宗教改革﹐德国西南部的那些可怜的佃农会起来诉

求改革吗﹖大概不会。宗改的浪潮拍打到那些地区前﹐从来没有

自由概念与盼望的农人﹐大概就是按着祖辈的传统﹐继续务农缴

粮熬日子。但是因信称义的福音释放了他们﹐于是他们很自然地

会思想﹐为什么我们还要过这种不公不义的佃农日子呢﹖加上偏

激的极端份子闵次尔(Thomas Müntzer, 1489~1525)之挑拨离间﹑

推波助澜﹐整个农民动乱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最后诸侯出兵平乱

﹐导致血流成河。 

两种伦理对比(2.19-20) 

 为什么神要仆人们顺服主人呢﹖2.19-20是解释其原委﹐两节

开头时都有「因为」(γὰρ)一词来引导全节。 

伊甸园外伦理 

 彼得在解说这个属灵原则时﹐他明显地以主在路加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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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34的话为背景的﹕ 

6.32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甚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

也爱那爱他们的人。6.33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甚么

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6.34你们若借给人﹐指望

从他收回﹐有甚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

数收回。 

登山宝训的话与之类似(太5.46-47)﹕ 

5.46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甚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

是这样行吗﹖5.47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么长处呢

﹖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这种事情是没有救恩的罪人﹐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都会做的﹐

这是伊甸园外之世界的伦理﹐这样的伦理改变不了罪恶的世界﹐

人人只能靠着被罪恶玷污的良心来过生活。活在这样的社会中﹐

你就别指望你的主人天天会对你善良温和。当彼得用「乖僻的」

一字来描述主人时﹐其实他不过反映那个世代﹐是怎样的世代。

这个字眼在新约里是用来形容「弯曲的」世代的(徒2.40﹐腓2.15)

﹐你指望你的主人是出于污泥而不染吗﹖世代弯曲如此﹐人会乖

僻是常态﹐人会善良温和反而是异类。 

阿尼西母个案 

 我们不知道主人腓利门是什么时候归主的﹐是在阿尼西母逃

出前﹑还是逃出后呢﹖这个主人在没有归主前对仆人刻薄﹐是有

可能﹐因为整个世代就是这样地弯曲﹐不把奴隶当成人﹐对他严

苛一些﹐他的良心可能没有什么感觉。那么如果是在腓利门归主

后﹐家中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也不用太惊讶﹐因为这位腓利门虽

然人才得救﹐但是他之为主人则尚未「得救」﹐他必须让救恩拯

救他成为一个新的社会人﹔这样﹐他就知道该怎样对待他的家仆

阿尼西母了。保罗寄给他的书信软硬兼施﹐该说的话﹐没有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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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意思昭然若揭﹕你放他自由吧﹗保罗希望腓利门收到

信以后﹐要用「高过奴仆」的规格接纳阿尼西母(门16)。 

 换言之﹐保罗的意思很简单﹐要解决这个不公义的社会问题

﹐要用属灵的方法来解决。人不改变﹐永远别期望桃花源会出现

在人间。保罗和彼得都提出了一种新伦理﹐与世俗者成为对比。

在世俗的伦理中﹐你不要奢想借着你以为的爱心﹐可以从神那里

得到什么「酬谢」﹑「赏赐」或「长处」﹔唯有用这种新伦理﹐

就是「以十分的敬畏顺服主人」﹐才期望从神那里获得。8 

耶罗波安个案 

 大卫是怎样解决扫罗王对待他不公不义的迫害呢﹖革命﹑战

争吗﹖这是人间屡见不爽的﹐请问用刀兵斗争的方式解决问题了

吗﹖所罗门王对待老百姓不公不义﹐他终于死了﹐没想到他的儿

子比父亲更为苛刻﹐到一个地步﹐内乱外侮都爆发了。耶罗波安

看起来像公义之师﹐替老百姓讨公道﹐但他解决了「主仆不公」

的社会问题没有﹖表面上好像解决了﹐百姓都来立耶罗波安为王

(王上12.20)﹐连先知都对罗波安说﹐「不可上去…争战…因为这事

出于我。」(12.24) 

 然而耶罗波安只是一介政客﹐利用政治矛盾攫取政权﹐他的

本性可能比他所革命的罗波安更为败坏恶劣﹔事实上也是如此。

以色列北国从他开始﹐把整个十个支派带向拜偶像的毁灭里去。

耶罗波安这个人是个恶人﹐不要对他有什么期望﹔他若革命﹐只

可能带来一个更暴虐的政权。保罗和彼得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有一共同的看法﹐就是人必须改变﹐人要重生﹑称义﹑成圣﹔甘

心乐意顺服神的律法而行﹐这是惟一的解药。 

                                                 

8 Michaels, 1 Peter. 135, 139. 路6.32-34提出的三个修辞性的问题﹐其答案是否

定的。彼得在此利用其思维提出了两重假设句﹐是正面使用的﹐肯定神会喜爱

(χάρις)家仆的爱心忍耐的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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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服惟一解药﹗(2.18) 

 「顺服」在神学里太重要了。罗马书5.12-21启示我们﹕伊甸

园悲剧的症结无他﹐就是始祖悖逆了神的旨意(罗5.19﹐参创2.17, 

3.6)﹐以至于整个人性都扭曲了﹑堕落了﹔十字架的救恩枢纽无

他﹐就是基督绝对顺从了神的旨意﹐以至于整个在基督里的人性

都更新了﹑重生了。顺服不仅是属灵的美德﹐也是社会的美德﹐

这是彼得在这里所启示我们的道理。 

 大卫怎样对待扫罗王呢﹖他是「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

冤屈的苦楚... 因行善受苦﹐能忍耐」(彼前2.19-20)﹐这正是记载

在撒母耳记上18.6-31.6的大卫逃亡记。他真能忍﹐忍人之所不能

忍。在他的逃亡过程中最危险的两次是神刻意创造机会﹐让大卫

可以顺手不费吹灰之力﹐就可结束扫罗的性命﹐但他没有。 

良心对得住神(2.19a) 

 为什么﹖他的良心向着神不容他自己做那样的事。「为叫良

心对得住神」(διὰ συνείδησιν θεοῦ 彼前2.19)是社会伦理上最重

要的原则﹐这是属神的伦理的出发点﹐一点不可打折扣的。和合

本翻译得很到位﹐所有格的神在此为受词的意义。9 介词((διὰ)由

于下接直接受格﹐它的意思是「因为」。因此这个词串更佳应当

译为﹕「因为良心要对得住神」。 

大卫良人个案 

 准此伦理原则﹐大卫克制了可以杀掉扫罗王﹑结束生死危机

的试探﹐他说﹐ 

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

                                                 

9 διὰ συνείδησιν θεοῦ与ἐν παντὶ φόβῳ (18)﹐是呼应的。那么﹐神自然当成

受词性所有格看待。(敬畏的对象虽是主人﹐但神才是终极对象。) Michaels, 1 

Peter. 140,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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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撒上24.6﹐参24.10)。 

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26.9﹐

参26.11, 23) 

这是解释彼得前书2.19的「因为良心要对得住神」之原则﹐最佳的

实例。 

基督良心之主(2.18) 

 那么为什么要用更新的良心原则来处理主仆问题呢﹖2.18所

说的「十分的敬畏」﹐基本上是面对神而产生的﹔因为这位仆人

用良心面对神﹐于是他就用那样份量的敬畏去对待主人。 

超越拿巴挑衅 

 大卫在逃亡期间的灵命实在很优美。当他听到拿八那样羞辱

他时﹐当然会气不过﹐于是兴师问罪﹐然而这时亚比该的一席话

﹐拦住了怒气冲冲的大卫和那班亡命之徒。她的劝言里有一句话

很重要﹕ 

25.28bc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争战﹔

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甚么过来。…25.30到了耶和华照

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与你﹐立你作以色列的王﹐25.31那时我主

必不至因着流无辜人的血﹑亲手报仇﹐而心里不安﹐觉得良

心有亏。 

这是良心原则﹕「2.19倘着人因为良心要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

苦楚﹐这是可喜爱的。…2.20b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

神看是可喜爱的。」 

约瑟得胜个案 

 这也是约瑟为人的原则。试探来了﹐他为何能胜过试探呢﹖

只有一个原因﹕「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创39.9) 整个第

39章有23节﹐约瑟只讲了一句话(39.8-9)﹐其他时候是静默的﹐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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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他为奴仆的身份﹐但他与神同在﹐他的良心也是活在神面前。 

顺服带来进帐(2.19-20) 

 人为什么要凭被赎的良心来行事为人呢﹖因为这是「可喜爱

的」(χάρις 彼前2.19-20)﹐这个字出现两次﹐而且第二次出现时加

了一个片语「在神看」(παρὰ θεῷ)﹐来形容这个「可喜爱的」。

其良心是被主的宝血洗净的良心﹐被赎买回来之人的良心﹐更新

的良心﹐是与神同在同行的良心﹐是神看见的良心﹐也是人看得

见神的良心。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位仆人的敬畏主人不是「眼前

事奉」(西3.22)﹐而是「听从…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弗6.5) 

 彼得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顺服主人﹐在神那里是有「进帐」

的(χάρις 彼前2.19, 20)﹗10 在路加福音6.32-34那里的世俗之爱﹐

是没有酬谢的﹔那种的作法是得不到从神那里来的赏赐或长处的

(太5.46-47)。可是这种以十分敬畏主人之心顺服主人﹐进而产生的

服事﹑可以忍受主人对他不公责骂的待遇﹐这种情形就完全不同

了﹕该仆人会得到神的赏赐﹐神会介入解决主仆之间尖锐的关

系。 

个案增为制度 

 大卫生平经历过两次﹐他容忍拿八和扫罗﹐是神看来是可喜

爱的﹐于是神介入了他的危机。神一介入﹐拿八就死了﹐扫罗也

死了﹐但他们的死都不是大卫亲手做的﹐而是神做的。大卫他克

制了自己的血气﹐以良心顺服神﹐最终他得到了神的恩赐。这样

的结局似乎验证了加尔文的注释意见﹕「当上级者滥用他的权能

时﹐他以后要向神交待﹐然而现今他并没有丧失他的权力。」11 

                                                 

10 χάρις的意思是在神看来有益处(grace)﹐在神那里给予信誉(credit with God)

﹗见 Michaels, 1 Peter. 139, 135. 

11 Calvin’s NT Commentaries. The First Epistle of St. Peter. 12: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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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身为君王﹐一旦掌权﹐他会不会用公权力来改变社会制

度﹐使奴仆获得更多法律的保障呢﹖想必会的。 

 约瑟不也是这样吗﹖在约瑟掌权的七个荒年﹐整个社会的结

构想必有天翻地覆的改变﹐就是人都变穷了﹐需要政府接济(创

41.54-57)。富人也变成了靠政府赒济的对象﹐约瑟就容易制定更佳

的社会福利政策﹐来帮助穷人。原来的奴隶制度肯定改变到某种

程度﹐使奴隶受到尊重。 

 在这样的伦理行为中﹐人改变了。大卫改变了﹐约瑟改变了。

当然神也指望扫罗王改变﹐拿八改变﹐虽然他们都错过了神给他

们的机会。其实神也希望每一个乖僻的主人都能改变。或许那位

拥有奴隶的腓利门﹐原来没悔改归主前是另一个样﹐所以奴隶受

不了逃跑了。可是戏剧化的是主借着保罗先后带领两方人都归主

了﹐所以才有新约里腓利门书的这一段佳话。 

 人类首先废除奴隶制度的是英国﹐继而是美国﹐两者都受到

基督教伦理理想之影响。当伦理变为社会的文化时﹐制度就一定

要变更以配合新文化。这是彼得在前书2.18-20所揭橥的伦理密码

﹕仆人当以十分的敬畏顺服主人。 

改变美国的书 

 Harriet Beecher Stowe在1852年出版的小说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帮助美国内战打下了根基。」(Will Kaufman, 2006) 

传说在1862年﹐林肯总统会见了Stowe女士﹐说出了这句话﹕「所

以启动这一场伟大战争的人﹐就是这位瘦小的女仕。」这本书出

版后﹐在美国掀起了巨大的影响﹐第一年销售了30万本﹐在英国

销到150万本。 

 说这本书引发了内战﹐有点不公平﹐因为书中的主角汤姆叔

叔不过是个十分温和的黑奴﹐他的形象完全吻合了彼得所说的那

位十分敬畏主人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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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lby欠了Haley一笔巨款﹐赔不起﹐就用家中的奴隶来抵债

﹐其中包括了汤姆和小Harry。Haley是唯利是图的人﹐对待奴隶并

不人道。小Harry的母亲Eliza决定带上他逃亡﹔她和汤姆商量﹐但

为后者拒绝。汤姆在Shelby家中长大﹐信了主﹐培养了他的良好的

基督徒品格－温和﹑善良﹑忍耐﹑忠心等－虽然他只是一个奴

隶。此刻他决定该忠于主人﹐为他们家牺牲自己﹐被卖到对奴隶

不人道的南方去﹐也在所不惜。汤姆把这未知的一切都交托给神。 

 汤姆忍痛与主人﹑和自家的妻小诀别﹐他想这一生再也看不

到他们了﹐他只能默想天家的喜乐作为安慰。安下心来﹐他迎战

苦难的未来﹐一路上他都戴上沉重的脚镣手铐。 

 在卖往New Orleans的船上﹐他认识了St. Clare一家。在一个意

外时﹐他及时奋不顾身拯救了St. Clare的女儿Eva﹐因此St. Clare

报恩将汤姆买过来﹐要他专门照顾小Eva。这是汤姆最快乐的一段

时光。Eva身体不好﹐身体逐渐衰微﹐但力劝父亲释放汤姆﹐还他

自由。父亲答应了﹐可惜在Eva死后﹐父亲意外被人刺死。他的妻

子Marie将全家的奴隶都卖到市场去。 

 收买者是Simon Legree﹐一个全无人性的人﹐用彼得前书2.18

的「乖僻」来形容他﹐是再恰当也不过了。汤姆最痛苦的事是主

人要他忠心地管理其他的黑奴﹐包括虐待﹑鞭打他们﹐他拒绝

了。换来的是主人的毒打。想起基督十架的爱﹐他忍受下来了。 

 Legree的嘲讽没有尽时﹐不断地攻击他的信仰﹐要他烧掉圣

经。渐渐的﹐那些毒话真说进了他的心中﹐使他开始怀疑主真的

爱他吗﹖主为什么都不来拯救他呢﹖有一晚﹐他在梦里彷佛看见

一个人头戴荆棘冠冕﹐额上有血滴下来﹐但祂的表情毫无痛苦﹐

且伸出手来温柔地抚摸汤姆的头。他醒过来﹐知道主来安慰他了

﹐于是信心坚振恢复了。 

 Legree家中另两个白种女奴受不了主人的耻辱﹐准备要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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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汤姆帮助她们。但他劝她们不可杀人﹐神自会报应他的。 

 这两个女奴逃出去了﹐常装神弄鬼地来吓Legree。主人就把一

切的气都发泄在汤姆身上﹐毒打他。汤姆久经折磨﹐再也撑不住

了﹐虽然原主人Shelby父子赶来赎他﹐但太晚了﹐汤姆与他们永

别。George Shelby在汤姆的坟墓前立志﹐要释放他家中所有的奴

隶。他真的这样做了﹐为要纪念汤姆的佳德懿行。12 

 彼得前书2.21a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13 你蒙召了吗﹖

神不只呼召汤姆叔叔﹐也呼召每一个人如此行﹐神在积蓄祂对祂

的百姓的喜爱﹐到一个地步﹐祂要亲自出来改变原有的社会不公

不义。神所要的伦理是人类心灵转变后﹑所产生的新伦理﹐这是

人间伊甸园的重现。 

2022/1/8, Suwanee, GA 

祷告 

耶稣就是我的世界 

(Jesus Is All the World to Me. H428) 

1 耶稣就是我的世界 生命喜乐一切 

祂是能力时时提挈 离祂我就倾跌 

当我忧愁我来就祂 无人如此乐于接纳 

使我心乐消我心忧 祂是我友 
2 耶稣就是我的世界 百般试炼之助 

处处照顾 事事体贴 一再向我赐福 

祂赐水流又赐日光 祂赐丰收金谷兴旺 

日光水流金谷丰收 祂是我友 

                                                 

12 吴玉音编着﹐文学名著缩写。(道声﹐1972。) 「黑奴魂」﹐45-52。 

13 MacLeod (毛克礼), 彼得前书释义。184。宣教士毛克礼认为新约论及主仆之

间的教训﹐「有许多可以应用在二十世纪雇主与佣工间的彼此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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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稣就是我的世界 对祂我必效忠 

我怎能够将祂弃绝 当祂施恩重重 

随祂行走必不会错 有祂引领昼夜无辍 

随祂行走夜以继昼 祂是我友 
4 耶稣就是我的世界 更好朋友无需 

现今联结将来联结 直到永久不渝 

美丽生命有此朋友 美丽生命直到永久 

永久生命快乐永久 祂是我友 

Jesus Is All the World to Me. Will L. Thompson, 1904 

ELIZABETH (He’s My Friend) Irregular. Will L. Thompson. 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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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篇 跟随主的脚踪行(2.21b-25) 

经文﹕彼得前书2.21b-25 (交错式A-B-B’-A’排列) 

2.21b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2.21c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祂的脚踪行。 
 2.22祂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2.23祂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

主。 
2.24祂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

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祂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2.25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

了。 

诗歌﹕感恩的泪(迦南诗选303首) 

蒙召原是为此 

 这一段经文是为给2.18-20作一个勉励。2.13-17是勉励神的儿

女要顺服政府﹐2.18-20则是类似的勉励奴仆要顺服主人﹐在罗马

帝国时代﹐有奴隶制度。奴隶信主以后﹐成为神尊贵的儿女﹐身

份变了﹐是否就意味着他和主人的关系不一样了﹖不﹐保罗在哥

林多前书7.20-24的话可以代表使徒们的教训。做奴隶是一件很不

容易的事﹐要怎样作一个基督徒奴隶呢﹖彼得用了主耶稣自己的

榜样来勉励他们。今日虽然没有奴隶了﹐但是我们在社会中生活



彼得前书释经信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 

 162 

﹐仍旧有许多类似的主仆关系﹐要我们顺服在我们以上的拥有权

柄者。 

 2.21a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我们蒙召信耶稣﹐从我们

的角度来看﹐我们以为那是为叫我们得永生﹐没错。彼得前书四

次提及神的呼召我们﹐乃是为着成圣(1.15)﹑宣扬主的美德(2.9)﹑

表现顺服(2.21)﹑以祝福报辱骂(3.9)﹑进入荣耀(5.10)。1.21b紧接

着以基督的顺服为榜样﹐来勉励我们。一开头有一个连接词「因

为」(o[ti)﹐说明2.21b-25这一段的话﹐都是为着1.21a我们的蒙召要

进入各样的顺服说的。 

呈现两幅图画 

 1.21b-25这一段呈现着交错式的排列﹕1.21b (「…基督也为你

们受过苦」)呼应着1.24-25的话﹔而1.21c (「给你们留下榜样﹐叫

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则呼应着1.22-23的话。换言之﹐基督的受

苦有两方面的意义﹕ 

第一﹑祂完成了救赎﹐使我们得到永生(1.21b, 24-25)。 

第二﹑祂留下世上生活的榜样﹐使人可以跟随祂的脚踪行

(1.21c, 22-23)。 

然而1.21b-c原来就是一个句子﹐所以﹐以上的两方面又是息息相

关。亦即﹐主的受苦叫我们得到神的救赎恩典﹐是根基﹔但是主

没有要我们停在这里﹐因为我们一得救以后﹐是要在世上跟随主

﹐将主的美德表现出来的﹐即便是身为奴隶也罢﹐我们也能﹑也

要﹑也应宣扬主的美德。 

 要人顺服是很过份的﹗可是主的如此要求我们是一点也不过

份﹐因为祂先为我们受苦﹐祂那样地为我们舍命﹐叫我们得永生

﹐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我们的跟随主是一点也不勉强的﹐因为

主爱我们﹐正像诗歌感恩的泪中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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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书图画 

 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时﹐我们不难发现使徒用以赛亚书53章

的话﹐来勾勒那一位受苦之羔羊的图画。耶稣到底是谁呢﹖祂只

是一位历史上的人物吗﹖祂活在两千年前﹐祂出生了﹑祂死亡了

﹑就算祂复活了﹐祂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翻开以赛亚书

53.2, 3和52.14准确地描绘了耶稣的画像。1 

 假如我们生活在耶稣在世的年岁﹐而且当祂受难时﹐我们正

好在耶路撒冷﹐亲眼看见有一个形容憔悴枯槁的人﹐浑身鞭伤流

血﹐背着祂背不动的十字架﹐走在哀伤道上﹐一路上血迹斑斑。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赛53.4b) 祂好不容

易走完哀伤道﹐到了城外的髑髅地﹐祂真正的苦难才开始。1.21b

十分简洁地说﹕「基督…受过苦」﹔但注意﹕祂乃是为我们受苦。

主为我们受苦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2.24应该如此地翻译

更能叫我们读出原文的意思﹕「祂自己以祂的身体﹑在十字架上

﹐担当了我们的罪…。」 

 十字架是神拯救人的唯一法则﹐没有别的法则了。彼得用了

三个譬喻来形容人在罪中的光景﹕生活在罪中﹑患病在罪中﹑迷

失在罪中。罪恶是人类无可救药的疾病﹐不论人类的物质文明﹑

精神文明如何进步﹐人还是无法胜过他的罪恶。2.24-25很简洁地

将以赛亚书53章的这位代罪羔羊的图画﹐描绘出来。 

 一言以蔽之﹐神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祂身上了﹗因着祂在十

字架上为我们所作的一切﹐我们的灵魂苏醒了﹐不再迷失了﹔我

们的灵魂也得了医治﹐脱离了罪的污染﹔最重要的﹐我们不但是

                                                 

1 以赛亚书在死海古卷里有两卷﹐另有一卷该书的注释。这些经卷是主前150年

左右的抄本﹐所以﹐以赛亚书里关乎弥赛亚的记载的确是不折不扣的预言。详

见张麟至﹐一块石头掷出的乾坤﹔收于更新研经之路。(更新出版社﹐1998。) 

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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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污洗净了﹐而且我们一次永远地和罪恶有了一个了断﹕向罪而

死﹑向义而活。基督成了我们灵魂的牧人与监护者。 

 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作的一切﹐我们只有白白地承受﹐我

们不能做什么﹐只能承受。 

跟随主脚踪行 

 但是救赎的故事还没有完。2.21c接着说﹐主受苦有一个神圣

的目的﹐要我们跟随祂的脚踪行。我们如果读四福音故事﹐我们

不可能漏掉这一个最重要的信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

这是十字架的呼召。很奇怪的﹐今日福音派忽略到一个地步﹐传

福音时把这些福音书里一再耳提面命的话﹐给遗漏了。 

 不错﹐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救赎恩典﹐我们真是一点

也不能参与﹐我们只能凭信心接受它。但是主在我们得着救赎恩

典以后﹐对我们有要求﹑有命令﹐是我们能够参与的﹑应该参与

的﹑必须参与的。怎么参与呢﹖主给我们留下榜样﹐就是记载在

2.22-23的事。主所留下榜样当然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则是记载在

2.22-23的﹐这是以赛亚书53.7-9的图画。 

 在生活中跟随主当然是包括了生活的全面。可是这里让我们

所看见的﹐却是人在为主受苦中言语的表现。胡振庆牧师

(1918~1995)为主受苦的时候说﹕「对一个为耶稣受苦的基督徒来

说﹐这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2 美丽在那里呢﹖让我们来看看

羔羊耶稣受苦时的美丽﹕ 

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祂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他们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2 见胡振庆牧师的传记没药山。(中国大陆圣徒见证事工部﹐200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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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幅画是从以赛亚书53.7-9取出来的。这四幅图都有否定词。雅

各书3.6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

的。」人生最美丽的一页就是把舌头变为属神生命的轮子的火种。 

口为赞美 

 第一﹑主在受苦时﹐绝不用口犯罪。约伯在最受苦时﹐圣经

怎样形容他的正直敬畏呢﹖「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

也不妄评神。… 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伯1.22, 

2.10) 从这两句话里﹐我们领会到人在受苦时﹐很容易埋怨神﹐

以脚踢刺﹐以神为愚妄﹐觉得神的安排不对。当约伯开始咒诅自

己时﹐他已经走到了以口犯罪的边缘了。罗马书8.28a说﹐「神使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一个人信不过神时﹐很

容易地﹐他就要滑跌了。但是主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是他在受苦时

﹐依旧赞美神(诗22.3)。 

 这一点是根源﹐口是赞美的泉源﹐雅各书3.9-12说﹐我们只

有一种选择﹕是让我们的口作赞美神的源头呢﹖还是作咒诅人的

源头呢﹖约伯笃定他的心志﹐立志不以口妄评神﹐以致得罪了神

﹐即使在苦难中也是。可惜﹐他若一开始受苦时﹐再进一步立志

赞美神﹐那就最好﹐不会滑跌了。 

话语纯净 

 第二﹑主耶稣在受苦时﹐口中没有诡诈的话。什么是诡诈的

话呢﹖由彼得前书3.10-11所引用的诗篇34.12-14来看﹐即泛指邪

恶之语。彼得前书2.2的「纯净」一字﹐即「没有诡诈」之意。没

有恶语﹐不只说口中没有恶语﹐连心中也没有邪念。言为心声﹐

主切切保守了祂的心的纯净﹐所以祂所说的话也是纯净的。 

 俞成华(1901~1956)医生1956年在上海为主殉道。他是盖恩夫

人的传记馨香的没药﹑简易祈祷法﹑劳伦斯弟兄的与神同在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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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翻译者。他不只是翻译者﹐他自己就是那样的人﹐一个住在基

督里的人。他的父亲是一个铁匠﹐信了主以后﹐就十分爱主﹐在

义和团事变时﹐宁可殉道﹐也拒绝在家中的灶头上贴灶司菩萨以

避祸。他有三个儿子﹐老二和老三都做了医生﹐因为老弟兄要他

们行医传道。他的老三就是俞成华大夫。俞大夫于1936年加入了

倪柝声弟兄的小群运动﹐后来也成了该上海教会的长老﹐为该教

会殉道的第二位长老。1955年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在宗教界肃清

反革命份子﹐1956年一月29日的夜里﹐同时逮捕了上海聚会所的

教会领袖﹐并且隔离审讯。然而俞长老从头到尾都不交待﹐和上

回我们所提的那位以巴弗一样﹕不回答﹑不交待﹑不认罪﹑不悔

改。他不做任何回应。那一个教会没有问题﹖那一个人没有瑕疵

﹖政府来管理教会﹑清算教会﹐捞过了界吧。渐渐地﹐有一些领

袖们软弱了﹑投降了﹑交待了﹑出卖了同工。可是俞长老就是不

为所动。这是口中没有诡诈的话﹐因为人的心中若只有神纯净的

话语﹐他就没有反应的。约翰福音14.30是神赐下祂的话语﹕「这

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当他抗拒交待二十天以

后﹐就被送到上海提篮桥监狱进行更严厉的审讯﹐接连五十个昼

夜由不同的干部对他进行车轮战。在他第三次昏迷以后﹐政府怕

了﹐就叫他们家属带回﹐好洗脱置人于死地的责任。俞医生送到

医院21小时之后﹐就安息主怀了。3 

倒要祝福 

 第三﹑被骂不还口。这是以赛亚书53.7所说的「不开口」之意。

主是那一只默默无声的羔羊。不过﹐主所要求的乃是「不以恶报

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

受福气。」(彼前3.9) 又参见哥林多前书4.12b-13a﹐ 

                                                 

3 俞崇架﹐「至圣所内生活」－俞成华弟兄的见证。生命季刊﹐总19期(2001年

九月): 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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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b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 

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 
4.13a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 

主在十架上的第一言就是赦免人﹑祝福人的话(路23.34a)。 

口出恩言 

 第四﹑不说威吓的话。主在受苦时﹐对大祭司承认说﹐祂是

神的儿子基督﹐而且将来他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太26.63-64) 但是这并不是威吓的言语﹐

这只是预言。当人受苦的时候﹐他可以把逼迫他的人用祷告带到

神的公义审判台前﹐让神去审判﹐听凭主怒﹐参罗12.19。(2.23的

最末了一句话和合本译文里的「自己」和「主」两个字原来都是

没有的。WBC的译法是﹕「主将他们﹐就是那一些逼迫祂的人﹐

交托给公义审判的神。」) 有了这样的交托﹐人就不易说威吓的话

﹐反而﹐他能够以德报怨﹐口出恩言(路4.22)。 

 主的一生最美丽的一页就是祂在受审﹑受苦之时的这四个

「不」的表现。 

人生四道难题 

 主给我们留了榜样﹐叫我们跟随祂的脚踪行。我们若真是得

救的人﹐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就不再迷失了﹐主是我们灵魂的牧人

﹑监护﹔我们悖逆神的疾病治好了﹐灵魂是健康的﹔我们与罪恶

有了一个永远的了断﹐向罪而死﹑向义而活。对于这样蒙恩的人

﹐主耶稣发出了十字架的呼召﹕跟随主的脚踪行。主特别出了四

道最难的考题﹐当我们受苦之时﹐向我们挑战﹐要我们活出人生

最美丽的一页﹕ 

没有犯罪   而能赞美 

口里也没有诡诈  而能纯净 

祂被骂不还口﹐  而能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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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而说恩言 

受苦不一定是要到迫害基督教的地区才有的﹐在我们的家庭中﹑

社会中﹑教会中﹐你都有机会写下人生美丽的一页。 

 最后我们讲一个发生在美国的见证﹕陆路德弟兄1992年由上

海只身来美国读大学﹐1996年五月从Illinois三一国际大学(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毕业﹐之后﹐到Missouri州立大学读医科。

正式的大学毕业典礼是隔年才参加的。1997年五月七日﹐陆路德

弟兄十分高兴﹐因为他的母亲章琳从上海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

章琳的父亲张愚之﹐也是聚会所上海教会的长老﹐是头一个被枪

毙殉道的。陷害他﹑出卖他的同工是早先华人教会最风行的书－

荒漠甘泉－的翻译者。路德是1975年才出生的﹐乃殉道圣徒之后。 

 路德去芝加哥接母亲﹐并安排她住在从前的教授Carmen的家

中。他自己提前一天即五月七日下午开车去芝加哥。但没有想到

出了车祸﹐整个车烧为灰烬﹐只留下了trunk里的一本圣经﹐里头

还有他的英文名字Luther。Missouri的州警开头时找不到他的亲友

关系﹐因为他是国际学生。后来才查出他的老师Jesse。Jesse在车

祸次日(5/8)想尽办法才找到路德住在洛杉矶的大姨妈﹐知道了他

的母亲已经到了芝加哥的机场。这时﹐路德已经死了24小时了﹗

但是母亲并不知道﹐在机场枯等了四小时以后﹐两位爱路德的女

老师Jesse和Carmen在机场将这恶耗告诉了母亲章琳。 

 晴天霹雳﹐这种苦难怎能接受呢﹗路德品学兼优不足为奇﹐

十分爱主真叫人心疼﹐神啊﹐你为什么不保守那爱你的人呢﹖他

在上海读初二时﹐期末考的生物试卷只答了50%﹐因为他拒绝回

答所有与进化论有关的题目﹐他就是这样地爱主﹗1993年底他参

加了当年的Urbana青年宣教大会﹐将自己奉献给主﹐放弃了他的

美国梦﹐立志到非洲去做医疗宣教士。从那时起﹐他就身体力行

﹐做宣教工作的预备。…但是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爱主的青年就如

此地消逝了呢﹖知道了车祸的情形后﹐这位母亲「丧子之痛﹐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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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间开始减缓﹐心里开始涌出对神的感恩和赞美。」当她看到他

的同学们因此被主复兴﹐她说﹕「我感到莫大的欣慰。我不再悲

痛伤嗟﹐唯有感恩赞美。」 

 路德的父亲陆道真弟兄在5/9早晨七点(即美中部5/8晚六点)听

到了这个恶耗﹐顿觉天旋地转﹑几乎昏厥。5/22他到美国料理儿子

的后事﹐当他整理儿子的信件时﹐看到了1995年八月底他写给儿

子的﹑连自己都忘了的一封长信。原来那是当他听道时﹐听到一

篇丧子之痛的夫妇所写的诗。他就把那首诗寄给了儿子。神早就

在两年前就对他说话了﹗ 

「我把我的孩子们暂时借给你们…也许22﹑23年。…当我召

他回天家时﹐你们…也不怨我﹑恨我﹑怪罪我﹖」我似乎听

见父母们说﹕「万一天使大大早于我们的预料﹐到地上把他

召回﹐我们会勇敢地面对伤悲﹐努力顺服主的美意。」 

路德的回天家正好约是他快要满23岁之时。陆弟兄就跪下来向主

祷告﹐「谢谢神所成就的一切。」神给他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5.9

﹕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在这件人生最悲哀的事上﹐他仍旧将赞美归给神。4 他不以口犯罪

﹐反而在受苦中﹑在人看来不可能赞美神时﹐以口真心赞美神。

他踏着主的脚踪跟随主﹐在苦难中写了他人生美丽的一章。路德

小弟兄虽然只活了22年多﹐但是他曾在考试上为主受苦﹐而且他

有受苦的心志﹐他活得虽短﹐却写完了他人生最美丽的一章。 

                                                 

4 编辑室﹐「主啊﹐对你的意念﹐我说是。」生命季刊﹐总5期(1998年三月):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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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04 

祷告 

感恩的泪 

感恩的泪 止不住地流 心里的话儿 说也说不够 

一双钉痕的手 叩响久闭的门 

一个柔和的声音 把我们的心夺走 

明知这路是十字架的路 有风有雨 很大很难也很苦 

主慈爱的手 时时拉着我的手 

没有任何理由 不去走脚下的路 

迦南诗选第303首 

词/曲﹕吕小敏﹐199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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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篇 极美的妆饰—妻子顺服丈夫(3.1-6) 

经文﹕彼得前书3.1-6﹐创世记2.18,20-23, 1.28﹐哥林多前书

11.7-10﹐提摩太前书3.13-14 

诗歌﹕哦完全的爱(O Perfect Love) 

夫妻跳探戈 

 彼得前书3.1-7是论及夫妻之间的关系。2.13的开场白可以说是

基本原则﹐这是神的命令﹕你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家庭是人

类制度的根本﹐现在使徒要论及在家庭中的顺服了。第1-6节论及

妻子的角色﹐第七节则论及丈夫的角色。新约共提了四次关于夫

妻之间爱与顺服之道﹐1 彼得前书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在3.1b-6

处理比较困难的夫妻关系个案。 

 这段经文有六节﹐1-2节讲顺服(丈夫)美德的果效﹐3-4节讲其

本质﹐5-6讲其榜样。 

顺服的原委 

 新约所提到的四次关于夫妻相处之道﹐都提及妻子要顺服丈

夫﹐只有三次提及丈夫要爱妻子﹔而且都是教导妻子顺服丈夫在

                                                 

1 弗5.22-24/25-33﹐西3.18/19﹐多2.4-5﹐彼前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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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丈夫疼爱妻子在后。不过我们不要将主的教训切割成为两半

﹐都是为双方的。也就是说﹐这些教训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

个是从妻子的角度来看﹐另一个则是从丈夫的来看。今天我们就

妻子的角度来看这一段。我们发现在人生的舞台上﹐神特别把顺

服的角色交给了姊妹们来表演。 

 为什么呢﹖(1)这是神造物的秩序﹐先男后女(林前11,8-10﹐

提前3.13)。(2)保罗也认为这与人的堕落有关(提前3.14)。(3)不过最

重要的﹐保罗给我们一幅美丽的图画﹕「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她有如男人的冠冕(林前11.7)。所以姊妹若顺服得好的话﹐就从神

得了一种殊荣－成为她丈夫的荣耀。这一节经文太重要了。创世

记1.27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换言之﹐性别之

分原本就在神的形像里面。这并非说神有性别﹐而是说神将性别

之分创造在人性里﹐其目的是为了彰显神本性的荣耀。这话怎么

说呢﹖最能诠释这个思想的经文是腓立比书2.6-11。2.6a的分词

(u`pa,rcwn)可按因果的(causal)意思－即「因为…所以」的句型－翻

译﹐那么﹐这一节应可这样翻译﹕ 

祂因有神的形像﹐就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这种的译法更能突显神儿子的降卑是神本性的谦卑使然﹐一点没

有勉强﹐是耶稣自己甘心乐意的。2 原来谦卑是根深蒂固在神的本

性里面的﹐神子以祂身为第二位格的次序﹐道成肉身﹑钉死十架

的顺服﹐来彰显神性的谦卑之美。谦卑顺服乃是三位一体的美丽

﹐神特别安排让第二位格的神来表达。 

                                                 

2 正如约10.18a说的﹕「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来10.5-7也引诗

40.6-8 的话来证实神子耶稣钉十字架的甘心乐意。详情见本人的专文﹕女性顺

服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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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这一个神性的美丽－谦卑顺服－如今安排在女性身

上来表达﹐正如同在基督身上来表达的一样﹗这是女性的光辉。

所以﹐使徒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个荣耀不是男人的﹐

乃是藏在神形像里面的神性的荣耀。当女人顺服男人时﹐或当妻

子顺服丈夫时﹐这一个荣耀就照射出来了。 

顺服的本质 

 明白了为什么神要姊妹们来演这一出戏的道理﹐十分重要。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究竟什么是圣经上所启示的顺服。这种顺服

在神眼中是极其宝贵的﹗正因为如此﹐它很容易有膺品。 

顺服的面具 

 Nancy Groom在一本专讲妻子顺服丈夫的书里﹐提出婚姻的

三个层面﹕公众的、家庭的、内在的。唯有内在的婚姻才是真相。

因为许多的婚姻是在演戏给别人看﹐所以夫妻两人都要戴上面

具。然而在这些面具之下的顺服﹐并不是真正的顺服。作者举出

三种面具﹕ 

 (1)吸入式的顺服(submission as absorption)﹕妻子成为丈夫的

温度计﹐专门来测量丈夫的情绪。她已经被吸入了丈夫的位格内

了﹐所以﹐她没有自己的身份(identity)﹐她成了nobody﹐她不过

是丈夫的延伸而已﹐唯唯诺诺(所谓的yes woman)﹐绝非创世记二

章神给男人所造的配偶。但是多少时候﹐教会的文化居然在抬举

这样的姊妹﹔其实这是男性沙文主义在作祟﹗但是为人妻者这种

长时间的压抑反而危险﹐或演成抑郁﹐或演成有一天豁出去了。 

  (2)讨好式的顺服(submission as appeasement)﹕妻子刻意营造

家中的平安气氛﹐一味没有原则的让步。但是当有一天她的丈夫

做了一件实在太对不起的事情出来时﹐她心中长久累积的苦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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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终久压不住﹐会爆发出来。而且这种顺服并不能真正地解

决问题﹐常常吃大亏的﹐仍旧是妻子自己。 

  (3)操纵式的顺服(submission as manipulation)﹕妻子心中有

隐藏的计划(hidden agenda)﹐甚至连她自己也都以为她是爱丈夫

﹐为他好﹐其实她不过是在操纵丈夫﹐以遂己意﹐这并不是真爱

﹑真顺服。这种情形是由罪恶所带来的咒诅所引来的﹐神对夏娃

说﹕「妳必恋慕妳丈夫﹐妳丈夫必管辖妳。」(创3.16b) 我们看创

世记4.7－「罪…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它。」－就明白了﹐恋慕

也成了一种控制﹐婚姻成了两人互相争夺主控权的战场﹗ 

 其实前两面面具也是「控制」。由创世记3.16看来﹐人类堕落

到罪中以后﹐婚姻就成为双方争取控制对方的局面。要享受真正

的婚姻生活的甘美﹐妻子必须悔改﹐拿下这些面具﹐真正地顺服

丈夫。3 Groom说出以上三种的膺品的目的﹐不是说叫大家不必再

演戏了﹐而是要脱离虚假的顺服﹑好进入真实的﹑有福的顺服。 

真实的顺服 

 彼得前书3.3-4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顺服。重译如下﹕ 

3.3你们的妆饰不要在乎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或穿美衣﹐
3.4乃要在乎隐藏内心的人﹐以柔和安静之心灵的不朽为妆饰

﹔这种妆饰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从彼得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定义顺服如下﹕顺服乃是一种转变

了的内在生命的态度。(1)心中有一个隐藏的新人。(2)她顺服丈夫

的源头是她对神的敬畏﹐所以﹐她的顺服丈夫是「为主的缘故」

(2.13)﹐「为叫良心对得住神」(2.19)。(3)心中隐藏的新人对人有

温柔安静的性情。(4)她活出贞洁的品行。(5)目的是为神得着丈夫。 

                                                 

3 Nancy Groom, Married Without Masks. Nav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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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像新的妆饰穿在人身上﹐是不朽的

﹐而且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付上追求圣洁的代价得来的顺服﹐

和面具不同。 

 这种顺服也是在演戏﹐不过戏码不同﹐乃是将神生命的道表

演出来﹐叫丈夫清楚看到神的道如何。它和面具的不同在于内在

的生命不同﹐所要表现的内容也不同。 

顺服的榜样 

 彼得所说的顺服不只是道理﹐也是见证﹐自古以来神家中的

圣洁妇人(妻子)都是以此为妆饰的。最好的见证人就是撒拉。他引

用创世记18.12说﹐撒拉称她的丈夫为主(!Ada ')﹐但是我们观察他们
夫妻之间的关系﹐不要局限在创世记18章而已。不错﹐那时亚伯

拉罕的灵命正处在他生命的高峰之一﹔罗马书4.11-12也称他那时

(99岁)的经历为信心之父(创17-18)。 

 难道亚伯拉罕的光景从开始时﹐就是信心之父吗?﹗创世记

20.11-13记载他的软弱﹕(1)将走天路说成是「飘流在外」﹐没有异

象(参徒7.2)﹔(2)怕死得不得了﹔把自己因不敬畏神而有的惧怕﹐

说成是别人的不惧怕神(到底谁不敬畏神呢﹖)﹔(3)说谎﹐说灰色

的谎言﹔(4)不爱妻子﹐牺牲撒拉来保护自己﹔(5)而且有贼心没贼

胆﹐还要撒拉去替他说﹔(6)不是人问了才说﹐而是主动对人说﹐

生怕人家杀他﹔(7)陷人家于不义﹐因为他主动对人说了谎言。 

 天下还有什么丈夫比亚伯拉罕更差劲的﹖可是这个男人居然

是神要撒拉去爱﹑去顺服的人﹗难不难﹖难。亚伯拉罕两次跌倒

﹐在埃及法老和在亚比米勒面前撒谎(创12.10-20, 20.1-18)。两次都

因为撒拉的顺服﹐神亲自干涉斡旋﹔而亚伯拉罕一点信心都没

有。 

 圣经没有详述撒拉的心态﹐但我们知道她﹕(1)「不因恐吓而



彼得前书释经信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 

 - 176 - 

害怕」﹐因为她心中敬畏神﹔相反的﹐亚伯拉罕把自己吓倒了。

她必定告诉丈夫何谓神的旨意﹐不应下埃及﹑也不应该撒谎等等

﹐她绝不是yes woman。当她的丈夫软弱了﹐她不害怕﹐因为神是

她的盾牌与帮助。(2)她仍旧顺服在丈夫权柄之下﹐丈夫错了下埃

及﹐她也陪去。她不是被丈夫吸入了﹐也不为讨好他﹐只为良心

对得起神而顺服他。(3)「仰赖神」﹐相信神要救她﹐神是她的盼

望。神也的确兴起灾难(打击法老的家中)﹑异梦(对亚比米勒说严

厉的话)拯救她。 

 (4)在婚姻生活受伤了以后﹐女人最容易有的是心中的苦毒。

哈拿心中有苦毒﹐利亚和拉结姊妹两人心中也有苦毒。人有了苦

毒﹐就很难行善。但是撒拉心中没有苦毒﹗丈夫亏待她﹐她仍旧

恩待他﹐对他「行善」。心中不记恨﹐也不批评﹐为他走天路祷

告﹐求主复兴他﹐好像他当日在吾珥遇见主的荣耀时那样。4 

顺服的果效 

 顺服是有目的的﹐如果是为了顺服而顺服的话﹐那就没有意

思了。2.12说我们顺服神的命令而品行端正﹐会带来神眷顾人的日

子﹐使神得荣耀(参2.15)。在婚姻生活中﹐妻子顺服的目的是为了

得着丈夫﹐尤其是不信从福音的丈夫。亚伯拉罕不是非信徒﹐但

是他软弱了﹐就像外邦人没有信主一样﹔撒拉的顺服他﹐也是为

了叫神可以得着她的丈夫。为何姊妹顺服不来﹐有一个原因﹕我

们从自己的角度看婚姻﹐所以着重我自己的感受如何。但婚姻有

神更高的美意﹐祂要借着婚姻得着对方。妻子明乎此﹐顺服丈夫

就容易多了。 

                                                 

4 几乎所有的注释家都接受犹太拉比的意见﹐用创18.12来看彼前3.6的「称他为

主」﹐并且不以为亚伯拉罕是彼前3.1-2所描述的那种男人。其实﹐他虽然蒙召

了﹐软弱还很多﹐可以放入这种光景内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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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神怎么来拯救那些未信的丈夫呢﹖3.1提到那种不信从

道理的丈夫。神的办法就是用妻子因顺服而有的品行(avnastrofh,)

﹐5 而可以不用话语(如听道﹑听劝等)﹐表演给他看什么是神的

道﹕什么是神的爱﹑忍耐﹑圣洁﹑公义﹑正直﹑良善﹑温柔﹑谦

卑﹑敬畏神等诸般美德。这位丈夫不去教会﹐但是他在妻子身上

看见一个基督徒妇人向神的敬畏与贞洁的品行(avnastrofh,)时﹐他

就明白了什么叫真理与永生﹐而且他也被神得着了。6 所以﹐对于

亚伯拉罕的弱点﹐撒拉并不姑息﹑不讨好﹑也不设计操纵他﹐而

是将主的道表演出来﹐使丈夫真正爱主﹐被主得着。 

 顺服中不仅有神内在的工作﹐还有神外在的工作。顺服就是

顺服神的道﹐以及因神的命令而顺服神所安排的人(丈夫)﹐并看

神如何工作﹐成就祂的计划。 

撒拉的女儿 

 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9.19-22 (或另种章节9.ix)里﹐陈述神

如何借着他的母亲－莫尼加－的顺服﹐而得着他的父亲。莫尼加

真的就跟从撒拉的脚踪而行﹐用美德感化丈夫。忍受他的不忠﹑

怒气。等丈夫的怒气消散后﹐再和他解释。莫尼加和女性朋友在

一起时﹐绝不要她们讲她们丈夫的不是。她自己视丈夫为她的主

﹗以仆人自居。经过她劝慰过的妇女们﹐都不再会受到丈夫的责

打。 

 她的婆媳关系也是出名的好﹐因为她能忍﹐背十字架。她用

「孝顺﹑忍耐﹑良善」﹐终于也感化了婆婆。到一个地步﹐婆婆

                                                 

5 avnastrofh是彼得爱用的一个字眼﹐新约出现13次里﹐彼得书信用了八次﹐见

彼前1.15, 18, 2.12, 3.1, 2, 16﹐彼后2.7, 3.11。 

6 得着(kerdai,nw)在和合本译作感化﹐乃赚取之意﹐太16.26﹐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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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不得任何一个婢女说她的媳妇的坏话﹐她会叫儿子责打那个说

坏话的婢女﹐因为她已经信任了媳妇﹐而且她的儿子(就是莫尼加

的丈夫)也信任了自己的妻子。 

 奥氏的父亲到了晚年的时候﹐终于被主得着了﹐受洗成为基

督徒。这一切都是神使用莫尼加的缘故。她对丈夫忠心﹑对婆婆

孝顺﹑对家庭殷勤﹑向众人行善﹑引儿女归向神。她可以说是一

个撒拉的女儿了。 

 在撒拉的案例里﹐我们看见了一个为主的缘故而顺服丈夫的

女人﹐当她真的生命改变了﹐内有温柔安静的性情﹐外有贞洁的

好品行﹐她可以把神的道在她的生活中表演出来给丈夫看的话﹐

神断定要工作。神不仅要使他得救﹐而且神要得着他。亚伯拉罕

能够成为信心之父﹐是因为神使用了撒拉为顺服的器皿﹐才得着

他的。在亚伯拉罕身旁兴起环境﹐与在他心中潜移默化改变他﹐

是神的工作﹐不是撒拉的工作。当撒拉亲眼看见丈夫在主里成为

一位信心之父时﹐她的心中是何等的高兴呢﹗姊妹们﹐妳们愿意

像撒拉这样吗﹖天下只有一个人可以在你的丈夫身上雕刻他﹐把

他变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那个人就是妳﹗起来与神同工﹐看

神要怎样使用妳完成祂的计划(参创1.26-28﹐弗2.10)。 

4/5/1992, PCC; 2/12/1995, Morris Plain Church, NJ 

2/22/2004, MCCC. ver. 2 

祷告 

哦完全的爱(O Perfect Love. H697) 

1 哦完全的爱远超人心所想 在你宝座前我们同祷祈 

愿他们相爱到永远无限量 在主里合而为一永相系 
2 哦完全生命成为他们确据 得着你柔爱不移的信心 

单纯的依靠如孩童无所惧 不息的盼望无声的坚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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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求你赐喜乐消除一切忧怯 并赐下平安抚平诸争竞 

愿他们共度一生未知岁月 联于这永远的爱与生命 

O Perfect Love. Dorothy F. Gurney, 1883 

PERFECT LOVE 11.10.11.10. Joseph Barnby, 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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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篇 最难懂女人心—丈夫疼爱妻子(3.7) 

经文﹕彼得前书3.7﹐创世记2.22-25, 3.16 

诗歌﹕祂是一切最亲(He Is Most Dear to Me.) 

伊甸回响 

 日本大文豪川端康成有一本书叫最难懂女人心。中国也有一

句谚语﹕女人心﹐海底针。彼得前书3.7命令为人丈夫者要爱他的

妻子﹐以及怎么个爱法。要明白这段经文﹐得回到创世记第二章

的末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

非常的重要﹐当神创造人时﹐曾提起这句话﹐之后在旧约里就再

没有提起过﹐一直到了耶稣来了时候﹐才在福音书中提了两次﹐

可见很重要。关乎婚姻﹐使徒彼得及保罗共提了四次。在彼得前

书3.7这段经文中﹐虽然没有出现「爱」这个字眼﹐但却让我们了

解到爱就是了解﹑敬重﹑亲密﹑合一。 

 创世记3.16提及人类堕落时﹐神对女人的诅咒﹕在婚姻生活

中﹐女人会受到丈夫管辖﹐及生养小孩的痛苦﹐这些痛苦都是夏

娃惹的祸。当人类堕落以后﹐婚姻跟着遭殃﹐今天我们看到人世

间许多的罪恶﹐都和婚姻﹑家庭﹑性有关﹐因为罪恶要破坏神给

人类的祝福– 婚姻﹐婚姻可说是神给人类最大的普遍恩典。人虽

不信神﹐但神仍将这样的恩典赐给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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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信了主之后﹐婚姻及家庭是个非常重要的见证﹐要靠着

神的恩典﹐从上述的咒诅里出来。纽约的林三纲长老有十个小孩

﹐他说﹐父母给小孩最好的礼物就是他们彼此相爱。结婚许多年

之后﹐在一次周年纪念日时﹐他的孩子们写了张卡片给父母﹐其

中最令他们夫妇俩感动的一句话就是﹕「这么多年来﹐你们的彼

此相爱是我们的安全感。」所以﹐弟兄姊妹们﹐为着小孩﹐夫妻

这出戏一定要把它演好﹐因为小孩看得一清二楚的﹐父母能够相

爱﹐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保护。 

经验印证 

 彼得前书3.7的这段话﹐显明彼得到底不愧是结过婚的人﹐言

简意赅。不像保罗用的比喻那么大﹐以基督之爱和教会作为夫妻

如何相爱的预表。3.7的原文很奇怪﹐不用主动词﹐却用两个动词

分词﹐同住(sunoikou/ntej)和敬重(avpone,montej timh.n)。第一与谁同

住呢﹖乃是与妻子(原文是女人)﹐怎样同住呢﹖按着对她的了解。

第二敬重她﹐为什么呢﹖因为她与你是生命之恩的共同承受者。

当丈夫做到了这两点－了解与敬重﹐他的祷告才会畅通。 

爱是了解 

 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创世记2.24﹐「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

﹐二人成为一体。」同住就是连合。怎样与妻子连合﹑同住呢﹖

乃是按着一种知识﹐换言之﹐丈夫要了解他的女人﹗这个了解是

丈夫爱妻子的根基﹐彼得在这里并没有用「爱」这个字眼﹐然而

他却清楚地将爱的观念表达出来﹐即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

子同住﹐此处的「情理」就是「了解」﹐借着对妻子的「了解」

而和她同住。  

 下面一句话相当重要－「因为她比你软弱」﹐她是软弱的器

皿﹐我们必须认识到妻子比我们软弱的这个事实﹐有了这个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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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之后﹐婚姻才会好。这点与罪无关﹐创造时就是如此。 

 妻子比丈夫软弱﹐或说女人比男人软弱﹐并非指﹕在智慧﹑

想象力﹑创造力﹐或道德﹑甚或体力方面﹐女人比男人差﹔而是

指在情感方面﹐女人比男人脆弱﹐往往在这方面吃许多亏﹐因为

女人在情感方面的要求比较多。神造人之时﹐女人就是如此﹐对

爱情的需求大。所以﹐作丈夫的就要把爱情丰富地供应给他的妻

子。 

 假如丈夫和妻子都在工作﹐万一婚姻破裂﹑或不幸福的话﹐

丈夫虽不免痛苦﹐但还可借着工作的成就感﹐获得自尊肯定﹐暂

时忘记婚姻的不快﹔但是﹐女人就不行了﹐无论她在工作上成就

如何辉煌﹐不美满的婚姻必成为她心中永远的痛。 

 美国知名的心理学家杜布森(James Dobson)﹐曾经对「妻子希

望丈夫知道的事」﹐作过分析调查﹐集结成书﹐书名为女人心。

在他的临床经验中发现﹐大多数的女性最感痛苦的﹐竟是从丈夫

那里得不到足够的爱﹐所造成的「自卑」情结。其次就是在婚姻

中缺乏浪漫的爱情﹐感到孤单。而一般人最重视的钱财﹑性生活

不协调所排的顺位﹐竟然在其后。1 

 在夫妻的婚姻生活中﹐叫妻子感到痛苦的常常是孤单﹑丈夫

不解风情﹐或丈夫缺乏对妻子的爱。因此﹐我觉得彼得说﹕「你

要了解你的妻子﹐然后才能同她住得好。」这句话﹐真是一针见

血。那么﹐男人所要了解的﹐就是神创造女人时﹐女人对爱的需

要及情感上的软弱﹔身为丈夫的既然进入婚姻关系中﹐就要满足

妻子对爱情的需要。 

 而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中﹐讲到婚姻的道理﹐他说﹐

                                                 

1 James Dobson, What Wife Wish their Husbands Knew. 中译﹕女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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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结婚的男人﹐可专心讨神的喜悦﹐结了婚的男人就要分心讨妻

子的喜悦﹐但是﹐大家不要误会保罗主张独身﹔其实﹐他所要强

调的是﹐要嘛就不结婚﹐既然结了婚﹐就要分出心力来讨妻子的

喜悦。他的论点和彼得不谋而合。 

 一位在美国华人圈中有名的劝慰家﹐有一段时间常在家里帮

妻子料理家事﹐但是他发觉妻子总还是不满足。有一天﹐他向教

会一位老姊妹抱怨说﹕「我在家替我的妻子管小孩﹐替我的妻子

做厨房工作﹐替我的妻子打扫﹐替我妻子做这样﹑做那样﹐....」

这位老姊妹很有耐心地听完﹐就对他说﹕「现在我知道你们夫妻

之间不协调的原因﹐就是在于替这个字﹐你虽然做了许多事﹐但

都是替﹐而你的妻子并没有感觉到你在爱她﹐最重要的是﹐要让

你的妻子觉得你爱的是她这个人﹐而不是你作了许多工作﹐拿来

向她邀功﹐该得什么报偿。」 

 有一对夫妇到美国移民之初﹐生活非常艰难﹐丈夫失业了﹐

妻子只好到中国城「车衣厂」打工。第一天下班时刚好碰见下雨

﹐丈夫到车站去接她﹐当丈夫生一看到妻子时﹐就抱着妻子哭。

本来妻子也不觉得可怜﹐但见丈夫如此﹐也忍不住哭起来﹐两人

在雨中相拥而泣。丈夫对妻子说﹕「我一看到妳﹐就觉得非常愧

疚﹐因为妳的眼睛布满血丝﹐好辛苦﹗」后来那位姊妹说﹕「自

从那天他那样哭了之后﹐就算我丈夫失业一辈子﹐我都跟定他

了。」我想﹐这位丈夫有一点非常成功的就是﹐让他的妻子觉得

﹐即使自己无法提供家庭开门七件事﹐但是能够把妻子需要的爱

﹐丰丰富富的供应给她。因此﹐她很深刻地知道「我丈夫爱我」。 

 因此﹐彼得说﹐要按照对妻子的了解﹐而和她同住。在创世

记中﹐当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时﹐亚当第一句话就说﹕「这是

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夏娃听到这一句话﹐人都融化了﹐被

亚当收拾了。这真是一句刻骨铭心的话。当夏娃听到这句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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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亚当真是打从心底爱她。所以﹐我们看到﹐人还没有堕落时

﹐是很懂得谈恋爱的。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应该是丈夫对妻子的爱情

观﹔一位犹太的拉比说﹕「神造女人不用脚骨﹐好教男人去压制

他的妻子﹔也不用头骨﹐让女人爬到男人的头上﹔乃是用肋骨﹐

让男人爱他的妻子。」骨中的骨表示彼此相爱的关系﹐这是弟兄

们对妻子该有的爱情。 

 电话与唇语发明者—亚历山大．贝尔—的妻子是个聋子﹐但

他爱她﹐并把她娶了过来。这还不算什么﹐最了不起的是﹐他设

下一个家规﹐就是严格要求家中几个小孩﹐必须当着母亲的面讲

话﹐小孩也不明白究竟为什么。直到有一天﹐在紧急的状况下﹐

么女叫妈妈﹐妈妈听不到﹐没有回应。结果﹐么女误以为妈妈不

爱她﹐生气了。到那天﹐贝尔才正式向儿女们揭晓妈妈是个聋子

的事实。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贝尔相当尊重而且爱他的妻子﹐愿

意在小孩面前树立母亲完美的形象。 

 我们学习着爱妻子﹐罗马书13.8中讲到「爱要常以为亏欠」的

话﹐讲得正好。爱﹐就是总觉得爱得不够﹔就像父母对待小孩一

样﹐常觉得亏欠﹐唯恐他们穿得不够﹑吃得不够﹑钱不够用等

等。我想﹐丈夫对妻子的爱也是如此﹐总是觉得不够﹔当丈夫们

觉得对妻子的爱够了﹐其实他已经到了悬崖边了。如果按照自己

的意思去爱妻子的话﹐就会觉得够了﹔假设按照妻子的意思去爱

﹐就会常觉不足。 

 查理是1972年四月阿波罗16号登月指挥官﹐他站在月球上的

笛卡儿高地仰视地球﹐真是豪情万丈。他在月球上留下了他自己

特别带去的全家福。可是﹐他没有想到当他自己的事业达到巅峰

之时﹐正是他的婚姻濒临溃散之日。1957年﹐他从海军官校毕业

﹐爱上了飞行﹐于是他就转入空军服役。1961年苏联将人送上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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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也激发了许多美国青年的太空热。查理是其中之一。不过﹐

1962年他在MIT研读时﹐认识了陶蒂﹐次年结婚。从那时起﹐一直

到1972年﹐他们的关系每下愈况﹐因为陶蒂总是得不到她所需要

的爱情。离婚的念头常出现在她的意念之中。1975年十月的一次

营会上﹐陶蒂虽然灵命被主复兴﹐学习不再依赖丈夫了。1978年

四月﹐查理在一次退修会上被主打开眼睛﹐说﹕「我从来不曾像

这一刻感到自己被这么多的爱包围着。我也好想把这些爱传出

去。」陶蒂笑曰﹕「神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这句话。」查理在

婚姻中也悔改了﹐他发现婚姻的症结在于﹕他不像神爱他那样地

爱妻子。他就立志靠主改变。2 

爱是敬重 

 第二﹐爱就是敬重﹐彼得说﹕「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她。」在杜布森的临床经验中﹐他发觉女人往往都有

莫名其妙的自卑感﹐自卑感的形成通常都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

段就是出嫁前﹐在父家造成的﹐所以﹐基督徒父母在管教小孩子

要小心﹐特别是对女孩子。几年前很流行芭比娃娃﹐当父母要买

这么漂亮的娃娃给女儿时﹐要特别小心﹐因为无形中﹐她会觉得

﹐如果自己不像芭比娃娃这么漂亮的话﹐自己就不算漂亮。这样

﹐小女孩就受到伤害了﹐因此﹐我跟我的女儿说﹐她永远是世界

上最漂亮的女孩﹐她妈妈是大美人﹐而她就是小美人。起初﹐她

不太相信﹐但我始终不断的告诉她－最后她相信了。因为﹐我觉

得这是一种爱﹐作父母的﹐从小就要帮助小孩建立自尊心。不要

老向小孩说他那里不够漂亮﹑不够好。 

 第二个阶段就是婚姻。旧约中有一个很不幸的女人利亚(雅各

的妻子)﹐她的妹妹名叫拉结﹐拉结的眼睛特别美。我们可以想象

                                                 

2 Tom Neven, 只有爱能够。爱家杂志﹐7 (2002年一月): 1。P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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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利亚从小在这样的对照下﹐过得一定不快乐﹔尤其进入婚

姻生活中﹐利亚的痛苦更加深。所以﹐从她帐棚养出的五个小孩

－流便﹑西缅﹑利未﹑犹大﹑底拿﹐个个都不正常或有问题﹐这

个责任就要部份归咎到母亲身上﹐而利亚要怪就要怪她的父亲和

丈夫。所以﹐作丈夫的无法保证妻子婚前不受到心灵的伤害﹐但

至少要保证当她嫁给自己之后﹐借着尊重她﹐及爱的滋润﹐把她

的自卑慢慢消除﹐甚至连根拔起﹐帮助她建立起神的形像。 

 敬重妻子可表现在语言的表达及倾听双方面上。 

全神贯注倾听 

 美国有名的劝慰家﹐Norman Wright﹐有一个智障儿。他儿子

和父亲沟通时﹐要求父亲必须全神贯注。他只能用简单词汇﹐所

以他得说得眉飞色舞﹐并用许多动作﹐才能将他的意思表演完

毕。因此﹐Wright认识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沟通一定要「用眼

看」。 

 沟通的五层次﹐由浅至深依序是﹕1. 寒喧—嘘寒问暖﹑点头

微笑。2. 事实—交换资讯﹑新闻等。3. 意见—分享对事情的观点

﹑看法﹐理性多于感性。4. 感受—分享喜怒哀乐的情绪。5. 透明

—分享内心世界﹐完全敞开﹐没有保留。夫妻之间的讲话都是枕

边细语﹐距离只有几寸﹐应当是第五层的「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们要学习听到对方的心语。 

学习语言表达 

 多说赞美﹑感谢﹑积极﹑鼓励﹑幽默及感性的话。作妻子的

永远都不喜欢听批评的话﹐作丈夫的绝对切忌以妻子的容貌和别

的女人相比﹐那会令妻子非常痛苦的﹐因为﹐容貌是神所造的﹐

不要拿这个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来判断。苛薄﹑讽刺﹑报复的话

不要说﹐特别是在吵架时﹐更要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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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说赞美的话﹕对于妻子的发型﹑穿着﹑菜色或才干应敏感

﹐并且多多赞美。 

 多说感激的话﹕感激和赞美不同﹐赞美是针对她本身如何

(what she is)﹐感谢则是针对她为你所做的(what she did)。女人为家

庭的付出永远比男人多﹐在美国﹐家庭主妇的做家事的付出相当

于数千美元以上的待遇﹐做丈夫的至少应以口惠作为报偿﹐比如

常对妻子说「我爱妳」。小孩若在家中习惯这种感激﹑赞美的生

活方式﹐将有助于他们进入未来的婚姻生活。 

 多说欣赏的话﹕马克吐温讲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一句恭

维的好话﹐我可以活两个月﹗」人都需要别人的肯定﹔男女有别

﹐一般说来﹐男人在这方面需要的比女人多﹗ 

 多说积极的话﹕而不是消极的话。以妻子的手艺为例﹐假设

她做的菜太咸﹐可以先用称赞的口吻﹐加上假设的语调告诉她﹕

「这个菜做得很好﹐假如盐少放一些﹐就会更好﹗」如此一来代

表我们充满了爱﹐首先感激她为我们所作的﹐其次只是提醒她疏

忽的地方。这样﹐以后她做的一定会比现在更好。 

 多说鼓励的话﹕以演出罗马假期﹑窈窕淑女等经典之作﹐闻

名于世的影星奥黛莉．赫本﹐公认为气质出众的美女。曾有记者

请她公开「美丽」的秘诀。请听她的秘诀﹕「诱人的红唇﹐说出

来的是仁慈的言语。美丽的眼睛﹐专找出人美好的一面。…人越

成长﹐越会清楚你有两只手﹐一只是用来帮助自己﹐另一只是用

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多说感性的话﹕有许多丈夫就说不出这种话﹐但必须学习。

感性的话可从卡片上﹑别人费心所选的话语摘取。曾有位极有名

的青衣﹐嫁给一位物理教授。他们的婚姻如何﹐我不知道。但我

知道有一次名诗人余光中被请去该大学讲演﹐他朗颂了一篇他的

诗作﹐其中有这么一句﹕「比光更快的速度。」这位教授听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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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以为然。此君以理性处感性事物﹐是不对的。有一年秋天我

开车经过妻子工作的大楼﹐我就找到了她的车﹐开了车门﹐随手

拈来一片美丽的秋叶放在座位上﹐然后离去。那天我妻子回家的

时候﹐我告诉你﹐她是多么的高兴感动。那片秋叶﹐是任何一张

Hallmark的卡片都不能比的。 

 多说幽默的话﹕夫妻之间常有压力存在﹐处理得不好﹐就会

爆发成为争吵。有一则笑话说到一位丈夫真是不会讲话﹐而且很

骄傲。他对妻子说﹕「他实在不明白﹐神造的女人为何这么美丽

﹐又这么笨。」这个妻子听了之后回答﹕「是啊﹗这么美丽﹐你

才会来追我﹔这么笨﹐我才会嫁给你啊﹗」所以﹐在这则笑话中

﹐你就知道谁比较笨。常看一些幽默小品﹐可以学习变得幽默些。 

 有一对夫妇﹐从洛杉矶开车到优胜美地渡假。车程长达七小

时﹐快抵达目的地时﹐妻子在车中惊跳起来﹐因为想起家中的电

熨斗插头可能没有拔掉。这时候﹐丈夫把车靠边一停﹐不慌不忙

到车厢里把电熨斗拿给妻子看。其实﹐这位妻子和丈夫出门﹐常

会在半途中跳起来说﹕「哇﹗我的电熨斗忘了拔插头﹗」所以﹐

好几次必须折返而回。这丈夫实在够幽默﹐不须要责备妻子﹐只

要带上电熨斗就够了。 

 胡适爱妻子﹐讲新三从四德」﹕「妻子命令要服从﹐出外要

跟从﹐说错要盲从﹔妻子购物要舍得﹐生日要记得﹐生气要忍得

﹐出门要等得。」台大名政治学教授萨孟武丈夫讲家庭民主﹕妻

子与丈夫的意见一致时﹐听丈夫的﹔不一致时﹐听妻子的。 

生命之恩 

 彼得说﹐与妻子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此处的恩典﹐我认为就

是婚姻生活中夫妻彼此的塑造。所以﹐进入婚姻生活中的人﹐比

较有机会背十字架﹑被对付﹑被暴露生命中丑陋﹑败坏的部份﹐

因此﹐有很多的机会学习﹐这就是所谓「共同承受生命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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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若不能好好爱护妻子﹐对方痛苦﹐自己也痛苦﹔若学会爱妻

子﹐自己快乐﹐妻子也快乐。那么﹐在这个学习中间﹐就有灵命

上的转变。这个灵命的转变﹐就是所谓的生命之恩﹐是共同承受

的。在婚姻生活中﹐如果彼此好好的学习﹐我相信﹐应该很快就

会进入神所应许的佳景中。 

 彼得前书3.7末了加上了一句目的﹕承受了生命之恩﹐神的形

像在他身上成功了。Clinton竞选连任时﹐和妻子Hilary路过一个地

方。有人告诉总统﹐Hillary的初恋情人就住在那里。Clinton总统就

很骄傲地告诉妻子说﹐「妳当初若嫁给他﹐就作不了第一夫人。」

妳若是Hillary﹐妳要怎样回答呢﹖妳听﹐Hillary怎么回答。她回答

丈夫说﹐「你就是因为娶了我﹐你才作上了总统。」诚哉斯言。

夫妻都像雕塑家﹐神把一个艺术品交在我们手中﹐要丈夫雕塑妻

子﹐要妻子雕塑丈夫﹐在这漫长的婚姻岁月中﹐彼此互相雕塑﹐

让耶和华所喜悦的形像成形﹐这叫做婚姻生活。 

3/8/1987, MCCC; 3/22/1987, PCC; 2/5/1995, MCCC. ver. 2 

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当你创造人类的时候﹐你也同时

赐下婚姻这个恩典。当人类堕落以后﹐你并没有把这样的恩典收

回。主啊﹗我们今天得救以后﹐就愿意照着圣经的话来看﹕作丈

夫的该如何作﹐作妻子的该如何作﹐我们基督徒的家庭该如何充

满你自己的祝福。我们再求主来教导我们﹐使圣徒的家中满了耶

和华的同在﹐成为你的见证﹐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 

祂是一切最亲(He Is Most Dear to Me. H333) 

1 祂是一切最亲 我所一切最爱 

人生平常所寻 人生终久所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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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缺乏之时预备 无倚之时扶持 

所有美时最美 无论何时信实 
3 无穷喜乐原因 年日展开不改 

祂是一切最亲 我所一切最爱 

He Is Most Dear to Me. acribed to 倪柝声(Watchman Nee), c. 1950 

6.6.6.6. Adapted from M. von Weber,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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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篇 蒙福而祝福(3.8-12) 

经文﹕彼得前书3.8-12﹐ 

3.8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有弟兄之爱﹐存慈

怜的心肠﹐并且要谦卑。3.9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

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3.10因为经

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 须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3.11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

赶。/ 3.12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 唯

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 

诗歌﹕使我成祝福(Make Me A Blessing.) 

存活秘诀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今年(2004年)宣道年会上﹐蔡耀明教士和

诸位分享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是根据以弗所书2.10－「我们原

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

预备叫我们行的。」－来的。唯有当神的百姓行善时﹐神的祝福

就要临到外邦人。蔡教士看到我们的教会有许多逐渐进入空巢期

的基督徒夫妇﹐他就向我们提出这样的挑战﹕我们要做鸡﹑做麻

雀﹐还是做老鹰呢﹖ 

 神的教会能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存活下去﹐有一个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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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就是教会能否为社会带来祝福。古教会能够在长达三百年的

大逼迫中存活下来﹐不但存活下来﹐还成为罗马帝国的主流宗教

﹐原因无他﹐就是教会行善﹐成为社会国家的祝福。今日基督的

教会能不能在后现代的逆流中存活下去﹐继续为主做见证﹐其关

键也在于教会是否成为今日社会的祝福。 

转口祝福 

 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没有主动词﹗3.8是一连串有五个转作命令

语气(imperatival)动词的形容词﹐1 这五个词形成三个重点﹕同心

－谦卑﹑体恤－慈怜﹑相爱﹐这三样是教会内部最需要的。2 有了

这三样的建造﹐很自然的﹐教会就可以对外祝福外邦人(3.9a)。

3.9b特别声明﹐教会就是蒙召来承受神的福气的﹐我们蒙了神的

祝福﹐所以﹐我们可以祝福外人。3.10-12是解释为什么教会要祝

福外邦人﹐这段经文是引自诗篇34.12-16a。其实3.10-11的内容正

是3.8-9的教训﹐而3.12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如此﹐那是因为主对我

们的态度﹐我们实在蒙福啊﹐所以﹐我们乐意祝福外人。3 保罗在

哥林多前书4.9-13宣告说﹕「4.9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

看。…4.12b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4.13a

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这实在是教会在她的历史上最美丽的

一页。 

                                                 

1 J. Ramsey Michaels, 1 Peter. WBC. (Word, 1988.) 176. 

2 Peter H. Davids, The First Epistle of Peter. NIC. (Eerdmans, 1990.) 124. 

3 Edward Gordon Selwyn以为3.8-9列出了基督彼此与对外人的属灵品质。The 

First  Epistle of St. Peter. 2nd ed. (Baker, 1947.) 189. Alexander N. MacLeod为

3.8-12这一段作了很好的总结﹐指出基督徒需要的六种品质。前三种是信徒之间

的﹐第四﹑五样则是对任何人者﹐第六样(祝福人)是对敌对社会者。毛克礼﹐

彼得前书释义。(证道﹐1951。) 21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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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品质 

 3.8一开头就说﹐「总而言之」是总结2.13-3.7的伦理教训﹕如

何作公民﹑仆人﹑妻子﹑丈夫。3.8提到了五个命令。这五个命令

是交错排列﹐所以又可以简缩为三个重点﹕同心－谦卑﹑体恤－

慈怜﹑弟兄相爱。 

谦卑合一 

 我们都知道教会要同心﹐否则就站立不住。那么教会如何才

能同心呢﹖或说教会要如何才能与主同心呢﹖那是当神的儿女都

以主基督的心为心之时。主耶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太11.29)。

谦卑是在神的形像里面的﹐所以﹐腓立比书2.6的另两种翻译更为

传神﹕现代本﹕「祂原有上帝的本质﹐却没有牢牢的抓住跟上帝

同等的特权。」吕译﹕「祂形质上本是属神的﹐却不以自己与上

帝平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如果我们将这节按「因为…所以」

的句型来译的话﹐会更准确﹕「因为祂[基督]有神的形像﹐就不

以自己与神的同等为强夺的。」谦卑是具有神形像之人的第一个

重要的美德。基督徒有了谦卑﹐教会就有合一的见证。 

 费城西郊在二十几年前只有一家华人教会。后来变为三家规

模都不大的教会。约在十年前一位牧师提倡本是同根生﹐为何不

合并回去为一个教会呢﹖此话一出﹐有人就批判他有野心。但是

他说﹐你们统统都错了﹐我准备离职进修。我的确是为着主的荣

耀说的。几年前﹐美梦成真﹐他们真的合而为一﹐改名称为三一

堂﹗三个教会原有各教会的执事﹑会友们心中都有谦卑的心﹐放

下原有教会的立场﹐才能寻求更大的合一。 

体恤慈怜 

 其次﹐体恤与慈怜。体恤(sumpaqh,j)此字在新约只出现这么一

次﹐意思是表示同情﹐善体人意﹐感同身受。它的动词(sumpa,s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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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出现两次﹕另见罗8.17)在哥林多前书12.26a的思是﹕「若一个

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罗马书12.15最能表现这种

意思﹕「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最近小安安

动完脑部大手术﹐据医生说﹐手术是成功的。但是从手术做完以

后﹐她的脑里仍有痉挛﹐所以﹐没有言语﹑表情﹐不能吞咽。我

们能为她和她的父母做什么﹖不﹐我们几乎不能做什么。但是我

们可以与他们一同受苦分忧﹐一同祷告求主。当约伯受到大苦时

﹐他的三位好友开头时做对了﹕「为他悲伤…他们同他七天七夜

坐在地上﹐一个也不向他说一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伯

2.12-13) 

 体恤是比较消极的﹐更积极的是「存慈怜的心肠」。彼得在

此用的是形容词﹐它的同系动词是耶稣最爱用的一个动词﹕动了

慈心(splagcni,zomai)。主耶稣主动地向着人动了祂怜悯人的心肠。

这是主所有服事的内在基本动力(太9.36)﹔希伯来书2.17说祂是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而我们到主那里可以得到的﹐正是主的

怜恤﹐来4.16。主的神迹里﹐有六个是因为祂动了慈心﹔4 主的比

喻里﹐有三个是以怜恤为主题。5 不久前来到我们中间的赵建安

/Laura夫妇在中国陕西渭南的孤儿院工作(伯特利儿童之家)﹐实在

感人。他们十年来先后领养过100多个小孩﹐基督的怜悯感动了他

们去做这种恩慈的工作﹐震撼了社会大众的良心﹐连不认识他的

新闻记者都用智慧替他们的慈善工作报导﹐而且特意把可怜的社

会边缘人孤儿的照片﹐和邓小平的孙辈者排版在一起﹐这样可以

吸睛叫人看见这些孤儿。 

                                                 

4 大痲疯得洁净﹐可1.41﹐#耶稣微行合参#51﹔拿因城寡妇之子复活﹐路7.13

﹐#67﹔五饼二鱼﹐太15.32//可6.34﹐#86﹔七筐﹐太15.32//可8.2﹐#93﹔小孩

的癫痫小孩驱鬼治病﹐可9.22﹐#101﹔巴底买得看见﹐太20.34﹐#145。 

5 太18.27﹐七十个七﹔路10.33﹐好撒玛利亚人﹔路15.20﹐浪子回头。 



彼前3.8-12﹕蒙福而祝福 

 - 197 - 

弟兄之爱 

 第三﹐乃是弟兄之爱。我们在彼得前书1.22已经看过了﹐弟兄

相爱的四个性质﹕纯洁性(purity)﹑真实性(genuineness)﹑内在性

(inwardness)﹑热切性(fervency)。爱是教会的最大标记﹐对内的﹑

也是对外的。谦卑﹑体恤﹑慈怜都是内在的感动﹐爱弟兄与合一

则是实在的行动﹐参约壹3.18。 

只要祝福 

 接着﹐3.9论到了教会最难能可贵的美德﹕只有祝福(参罗

12.14)。这是爱中之爱﹐谦卑中的谦卑﹐体恤中的体恤﹑慈怜中的

慈怜。教会处在一个敌对仇视的环境中该怎么办呢﹖基督教立国

的美国﹐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会走到这一步﹐她的周围的社会

渐渐变成了敌对她的社会﹗美国教会今日可以大大地对社会操练

马太福音5.38-48的美德了。 

亚伯拉罕之约 

 其实神的儿女要祝福外人﹐是旧约里的教训。亚伯拉罕之约

的内容正是如此。创世记12.2-3﹕ 

12.2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12.3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教会要祝福万国乃是亚伯拉罕之约的核心思想﹐是神与我们立恩

约的原委。所以﹐我们不要惊讶旧约里类似的话语﹐如﹕「不可

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利19.18)「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祂必拯救

你。」(箴20.22)「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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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行的报复他。」(箴24.29) 受祝福的对象不只是局限在选民之间

﹐而且外邦人也包括在内的。 

 耶稣是满了祝福的人子﹐祂在登山宝训里清楚地讲述人得祝

福道理(太5.38-48﹐路6.27-38)。不错﹐圣经是有一些教训像罗马书

12.19引申命记32.35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罗马书12.20-21接着引箴言25.21-22说﹐「12.20所以﹐『你的仇敌若

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

堆在他的头上。』12.21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蒙召去祝福 

 彼得前书3.9a是实行的命令﹐3.9b是呼召的原委。6 3.9b的

「此」何指呢﹖不是指着其上文﹐3.8-9a﹐而是指着3.9b本身。7 神

呼召我们承受福气﹗因为我们是承受福气之人﹐所以我们今日要

祝福人。这岂不正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吗﹖彼得引用诗篇

34.12-16a时﹐更是加上了新约的亮光。彼得前书3.10所提的生命与

美福(原文作好日子)﹐是指属灵的生命与末世的荣耀。我们乃是蒙

                                                 

6 和弗4.30-5.1的教训类似。我们之所以要除去苦毒﹑待人以恩﹐其原因是因为

我们是受了圣灵印记的人。 

7 毛克礼(1951)﹐222。他引用太10.8的话﹐「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

去。」Selwyn (1947)在这句话的注释是﹕「基督徒祝福…人的心态是根据于他

们将神赐予他的怜悯与神的(救恩)应许之感恩﹐实现[在祝福外人]了。」190。

J. N. D. Kelly也作如是观﹐以为tou/to是向前看未来的。Kelly, A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s of Peter and Jude. (1969; reprint by Baker, 1981.) 137. Peter H. Davids

以为就文法而论﹐tou/to可以指其前的事﹐但是最佳的解释乃是指着向前的事承

受福气一事。Davids, 126-27. J. Ramsey Michaels也作同样的看法。Michaels, 

178-79. 他说﹐「不报复的原因乃是由于他们[基督徒]的归正﹐与基督救赎性的

死而复活使神的「呼召」[他们去祝福敌视他们的外邦人]成为可能。」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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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进入那一个末日荣耀的大祝福﹐所以﹐我们今日要祝福外人﹐

好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可以得享那一个永远的祝福。 

 其实这正是整卷彼得前书的论调﹐作者一直在强调末世时﹐

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1.4)﹐所以今日我们能为世人祝福。 

 这样的祝福外人还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为之﹐而是在基督

徒因着他们的信仰受到恶待﹑辱骂之时(3.9a)。保罗面对这样的难

处之时的圭臬是这样的﹐哥林多前书4.12b-13a﹕「4.12b被人咒骂﹐

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4.13a被人毁谤﹐我们就善

劝。」所以﹐彼前3.9b所说的祝福也包括保罗以上所说的三件事。

第一要善劝﹐将主的道理说清楚。以反同性婚姻为例吧﹐乍看之

下﹐基督徒很不通情理﹐为何没有成人之美﹖但是我们若进一步

明白神的话﹐再回头看一看同性恋运动给个人﹑下一代与整个社

会所带来的痛苦与咒诅﹐我们必须要起来善劝那些同性恋者与同

情他们的人﹐并制止这种神的眼中看为可憎的举止。今日美国不

少的教会领袖呼吁要将「禁止同性婚姻」写入美国宪法之内。如

此﹐就带来许多的毁谤﹐我们必须要解释﹐这是为了人类社会的

延续﹑子孙万代的幸福着想﹐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必须要抗争

到胜利为止。 

如何祝福 

 忍受逼迫是消极的﹐为咒骂我们信仰之人祝福才是积极的。

主在登山宝训里怎样教训我们呢﹖ 

赦免 

 第一﹐不要与他们作对(太5.39)﹐意思是不要有报复之举。赦

免就是祝福。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之上的大祷告﹕「父啊﹐赦免他

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路23.34ab) 结果﹐同钉十



彼得前书释经信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 

 - 200 - 

字架的罪犯听到就得救了(路23.42)﹔在十字架之下行刑的百夫长

听到也得救了﹐承认祂是义人﹐并归荣耀给神(路23.47)﹐说祂真

是神的儿子(太27.54//可15.39)。 

 司提反殉道了。当他死的时候﹐他的祷告和主耶稣的一样﹕

「主阿﹐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徒7.60a) 他没有想到他的祝福

祷告给教会带来永远的大祝福﹕保罗因此开始走向天路之旅。 

 但是今日基督徒受到了伤害的反应﹐往往和非信徒的一样﹐

心中满了苦毒﹐就算没有报复的行动﹐报复的思想充满在我们的

心中﹐使圣灵在我们心中担忧(弗4.30)。我们就过着一个有罪疚的

生活﹕知道不该恨人﹐可是偏偏就天天在恨人﹐胜不过﹐心有不

甘。每次念主祷文时﹐都念不下去。路加福音6.37也是登山宝训的

一段话﹕「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释放。」今日世俗上充斥了

太多的饶恕之道﹐跟圣经的不同。神为什么说我们要赦免人﹖很

简单﹐因为我们蒙神赦免有如一万他连得之多﹐而别人亏负我不

过区区一百钱而已﹐其差有如60万倍(太18.21-35)。让我们回头看

看加略山吧﹐看主怎样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看看未来的大审判

吧﹐看主怎样称义我们(参启19.8)。还不快释放－释放我们自己－

那一个坐心牢的可怜人﹗ 

 为什么我们不容易赦免别人的亏欠﹐那是因为我们赦免人时

老是看见别人的罪过﹐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得罪主。每一次的赦免

人都是神的安排﹐叫我们再一次地看见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

的﹐与主将来在大审判要给我们的大恩典。这是主祷文﹐要我们

天天默想自我提醒的。每一次的赦免人就是释放我们自己。 

善意 

 罗马书12.20-21接着引箴25.21-22讲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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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12.21你不可为恶

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好多年以前﹐我们一群新得救的大学生问巴柝声(Mr. Ross Peter-

son)教士﹐「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想那不

是把人的头给烧坏了吗﹖宣教士的中国语实在有限﹐但是他很有

智慧﹐就用动作表演给我们看那是什么意思﹐非常幽默﹐我们都

明白了。他的结论是﹐「叫他不好意思啦」﹗人的心都是肉作的

﹐基督徒如此行是针对他们的良心﹐叫他们自觉受不了而悔改。 

 耶稣运用这样的原则告诉新受洗的人说(太5.39-42)﹕ 

5.39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5.40有人想要

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5.41有人强逼你走

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5.42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

贷的﹐不可推辞。 

当然这些事皆非不道德的事﹐才可这么做。当基督徒如此做时﹐

圣灵就要在你的对头心中工作﹐使他真正地蒙受永生之福。 

祝福 

 赦免是消极的﹐祝福是积极的。为什么圣灵会在保罗心中运

行﹐使他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是因为有人在

为他祷告﹐至少因他的逼迫而殉道的司提反﹐在他死时的最后一

句话就是在为他祷告﹐他心中为他祝福﹐愿逼迫他的人心眼得开

﹐看见基督的荣美。司提反或许口中没说﹐但是他的见证如此﹐

你能想象使徒行传7.54-60里的两种脸吗﹖逼迫者的极其恼怒﹐而

司提反的脸却好像天使的面貌(6.15, 7.55-56)。那一张天使的脸就

是祝福﹗祝福就带入了圣灵在人心里的工作。 

 1900年内地会在华殉道的宣教士多达58位﹐外加21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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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戴德生(已经68岁了) 决定一切属乎内地会的公物﹐不要求清

廷赔偿﹔即使清廷要赔﹐内地会也不接受﹐这对中国是一个何等

的祝福。8 郭楼尔(Archibald E. Glover)是内地会在山西省的88名宣

教士中的一位﹐其中47名殉道了﹐逃生的有41位﹐他是其中之

一。逃出来以后﹐才出生的婴儿夭折。妻子也在10/25过世了﹐她

死时才28岁﹗听听她死前给父母亲最后一封信上的话﹕「我每天

都感谢神给我们机会有份于基督的受苦…我渴望能够再回到潞安

去工作﹐愈快愈好。」9 这对中国是何等的祝福﹗ 

 去年在芝加哥的中国福音大会上﹐我亲耳听见过去五十年来

为主受苦的几位神的忠仆－谢模善﹑李慕圣﹑杨心斐－一再地说

﹐若不是宣教士来华传福音﹐我们都不会信主的。他们把华人教

会的复兴归因于宣教士的祝福。同样的﹐在英美教会今日低潮之

时﹐我们华人教会要起来为她祝福。 

智慧 

 约瑟老早就赦免他的兄长们的败德恶行(参创41.51﹐长子玛

拿西一名的意思)﹔当他亲眼看见兄长们真的都跪在他的跟前求粮

时﹐他的反应是真正满了智慧与爱心(创42.7)。如果他当场就与他

们相认﹐结局会怎样呢﹖很难带领他们有真诚的悔改。可是约瑟

试验他们是否真诚地悔改﹐包括四重测试﹕他们还爱钱吗﹖还嫉

妒吗﹖爱小弟兄吗﹖爱父亲吗﹖一直到了44章底﹐这些测验都过

关了﹐约瑟才与兄长们相认﹐放声大哭﹗并讲了一席圣经上最感

人的赦免的话(45.1-15)。 

 Mayday for Marriage运动的教会领袖们﹐都是充满智慧与爱

                                                 

8 Howard Taylor, James Hudson Taylor. (1950.) 中译﹕胡宣明﹐戴德生传。(证道

﹐1975。) 292。 

9 魏外扬﹐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宇宙光﹐1978。)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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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基督徒们。这个运动是许多政客们所痛恨的。但是要祝福他

们﹑要祝福美国﹐必须有如此智慧的作法。 

手心向外 

 儿童合唱团的家长们﹐先祝福别家的小孩吧。让他们挑要角

﹐然后才是自己家的儿女﹔而不是向指挥关说﹐要把自家的小孩

推上要角。一位英国著名传道人求主先祝福镇上别的教会﹐让他

们的教堂先坐满了﹐接着他的教会就会蒙祝福。 

 家庭生活中应该是满了父母对小孩的祝福。旧约里使用祝福

最多的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个家族。在我们家中是否如

此呢﹖我们要有祝福的心﹐才会有祝福的智慧﹑善意与话语。 

 我们不要忘掉﹐圣经所说的祝福绝非世俗式的﹐而是受了委

屈﹑咒骂﹑羞辱﹑逼迫﹑毁谤之时﹐仍旧靠着祝福我们的神祝福

世人。在生活中自我挑战﹐去爱自己不爱的人﹐去关心心中有怨

气的人﹐祝福心中原来对他有苦毒的人。主耶稣离开世上最后的

一件事﹐就是举手为门徒祝福﹐也可以说是为着世人吧。祂的手

上带着钉痕的﹐可是祂赦免了﹐而且加上祝福。旧约祭司有一个

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三迭的祝福(民6.24-27)﹕ 

6.24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6.25愿耶和华使祂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6.26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10/17/2004, MCCC 

祷告 

使我成祝福(Make Me A Blessing. H634) 

1 在人生纷歧曲折途径中 多人正疲倦困顿 

黑暗笼罩快将真光照明 使忧伤者得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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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成祝福 使我成祝福 愿主荣光从我四射 

使我成祝福 这是我祷告 愿有人今日从我得祝福 
2 将主赦罪大能并祂大爱 尽速向人广传扬 

这些在你身若时刻真实 别人即将归救主 
3 我给因主曾白白赐给我 我爱因主曾爱我 

愿我真成为无助者之助 使我完成祂托付 

Make Me A Blessing. Ira B. Wilson, 1909 

SCHULER 10.7.10.7.ref. George Schuler,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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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篇 盼望的缘由(3.13-17) 

经文﹕彼得前书3.13-17 

3.13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没有。3.14你们就真是

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3.15

只要心尊主基督为圣﹐并要常作准备回答各人﹐就是那问你

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人﹔3.16但回答要以温柔与敬畏的心态﹐

存着无亏的良心﹐就在你们被毁谤的事上﹐可以叫那诬蔑你

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将会受到羞愧。3.17因为神的旨意

若真是命定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 

诗歌﹕新鲜如同清晨甘露(Fresh As the Dew) 

鼓舞人向前 

 前面从2.11起到3.12的这一个大的段落﹐是神的百姓在今世

生活的责任﹐大纲在2.11-12﹐细节在2.13-3.7﹐结论在3.8-12。这

一段3.13-17则是神给祂百姓的应许。1 2.11-3.12的一段是神要祂的

百姓做的﹐3.13-17的一段则是神要为祂的百姓做的。换句话说﹐

这一段是彼得前书最鼓舞人往前的一段。 

                                                 

1 J. Ramsey Michaels提供了本卷的分析大纲。见Michaels, 1 Peter. WBC. (Word, 

1988.) xxxvii. 



彼得前书释经信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 

 - 206 - 

 这一段又分成两小段﹕3.13-14a, 17是论到神赐给祂的百姓的

确据﹐而3.14b-16则是神赐给我们的勉励。 

生活的勇气 

 真基督徒都有救恩的确据﹐都可以向全宇宙夸耀。保罗曾发

出属灵的豪语﹐也可以说向撒但挑战﹕「谁能敌挡我们呢﹖…谁

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定他们的罪呢﹖…谁能使我们与

基督的爱隔绝呢﹖」(罗8.31-35) 这是每一个重生信主的基督徒都

可以唱出的凯歌﹐我们唱的原因很简单﹐唯独因为基督为我们成

就了何等大的救恩。我们不用做什么﹐因为这是神白白赐给我们

的恩典。 

 可是在彼得前书3.13a的话就不一样了﹐他说﹐「你们若是热

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是有条件的﹐条件乃是我们要热心行

善。不但要行善﹐而且要热心行善。这种热心常见之于宗教与政

治生活﹐可是彼得在此说我们要为行善而热心。他在前面举了三

方面－与政府之间﹐主仆之间﹐夫妻之间－的善行。我们用热心

善行来祝福人﹐它的核心是爱。 

 中世纪十字军运动(1095~1291)之时﹐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

的对立十分尖锐﹐可是圣法兰西斯(1182~1226)却一点也不害怕﹐

志愿到回教徒中间做两者之间的劝和者。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善

行是出了名的﹐他除了讲道之外﹐就服事病人和赒济穷人﹐而他

自己严守贫穷。 

 我在读神学院时﹐有一天我们讨论到黑人教会的情形。非裔

美国人同学﹐Pastor Wesley﹐就讲他们在该族裔社区里服事的情

形。他们不但要传道﹐还要做许多的慈善事工﹐所以自然就成了

社区领袖。然后﹐他拿出一个pass是警察局发的。他说﹐什么时候

只要费城的警察闪灯﹐他把这张通行证亮出来﹐警察就会恭敬地

让他过去。为什么呢﹖这是他们牧师赢取来的﹐因为帮派或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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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常和警察枪战对峙﹐这个时候﹐警察就找牧师们身入虎穴﹐兵

不血刃﹐解决僵局﹐警察当然感激了﹐保命一条。黑道也很感激

﹐因为常常是牧师们卖面子把他们保出来。 

 麦克阿瑟将军浑身是胆﹐他常常走到最前线观察战局﹐毫无

顾忌。他一生最有名的照片是「菲律宾﹐我回来了!」﹐走向沙滩

的镜头。你们知道吗﹖岸上树林里可能还有日军的殂击手﹗二战

欧洲及北非战场名将巴顿将军也是浑身是胆的人﹐他孤军深入﹐

头一个打到柏林﹐欧战他几乎无役不与。 

 假如外邦人都可以有一股浩然正气使他无所惧怕的话﹐我们

神的儿女岂不更该如此吗﹖若歌教会的陈致诚牧师常到中国乡下

做短宣培训事奉。他是医生出身的﹐我问他﹐「你怎么吃呢﹖」

他说﹐「他们摆上什么﹐我就吃什么。」「你不怕被传染吗﹖」

他笑笑﹐「不怕。」郑昌世牧师的脑里有一个血管瘤﹐他大概是

十几年前才知道的。当他知道有了这一个瘤以后﹐他的服事观有

了大改变﹐整个人豁出去了﹐不再瞻前顾后的。横竖都是一死﹐

都在神的手中﹐只管热心事奉﹐愿神的旨意成就(徒21.14)﹐怕什

么呢﹖他是提着自己的脑袋在事奉的。为主豁出去吧﹗生完孩子

﹑满了月﹐小孩身体健康就好好地带孩子来聚会吧。不要怕﹗撒

但手中有许多箭矢﹐其名叫「害怕」。你一怕﹐什么事都做不成

了。注意该注意的﹐但不该怕的就不要怕。 

登山第八福 

 那么﹐行善是否就不会受苦呢﹖按理说﹐不会﹐3.13加写的。

可是使徒又退了一万步说﹐「你们就真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

的。」动词「受苦」在这里的语气是罕见的祈愿语气(optative mood)

﹐意思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假设语气﹔3.17的命定(qe,loi)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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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14a说﹐即使有的话﹐你也是有福的﹐这是主在登山宝训所说

的第八福﹐乃最大之福(太5.10-12)。神应许我们﹕第一﹐因热心行

善而有的生活勇气﹔第二﹐因行善受苦而有的祝福。什么祝福呢

﹖1.7说﹐我们的信心会比金子更显得宝贵﹐即灵命会转变得像主

﹔并在主来之时﹐得着主的称赞﹑分享主的荣耀与尊贵等大赏

赐。 

 圣经永远要我们看地平线外﹐正如诗歌我知主掌握明天 (I 

Know Who Holds Tomorrow)第三节所说的﹕ 

在那里阳光常普照 在那里没有眼泪 

在美丽彩虹的尽头 众山岭与天相连 

所以﹐基督徒乃是凭信心之眼看见神末日的大祝福﹐而来走今日

的属天的道路﹕ 

每一步越走越光明 像攀登黄金阶梯 

每重担越挑越轻省 每朵云披上银衣 

3.17的命定用的也是祈愿的(optative)。神绝不是要我们为受苦而受

                                                 

2 这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偶发事件」(“remote contingency”)。见Michaels, 186, 192。

Optative mood: Earnest de Witt Burton只讲了一些﹐§174-179。Burton, Syntax of 

the Moods and Tenses in New Testament Greek. (1900. Reprint by Kregel, 1976.) 

79-80. J. Gresham Machen只讲了一小节(§550)﹐这是古典希腊文的文法﹐在新

约里几乎罕见。Machen, New Testament Greek For Beginners. (MacMillian, 1923.) 

218. H. E. Dana & Julius R. Mantey讲得多一些﹐说这种语气是比假设语气更不

可能实现者﹐在Koiné里快速消失﹐现代希腊语则完全消失。新约只用了67次。

见§164。Dana & Mantey, A Manual Grammar of the New Testament Greek. 

(MacMillian, 1955.) 172-174. F. Blass & A. Debrunner讲得多些﹐§384-386。

Blass & Debrunner, A Greek Grammar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10th ed. (ET: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61.) 194-195. Maxi-

millian Zerwick S.J.也讲得不多﹐§354-358, 323, 346。Zerwick, Biblical Greek. 

(1963. Rome: Scripta Potificii Instituti Biblici, 1982.) 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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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神旨让我们受苦乃是为着特别的原因而安排的﹐正如约瑟对

兄长们所说的﹐「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创50.20, 参45.5, 7, 8, 9

﹐诗105.17) 神绝不轻易叫我们白白受苦﹐必有祂的美意。如果神

看得起我们﹐让我们尝一些十字架的苦难﹐将来就必有第八福带

来的福份赐给我们的(太5.12)。 

怕神不怕人 

 神不愿让我们因行善而受苦。可是﹐一旦碰上了﹐怎么办呢

﹖我们当如何回应这种挑战呢﹖彼得前书3.14b-16回答我们的困

惑。两方面﹐消极的与积极的。 

 消极方面﹐「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这正是撒拉

的经验(3.6)。撒拉不知道几岁嫁给亚伯拉罕﹐但是我们知道他们

夫妻差十岁(创17.17)﹐而亚伯拉罕进迦南时是75岁。亚伯拉罕并

不是一个体贴爱妻子的好丈夫﹐何以见得呢﹖他的丈夫出吾珥时

曾对妻子说﹐「如果有人因妳长得漂亮要娶妳时﹐拜托﹐告诉别

人我是妳的哥哥﹐这样﹐救了我一命﹐就是妳对我的恩典了。」(参

创20.13) 这是什么话﹗这种事还真的发生过﹐至少两次记载在圣

经上的。可是撒拉依旧对丈夫顺服﹐称他为主。她和那个不负责

任的丈夫在异地游牧﹐心中怕不怕﹖丈夫随时就会放她的鸽子﹗

但是她心中毫不害怕﹐因为她很清楚她是走在神的旨意中。她敬

畏神﹐又以温柔为装饰活在神面前﹐加上她仍不改初衷地爱丈夫

﹐向他行善﹐她就不害怕(彼前3.1-6)。人只要敬畏神﹐他/她就无

所惧怕。这就是撒拉。当法老和亚比米勒把她强取去时﹐正是最

危急的时刻。结果呢﹖神比她还急﹐就出来做事﹐用灾难﹑异梦

干涉快要犯罪的人﹐好把撒拉救出来(创13.17, 20.3-7)。 

 不过这些都还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亚伯拉罕这个人﹐撒拉和

他要过一辈子。今天我们的寿命没有他们那时长﹐活到过金婚就

不得了了﹐能够过钻石婚﹐那是罕见的。如果撒拉20岁嫁给亚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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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罕﹐前面日子好像还可以﹐住在吾珥﹐亚伯拉罕的毛病还没有

暴露出来。可是到了迦南地﹐他就原形毕露了﹐叫人受不了。到

他99岁那年﹐神终于把他改变成功了﹐他在神面前开始作完全人

﹐这一年也是神用神迹使生育已经断绝的撒拉怀孕了。撒拉把以

撒生下来﹐到她安息主怀﹐还有38年的夕阳无限好。丈夫爱她﹐

儿子乖巧﹐她终于得到一个女人一生最希望追求到的幸福了。 

 撒拉死的时候﹐亚伯拉罕起来为她哀恸哭号(23.2)﹐因为他

太爱她了﹐真情流露。恩爱的泪水﹑亏欠的泪水﹑悔改的泪水﹑

感恩的泪水﹐统统流在一起﹐分不清了。撒拉走的时候﹐带走了

丈夫对她的一颗真心。她一生的婚姻岁月约有百年﹐早年在吾珥

还不错﹐但是那种好的光景还缺少试炼﹐不是颠扑不破的好。中

间有25年的日子是熬过来的﹐可是到了她的生涯最后的38年﹐那

是金色的﹗ 

 你们说﹐神的话－「你们就真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

－对不对﹖上面说过﹐这福气乃是今日的灵命长进﹐与末日神所

赐的大福气(1.7)。还有一个更大的福气乃是借着说出我们心中盼

望的缘由﹐为主做见证。主应许我们﹐当我们诉说了我们的缘由

﹐祂要在反对主的人身上工作﹐或许为我们借着审判他们来给我

们平反﹐或许恩待他们使他们悔改归正。 

盼望的缘由 

 积极的是我们要向人诉说心中荣耀盼望的缘由﹔彼得前书

3.15-16是神对我们积极的勉励。首先要尊主为圣﹐将主高举﹑尊

崇祂﹑圣别祂﹐这是主祷文的第一句﹐自己尊主为圣﹐把主摆在

首位。我们的心也有了变化﹐那就是里面长存着敬畏﹑温柔的心。

这种心不是只有姊妹才有的﹐弟兄可以有﹐而且也应该有。我们

还要有一颗清洁的良心﹐这一颗好的良心不仅是因为有善行﹐而

且是因为我们内心的动机纯正。好﹐在这以前都是面对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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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b是面对人的。受苦﹐我们是被动地受﹔但诉说心中盼望的缘

由则是抓住机会向人作见证了。 

 在基督里的好品行是行为的见证﹐心中盼望的缘由则是心灵

的见证﹐更为有力。当我们诉说了我们的见证﹐剩下的就是神在

听到之人的心中作见证。正如哥林多后书2.14-16所说的﹐ 

2.14感谢神﹗常帅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

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2.15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

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2.16在这

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气

叫他活。这事谁能当得起呢﹖ 

有的人蒙神眷顾了﹐悔改归正﹐就归荣耀给神﹗(彼前2.12)﹔有

的人刚硬不肯悔改﹐坚持留在自己的罪中﹐到了将来审判的日子

﹐神要叫他们为自己的不义受到羞愧(3.16)。听到我们盼望缘由的

人会悔改﹑还是不悔改呢﹖他们自己有责任﹐但在这一切之上有

神的主权。 

神眷顾的日子 

 司提反因行善而竟然受苦﹐而且为主殉道。他被犹太人捉拿

了﹐带到公会公审。他被诬蔑。可是当轮到他答辩时﹐3 他的确是

说出了他心中盼望的缘由(徒7.1)。结果﹐听到的人都极其忿怒﹐

一齐摀着耳朵﹐(奇怪还有手拿石头﹖) 把他用石头打死了。圣灵

至少在一个人的心里工作﹐那人就是保罗﹐后来他悔改归正了。 

神审判的日子 

 约瑟17岁被兄长出卖﹐到波提乏的家中成为奴隶。他对主人

                                                 

3 彼前3.15的「回答」(avpologi,a)在新约出现共八次。其他各处都是答辩之意﹐

是以法庭为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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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然尽忠﹐神的同在也显在他的精明能干之中。他算是为主人热

心行善的人了。可是神的旨意是命定他还要受更大的苦。孔子说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

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第

十六篇季氏7。) 人性从来没有改变过﹐撒但攻击人的三条路﹕钱

﹑权﹑色。约瑟正值血气未定﹐仇敌选择用情色来诱惑他。约瑟

实在不容易﹐他不仅要胜过这三样罪的网罗﹐而且他还要在这三

样罪来试探他的时候﹐得胜而拒绝诱惑。为义受苦的人有什么福

呢﹖神要为他平反﹐叫诬蔑他的人受到羞愧(彼前3.16)。约瑟被关

在死牢里大约有10年。陷他于罪的波提乏的妻子没有想到有一天

她会面临公义的审判。当约瑟30岁一夜之间成为埃及宰相的那一

天﹐法老一定会下令查办十年前的冤案。圣经没有交待后来波提

乏的妻子如何﹐但是我相信埃及的法律不会轻易放过她﹐必要叫

她受到羞愧﹐使神的公义得到伸张。 

强烈的缘由 

 我们用心中所盼望的「缘由」(λόγον)﹐来「回答」(ἀπολογίαν)

人﹔4 「回答」是法律名词﹐原意是指在法庭审讯时﹐用我们的缘

由来「答辩」控告者的审讯。当然这种询问可以更和缓地﹐不是

发生在法庭里﹐而是出现我们的生活里﹐不过它的原则都是一样

﹕不信的人不见得要毁谤我们﹑诬蔑我们﹐可是他们想问我们心

中究竟在盼望什么。那么﹐你的「缘由」是什么呢﹖你要将它「分

诉﹑辩明」清楚﹔它会产生一种力量说服人。 

 我要跟你们分享「基督的少年鼓手－查理．卡森」的「缘由」。

                                                 

4 BDAG: avpologi,a经常是用作法律词汇﹕I. 辩词﹑答辩﹑回答(徒22.1﹐林前

9.3 分诉﹔II. 申辩的举止(提后4.16 申诉﹐徒25.16 分诉﹐林后7.11 自诉﹐腓

1.7, 16 辩明﹐彼前3.15 缘由)﹔新约共出现八次﹐皆为以上两意﹔III. 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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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查理(Charlie Coulson)在美国南北战争最惨烈的Gettsburg战役

受了重伤。他是小鼓手﹐医生救他﹑给他开刀﹐要打麻醉剂。但

他不肯。医生问他能够用些白兰地吗﹖也不成﹐因他九岁时就立

志不沾酒﹐如今十七岁了﹐他绝不想沾着酒气去见主。医生是憎

恨耶稣的犹太人﹐他就问查理可否见军牧。军牧来了﹐他和军牧

有美好的交通﹐并托他写信给母亲和主日学老师﹐告诉她们他如

今属灵的光景。 

 小查理真的没用麻药开刀﹐何等的剧痛﹐他居然在唱圣诗﹗

(其实在他手术受苦时﹐他一直为医生的归主祷告。) 手术后第五

天﹐医生去看他﹐他自知即将离世﹐就要求医生看着他过世﹐他

抓住这珍贵片刻向医生讲福音﹕「我爱你﹐因为你是犹太人﹐我

最好的朋友也是犹太人。」「是谁啊﹖」「耶稣。我要把祂介绍

给你。」说完福音后不久﹐小查理离世了。医生的心平生第一次

被福音震撼到﹐因此他到墓园送别﹔后来医生悔改信主了。 

 一年半后﹐医生在Brooklyn (NYC)一教会参加祷告会时﹐听

到一位女士分享。他就明白这位女士正是小查理的母亲﹐这时他

才知道﹐小查理手术之所以拒受麻药﹐就是要为医生的归主祷

告。他听了更加震撼。他再也坐不住了﹐就起身告诉那位女士﹐

「我就是为你的儿子开刀的医生﹐因着他的见证﹐我归主了。」 

 小查理的缘由太伟大了﹑太宝贵了﹐使他大有能力向人分诉

﹑答辩﹐尤其是遇见对方不想听﹑强力拒绝听﹐有太多的理由不

要听的情况下。使他得力的缘由就是福音－主的死而复活的史实

﹐愿我们都宝贵这一个缘由﹐得以突破这世代的拒绝。 

2/20/2005, MCCC 

                                                 

5 Dr. M. L. Rosevally, “Charlie Coulson, the Christian Drummer.” 中译﹕基督的

少年鼓手－查理卡森。旷野杂志 125 (2003年10月):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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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 

新鲜如同清晨甘露(Fresh As the Dew. H488) 

1 新鲜如同清晨甘露 带来畅爽的甘美 

基督藉祂温情恩膏 柔声细语的安慰 

站住直到试炼过去 站住直到风波平 

站住为着神的荣耀 站住与主同得胜 

*盼望之主 你的声音何甜 

在你面前 我心因此畅欢 
2 如果在我苦炼之中 我灵我心皆衰弱 

信心和那盼望之星 也都退落不闪烁 

愿你赐下信心能力 尽其全力抓住我 

使你所有荣耀丰富 我可无间的尝着 
3 主像清晨放明日光 驱尽所有的黑暗 

并且用你医治光线 使我黑暗变中天 

安慰之主求你就来 来到忧苦疲倦心 

你这有福荣耀盼望 哦来与我永亲近 

新鲜如同清晨甘露. 佚名 

WISPERING HOPE 8.7.8.7.D.ref. Alice Hawthorne, 1868 

(pseud of Septimus W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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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三篇 通天之旅(3.18-22) 

经文﹕彼得前书3.18-22 

3.18因基督也曾一次为众罪受苦﹐就是义者代替不义者﹐为要

引你们到神面前。祂在肉身里被治死﹐却在灵里复活了。3.19

并在那样复活的光景里﹐祂去传道给那些在窠穴里的诸灵听

﹐3.20就是从前在挪亚的日子里﹐神耐心等待的时候﹐那些不

顺从的诸灵。当时方舟正预备着﹐进入其中借着水得救的不

多﹐只有八个人。3.21这水所预表的洗礼﹐现在也拯救你们﹔

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而在乎以无亏的良心向神

诉求。它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你们。3.22祂已经进入

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

从了祂。(按原文新译) 

诗歌﹕祂起来(Christ Arose.) 

天窗开了 

 彼得前书2.13-3.7这一大段落是呼吁神的儿女过一个顺服的生

活。3.8-12是一个总结﹕谦卑相爱。3.13-17是神给我们平反的应许。

接着﹐在3.18-22是神给我们这些愿意为主受苦的人﹐开了一个天

窗﹗神要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祂今日已经进入诸天的境界(天堂)

﹐那里是神宝座的右边最尊荣的位置﹐万口向祂承认﹑万膝向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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跪拜。不仅如此﹐基督徒啊﹐我们在基督里也找到了一条通天之

路。3.18的「引」字(prosaga,gh)﹐其名词在新约用了三次﹐更能显

出它的意思。罗马书5.2的「进入」﹐以弗所书2.18的「进到」与

3.12的「来到」。主耶稣的复活升天给我们今日为主受苦的﹐开了

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进到神跟前。这一段经文可以说

是彼得前书的钻石﹐闪闪发亮﹐光可鉴人。 

 这段经文是新约最难解的经文之一﹐但是你如果掌握得对的

话﹐它并不难。有三句话是它的骨干﹕ 

祂在肉身里被治死﹐ 

却在[圣]灵里复活了﹐ 

祂已经进入天堂。 

这是主救赎大业的三部曲﹕受死﹑复活﹑升天。我们在2.21b-25看

见基督在十架上受苦的榜样﹐现在我们在这一段里看见基督在天

上得荣耀的榜样。这两段经文是同一个异象的两部份﹐为叫我们

跟随祂的脚踪行。唯有这一条道路才是通天之路﹗ 

死中之死 

 3.18是整段经文的根基﹐这根基带领我们再一次地来思考基

督钉十架的意义。主的死是一种怎样的死呢﹖第一﹐它乃是一种

一次永远的死亡。这是什么意思呢﹖即死了就不需要再死的死﹐

结束死亡的死亡。十七世纪最有名的清教徒神学家John Owen曾写

了一本书﹐形容基督的死乃是「死中之死」﹐或说「众死之死」(the 

death of deaths)。宇宙最大的悲哀就是死亡﹐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任何再好﹑再美的人事物走到了最终一站﹐就是死亡。神也很

幽默﹐祂怎样形容爱情的极致呢﹖「爱情如死亡之坚强」(歌8.6b)。

人世间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坚强的﹐所以﹐神用死亡来形容爱情的

坚强。究竟什么是死亡呢﹖圣经说它乃是神最后要摧毁的敌人(林

前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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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要失望﹐神已经在十字架上结束了死亡的权势﹐消灭

了死亡的威风。不错﹐还有死亡在肆虐﹐但是它的权势已经被主

摧毁了。怎么说呢﹖死亡的权势是什么呢﹖乃是罪﹗3.18一开头就

告诉我们好消息﹐就是福音﹐基督借着祂在十字架上的受苦﹐已

经一次永远地将罪恶销毁了。祂不但以祂的无罪替我们受了刑罚

﹐而且祂更进一步地以祂的公义﹐赐给凡信靠祂的人﹐以致于我

们来到神面前﹐都成为义人了﹐就像神的儿子那样的公义﹗ 

 结束死亡不过是祂救赎我们的第一步。正如上面说过的﹐祂

的救赎有三步最重要的﹕受死﹑复活﹑升天。3.18b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新约最著名的「肉体~圣灵」之对比。我们不

要误会﹐以为圣经的意思是轻视肉体﹑重视属灵。耶稣曾对犹太

人说﹐「叫你们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约6.63a) 注意

﹐主死的时候﹐是身体~灵魂全人的死亡﹔同样的﹐主复活的时

候﹐也是如此。「祂在肉身里被治死﹐却在[圣]灵里复活了。」

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哥林多前书15.45或说42-45的话﹐是

最好的注脚。彼得前书3.18b就是这个意思﹕主在第一个受限制的

肉身的境界里﹐结束了人类死亡悲惨的命运﹔主又靠着圣灵的大

能复活了﹐将人类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而祂也成了那一位叫

人活的灵(林前15.45b)。今日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复活﹐但是我们的

灵魂已经靠着主﹐被引入了那一个在主面前生活的境界。 

升上高天 

 主耶稣去了那里了呢﹖不只复活﹐而且升入了高天﹐或说天

堂﹐那原是人不能靠近的光里﹐然而主得胜凯旋了。腓立比书

2.9-11作了最清楚的交待﹕ 

2.9所以﹐神将祂升为至高﹐ 

又赐给祂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2.10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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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2.11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与父神。 

3.22用「在神的右边」来表达神授予耶稣尊荣的地位。有多尊荣呢

﹖「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祂。」在灵界里

的众天使都必须向祂下拜﹐我相信这里所讲的乃是指那些背逆的

天使﹐整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都向祂匍伏下拜。 

 彼得后书特别提到还有一些堕落的天使﹐被神丢在地狱﹑黑

暗坑里﹐等候末日的大审判。3.22所提到这些天使﹐不是那些已经

被神拘禁起来的。有一首诗歌是A. W. Tozer最喜欢的﹐其中第五

节我十分爱唱﹕ 

啊良人一举目 众天使下拜 

祂面前有万军敬候 

我良人一开口 全宇宙传开 

到永远应声赞美主 

Joseph Swain, 1791 

主啊在你面前(O Thou, In Whose Presence. H349) 

这是我们的主﹗全宇宙今天已经向祂下拜了﹐包括祂的仇敌在

内。那些背逆的天使虽然还没有成为祂的脚凳﹐但是在祂面前除

了下拜﹐还只能下拜。 

得胜宣告 

 3.19-21又回头叙述主耶稣今日在地上的工作。主不是已经升

天了吗﹖不错。但是祂如今已经成了叫人活的灵﹐那是新造境界

的人﹐太不一样了。更宝贵的是﹐祂在圣灵里回到地上来了﹗祂

来作什么呢﹖3.19说﹐「在那样复活的光景里﹐祂去传道给那些在

窠穴里的诸灵听。」主来传道﹐或作宣扬﹐对象是谁呢﹖乃是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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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地上各地的诸灵﹗「监狱」也可以翻译成「窠穴」(参启18.2ab)。

原来地上有许多的灵﹐福音书里称之为邪灵﹐或叫污鬼﹐住在各

地的窠穴里﹐他们还没有被监禁。这些灵和3.22末了提及的众天使

不同﹐天使住在天上﹐而邪灵则是在地上各处游走﹐和主还在地

上时的情景类似。 

 去年(2003)三月伊拉克战争爆发了﹐美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攻垮了胡笙政权。五月﹐布希总统就宣布胜利了。宣布得太

快了﹐因为在伊拉克各地还有许多游走的游击武力还没有收拾﹑

臣服。我们的主的胜利是否也是像美军那种片面的胜利而已呢﹖

今日的确是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在从事所谓的「释放职事」﹐其

实就是赶鬼职事。他们的立论是认为基督徒里头还有鬼要赶﹐这

些人的神学思想很奇怪。有人称他们的理论叫做「基督救赎不足

论」。 

 彼得前书3.19却告诉我们不一样的信息﹕复活的基督曾去向

那些背逆的诸邪灵宣告﹐注意﹐使徒用的是过去式﹐换言之﹐主

的宣告也是一次永远的﹐宣告一次就够了。日本战败了﹐1945/9/3

在中国战场上﹐是所有中国人受了十几年的抗战之苦以后﹐永远

不能忘的一天。当天﹐委员长蒋介石向日本人宣告﹐中国人的抗

战结束了﹑胜利了。请问﹐这样的宣告需要几遍﹖一遍就够了。 

 同样地﹐当主复活升天得荣以后﹐祂也一次永远地向还在地

上顽强扺抗的邪灵﹐宣告祂的得胜。一次就够了。弟兄姊妹们﹐

我们必须看见主的得胜是一次永远的﹐当我们信主归正时﹐我们

就已经在那个得胜里了﹐我们是坐享其成。我们不需要做什么﹐

只有不断地相信主的得胜﹑取用主的得胜就可以了。 

 你可能不相信这些灵界的势力﹐真的是那样真吗﹖以弗所书

2.2-3说﹐ 

2.2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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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2.3我

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

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在这段经文提及三样﹕撒但的灵(以及诸邪灵)﹑世俗﹑肉体。那些

邪灵在不信主之人的心中运行。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有撒但的

灵在其中搅和﹐他只有一个目的﹐顶撞基督的主权。最近我读了

一本书﹐达文西的密码(The Code of Da Vinci)﹐在攻击神儿子的

尊荣。最近美国各地同性恋者要求他们的婚姻合法化﹐也是鬼魔

在背后的搅和。 

 3.20﹐这些灵的背逆不是今天才这样﹐早就如此了。多早呢﹖

早在创世记六章挪亚洪水时代时﹐就是这样了。那时﹐主就已经

向诸灵宣告祂的得胜。从前是前瞻十字架而宣告﹐今日是回顾十

字架而宣告。都是一样﹐ 因为十字架永不改变﹐主击败了整个灵

界的势力。歌罗西书2.15说得最好﹕「祂既然将一切执政的和掌权

的废功了﹐并靠着十字架夸胜了﹐就在凯旋的行列中将他们公开

地示众(evdeigma,tisen)。」这是主在十字架上胜过整个灵界的得胜﹐

一次永远的。 

主的拯救 

 主在祂的复活升天﹑宣告得胜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祂的拯救

工作。3.20与21对比了「从前」与「现在」。从前指的是挪亚洪水

的年代﹐现在则指着是主升天得胜的新约时代。这两个时代十分

地类似﹐主在福音书就已经将它们相提并论了﹐主用前者来比拟

后者。挪亚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创世记6.1-5告诉我们﹐

那是一个邪灵横行的岁月。邪灵侵入了人类的基因里﹗彼得前书

3.19-20a说当时在地上各处有许多的巢穴﹐住着许多不顺从﹑背

逆的邪灵﹐他们是人在地上犯罪之源。在那些洪水未到施行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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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里﹐1 神的灵仍旧与人相争。 

 今日不也是一样﹖世界各地的道德都在沉沦﹐这不是美国一

处而已。后现代的文化否定了在伦理道德上有绝对的真理﹐新新

人类天天被大众媒体在洗脑﹐为邪灵的工作推波助澜。邪灵的工

作可多着呢﹕用苦难攻击神的儿女(启2.10)﹔用疾病攻击神的儿

女﹔拦阻神的工作(罗15.22)﹔鬼魔的教训﹐引人离弃真道(提前

4.1-5﹐西2.8)﹔诱人犯罪﹐给鬼魔留了地步(弗4.27)﹐尤其是那些

习惯性的犯罪﹔控告人的(启12.10)﹔掳掠神的儿女(提后2.25-26﹐

彼前5.8)﹔邪术(利18.9-13)。九种邪术﹐都是神所憎恶的。华人圈

中常见的有看风水﹑算命﹑看相﹑数字迷信﹑黄道吉日﹑生辰八

字﹑抽签﹑紫微斗数﹑碟仙﹑扶乩﹑八卦﹑拜祖先﹑拜偶像﹑求

香符等。祖宗的影响(出20.5﹐申5.9)﹕祖先的罪在某种程度上会影

响后人﹐但要看以西结书18章﹔使神家中产生了破口(诗106.23)。

约翰．本仁在天路历程下卷提到多忧离世时﹐说到他生前的软弱

是由于他常常纵容(entertain)恐惧与多忧的灵。这是灵界对神儿女

在心思上的攻击﹐要人去思想它﹑纵容它﹔不是鬼附。多忧现身

说法﹐要人拒绝它﹐摒之门外﹐即在思想上拒绝它﹐不容许不合

圣经的思想进入人心。所以﹐多忧需要的不是赶鬼﹐而是追求圣

洁﹑治死自己的肉体情欲﹔即在自己的心思里对付那些不讨主喜

悦的思想﹐而非一味地怪罪那些邪灵。 

 可是主却向他们一次永远地宣告主的升天得胜﹐以斥退鬼魔

的势力﹗3.20b-21说明了主在其中仍旧作拯救的工作﹕ 

3.20b当时[即从前]方舟正预备着﹐进入其中借着水得救的不

多﹐只有八个人。3.21这水所预表的洗礼﹐现在也拯救你们﹔

                                                 

1 创6.3所说的120年并非说﹐再120年神就要审判﹐而是说因为人类的犯罪﹐他

的寿命将减缩到120年的限制之内。洪水的到水是当挪亚600岁的那年﹐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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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而在乎以无亏的良心向神

诉求。它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你们。 

新里程碑 

 「水」成为一个表号﹐说明神的审判。神曾用洪水审判挪亚

的世代﹐神也用另外的一种水﹐就是基督所经历的死亡来审判人

类。不要小看这个水所代表的意义﹐它代表基督的死亡﹐你们还

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死亡中的死亡」。你信主了没

有﹖一个真信主的人必须宝贵这一个死亡﹐和代表它的水－洗礼

的水。3.21b讲得很清楚﹐洗礼的水本身不能什么﹐它只是代表信

主之人以一颗被主的宝血所洗净的良心﹐向神永远的救恩立定誓

约。真正拯救我们的﹐「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

(3.21c) 

 受洗在我们信主的历程上是一个里程碑﹐求主帮助我们看见

它的宝贵。 

5/2/2004, MCCC 

祷告 

祂起来(Christ Arose. H108) 

1 祂躺卧在坟墓 耶稣我救主 

静待晨光重睹 耶稣我主 

*祂从坟墓已起来 胜过仇敌大大的奏凯 

祂从黑域起来 祂是得胜者 

活着掌权与祂众圣徒联合 

祂起来祂起来 哈利路亚主起来 
2 兵丁徒然看守 耶稣我救主 

石头徒然封口 耶稣我主 
3 死亡无法锁关 耶稣我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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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已打断栅栏 耶稣我主 

Christ Arose. Robert Lowry, 1874 

CHRIST AROSE 11.10.ref. Robert Lowry, 1874 

附录﹕小信族群表(天路历程) 

 小信 自疑 弱质 易止 多忧 易惊 

页数 116-25 251-57 269-73, 

309-11 

273-75, 

309-10 

285-86, 

309, 311 

同左 

出生 心诚乡 欠明城 犹豫村 --- --- --- 

特征  三心两意 弱不禁风

﹐精神衰

弱﹐但立

志走天路 

   

经历 崇恩将他

从三浪人

手中救出 

智仁勇帮

助他走完

天路 

智仁勇从

善杀手中

救出 

与智仁勇

一行走完

天路 

智仁勇将

他从绝望

手中救出 

同左 

末语  我一定要

进去[天

城]。 

坚忍到底

﹐要有信

心 

生命啊﹐

我欢迎你 

夜啊﹐再

会了。欢

迎光明的

一天。 

同左。 

吕振中译文 

3.18因为基督也曾经一次为我们的罪受死﹐义的替不义的﹐为要领

我们进到上帝面前。在肉身里﹑祂是被处死了﹐但在灵里﹑祂却

得存活了。3.19在灵里﹑祂也去对那些在监牢里的灵宣传呢。3.20对

从前在挪亚的日子那些硬心不信的宣传。当时楼船正建备着﹐上

帝的恒忍还切候着﹐进入楼船的并不多﹐只是八个人﹐由水得了

救度*。3.21这水所豫表的洗礼之水﹑如今也拯救你们﹕并不是肉身

之除掉垢污﹐乃是纯善的良知对上帝之誓约﹐借着耶稣基督之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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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3.22耶稣基督已经往天上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众

掌权﹑众有能力的灵﹐都已顺服于祂了。 

*注﹕「救度」(διασῴζω 3.20)一词应是吕振中创造出来的﹐来译

这个希腊文字。它是复合动词﹕度(经过﹑渡过)＋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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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篇 受苦心志为兵器(4.1-6) 

经文﹕彼得前书4.1-6 

诗歌﹕禾捆带回来(Bringing In the Sheaves) 

要武装自己 

 这一段的开头应加上「所以」﹐它呼应3.13-17。3.18-22是一

段插曲﹐现在使徒回到正题上来。3.18怎么说呢﹖「…基督也曾一

次为罪受苦…。」所以﹐在4.1a一开始的时候﹐使徒根据基督受苦

之事实﹐呼吁或说命令神的儿女们﹕「你们要武装自己」

(o`pli,sasqe)﹐1 怎样武装呢﹖乃是以基督受苦的心志武装自己。和

合本译为「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4.1b又是括弧的话

﹐先跳过去。4.2是目的或结果。有怎样的结果呢﹖「就可以不从

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肉身里度余下的光阴。」(ESV: so as 

to live for the rest of the time in the flesh no longer for human pas-

sions but for the will of God.) 4.3-4是用来解释为什么今日要好好为

神的旨意而活。4.6好像是很难的一节﹐其实不难﹐它乃是和4.5作

一个对比。 

                                                 

1 此字在新约里只出现一次。BDAG的诠释﹐它通常指「预备﹑装备些什么」﹐

经常在军事行动的背景下作预备。因此﹐它的意思是「装备﹑武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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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到4.1-6这一段的主题﹐也就是这一段的主动词﹕神的

儿女们啊﹗我们要用基督受苦的心志武装自己﹐或说﹐以受苦的

心志为兵器﹐好随从神的旨意而生活。 

武装的根据 

 基督徒为什么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即过一个随从神旨意

的生活呢﹖4.1b告诉我们﹐「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

绝了。」这一点一直是彼得前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和合本翻得

真好﹐其意说﹐有一个肉身受过苦的人﹐已经与罪全然断绝了﹗

问题是这个人是谁﹖是那些为主受苦的人吗﹖不是﹐彼得前书从

来没有这样讲过。3.18－「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

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祂被治死﹔按着

灵性说﹐他复活了。」－给了我们十分清晰的线索﹐这一位乃是

死而复活的基督。新约讲得最清楚的﹐是在罗马书6.1-11。罗马书

6.7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是神解决罪恶的方法﹕死亡。

当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澈底解决了人类罪恶的问题﹐神

在死了的基督身上﹐断绝了罪。2 

 不但如此﹐凡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和祂一同与罪断绝。

这在神学上称之为「了断的成圣」。我们信主了以后﹐要一直不

断地追求圣洁。可是怎么起头啊﹖神恩待我们﹐当我们一归主的

                                                 

2 J. Ramsey Michaels在WBC-1 Peter里﹐说明为什么4.1b所指的受苦﹐不是一般

人﹐而是指基督。(Word, 1988.) 225-229. 他也提到来9.28－「像这样﹐基督既

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祂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

关﹐乃是为拯救他们。－主的首次到世上来的目的就是要断绝罪与人的关系﹗

罗6.7也有类比的字串与思想。Michaels提及一点值得注意﹕「[4.1]的「心志」

不是为受苦而受苦﹐而是指与罪有一个清楚的了断。」见226页首。这样说来﹐

兵器不是着受苦的心愿﹐而是与罪断绝的心志。4.2的话佐证这种的心志。然而

﹐这个心志里也包括了愿意为主受苦﹐因为这是彼得前书的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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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圣灵就把基督耶稣所完成的圣洁的根基﹐像打地椿一样﹐

打在我们的灵魂里﹐使我们日后可以不断地向神有渴慕﹐依靠祂

﹑追求祂﹐并且在生活上寻求祂的旨意中﹐按着神的律法而活。

这样﹐我们就逐渐更肖乎主﹐这叫「渐进的成圣」。这正是彼得

前书4.1的话﹐它两次说到基督受苦﹐下半句说﹐因着基督受苦﹐

我们与罪断绝了﹔上半句说﹐因着基督受苦﹐我们可以得着属灵

的兵器﹐而过圣洁的生活。 

 诗篇87.7说﹐「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

面。」死而复活的基督是我们成圣的泉源﹗这正是4.1b所说借着基

督的受死﹐我们与罪断绝。有了这一个成圣的根基﹐我们才可以

更进一步地过4.2的圣洁生活。 

 晨曦会福音戒毒中心的刘民和牧师15岁开始吸毒﹐十年之久

﹐他被毒瘾牢牢地捆绑住﹐到一个地步﹐走投无路。天地之大﹐

一个被罪辖制住的人﹐居然可怜到生不如死﹐却又求死不得。他

只剩下一条路了﹐就是福音戒毒。他去了。当毒瘾发作时﹐他问

戒毒中心要毒品。没有。要酒喝﹖没有。要烟抽﹖也没有。于是

问他们用什么戒毒呢﹖祷告﹗他们就为他祷告求神帮助他。他自

己也跪在地上﹐偷偷向神祷告说﹕「主啊﹗如果你是真神﹐求你

帮我戒掉毒品﹔如果你帮我戒掉毒品的话﹐我就相信你﹗」祷告

完了﹐他见证说﹕「就有一股暖流从上流下﹐贯穿我全人﹐是我

从来未曾经历过的﹐神的爱拥抱我﹐好温暖﹑好平安。更奇妙的

﹐我的毒瘾断根了﹗我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 

 不止如此﹐神还使他心里的毒也除掉了。心里的毒是什么呢

﹖他曾因贩毒争地盘被人用刀砍手﹑又断了六﹑七根肋骨﹐真是

痛啊﹗此仇不报非君子。戒毒信了耶稣后﹐他心里向主耶稣请假

﹐想出去报完此仇﹐再向主悔改认罪﹗可是他读经读到马太福音

十八章﹐他心里想﹐圣经不就是在说他吗﹖被人砍手断骨固然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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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但耶稣为他死在十架上更是痛苦﹐所付的赎价是无价之宝啊

﹗当他体会十架大爱之后﹐爱就增长﹑恨就衰微。他不禁说﹕「主

耶稣啊﹗我感谢你﹗你为我这个罪人舍命﹐死在十字架上…而我

今天竟然恨…人入骨﹐还想报仇﹗主啊﹗我向你认罪﹐求你赦免

我﹗」当主的大爱释放他时﹐连恨都拔掉了﹐全人就迈向光明﹗ 

武装的目的 

 什么叫做圣洁的生活﹖4.2说﹐它乃是一种顺从神旨意的生

活。这句话在彼得前书里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片语「神的旨意」

在彼得前书出现过四次﹐其他三次在2.15, 3.17, 4.19。我们发现神

的旨意和受苦有关。讲得更准确是这样的﹕我们为了在生活中讨

神的喜悦﹐就按照圣经的道德律(十诫)过生活﹔因此﹐我们受到

了世上之人的逼迫而受苦。受苦﹐是因为我们走在神旨意之中﹐

这是真圣洁。 

 当刘民和得救以后﹐在路加福音22.31-32－「西门﹑西门﹐撒

但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里

听到了神的呼召。他问主说﹕「主啊﹗我的弟兄在那里呢﹖」主

说﹕「你的弟兄在吸毒﹐你回头－即戒毒拔恨－以后﹐要帮助那

些还在吸毒且无法自拔的人﹗」他听了主的呼召﹐就把自己一生

都交在主手中﹐回应神爱－回馈社会﹐毅然走向福音戒毒的事奉

﹗并给自己取名西门。 

你够了没有 

 我们为什么要过成圣的生活﹖4.1已经给了我们两个充分的答

案﹕基督所完成的成圣根基﹐以及圣灵今日对我们所发的成圣命

令。可是4.3 (因为…)又给了一个原因﹕罪中的日子够了﹗还不起

来追求主﹖你还有多少年日呢﹖4.2与4.3作了一个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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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 余下的光阴 

随从外邦人的心意 随从神的旨意 

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拜偶像 行善 

 摩西在诗90篇里﹐讲到这种在罪中活够了的经验。在这种日

子中﹐他感受到人生的虚空(10)﹑短暂(6, 9)﹑荒谬(7)﹑恐惧(8, 7, 

9)﹑愁烦(10)﹑劳苦(10)…。我们不一定过4.3所描述的那种生活－

「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拜偶像」﹐但在世界中打滚

都是一样的﹐够了没有呢﹖不够﹖神就让我们在人生的旷野中绕

行﹐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绕行了38年一样。直到有一天﹐神的恩

典临到了﹐祂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申

2.2) 神也对我们说﹐我们在世界中打转的日子﹐够了﹗够了出自

神的口中﹐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有心志要脱离世界。张

国荣的日子够了﹐他就跳楼了(太可惜了)﹔梅艳芳的日子够了﹐

她对初期可治疗的癌症失去了斗志(太可惜了)。但是蒙恩的人听到

了主的呼召﹐就弃绝了世界﹐走向了神的旨意。 

 「按着定命人人皆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来9.27) 4.5说

﹐将来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交得出来吗﹖ 

 这样﹐我们是否从此就走上了康庄大道﹐四平八稳呢﹖不一

定。4.4提到了基督徒走天路会遭遇到的压力﹐别人看到你的新生

活的样式﹐他就以为怪﹐而且还会毁谤你﹗可是主耶稣怎么说呢

﹖主在马太福音5.10-12说﹕ 

5.10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5.11人若因我

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

了﹗5.12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

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这是最高的福气﹗不只将来有赏赐﹐而且今日就有神加倍的同在

﹕「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彼前4.14) 



彼得前书释经信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 

 - 230 - 

两种的结局 

 4.6加在这一段的末尾﹐很奇怪。为此﹐是说明4.6是用来解释

4.5的。4.5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一个反对基督﹑逼迫或毁谤基督

徒之人的结局。相对的﹐4.6给我们看另一幅图画﹐一个为主受苦

甚至而死的人﹐(不一定是殉道)﹐他的肉身虽然死了﹐「却可以像

上帝的样子在灵里活着。」换言之﹐使徒要用这样的话来激励那

些为主受苦的人﹐安然度日。3 

传昂贵恩典 

 弟兄姊妹们﹐要用与罪断绝的心志﹐来武装自己。唯有这样

的人﹐才会渴慕过一个合神旨意的生活。当戴德生(1832~1905)得

到主的呼召到中国来宣教后﹐他就开始预备自己。4 怎么预备呢﹖

那是1850年初的事﹐一个药房小助手(17岁)﹐面对一个五千年的

古国﹐以及四万万人口﹐能做什么呢﹖他做了许多的预备﹐比如

﹕锻炼身体﹐学中文﹐读神学﹑拉丁文﹑原文等﹐学医学﹐将婚

姻大事交给主(41-42)等。但最重要的是﹕(1)过俭朴生活(40-41)。

他不但过十一奉献的生活﹐而且超过﹐他发现只要人能俭朴﹐就

能节省金钱赒济穷人﹔(2)学习施比受更有福﹔(3)过严格的信心生

活﹐凡事只告诉神﹐学习借着祷告﹐直接从神得到帮助。因为他

将来到了中国以后﹐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他去求谁啊﹖(59) 

OMF直到今日还是秉持初衷﹐过信心生活。内地会和中国其他的

差会有一个很大的相异处﹐工人要有受苦心志﹐穿着本土化。

                                                 

3 J. Ramsey Michaels说﹐4.6是4.5的脚注。他用次经[所罗门的]智慧篇3.1-4来引

证4.6所讲的﹐与之相似。WBC-1 Peter, 235-241. 毛克礼(Alexander N. MacLeod, 

1901)的解法与之相同﹐他说﹐「基督徒们在苦难中丧失生命的﹐必将永远活

着。这正是传福音给他们的目的。」(证道﹐1951。) 277。 

4 丁良才﹐戴德生传。(1911﹔中译﹕证道﹐1950。)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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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春夏之交﹐他与神摔跤﹐因为神要他承担向中国广大内地

宣教的担子。6/25那天﹐他终于顺服了。(172-73) 他体会到「顺服

了主﹐责任就在祂﹐而不在我们。」于是祂向主求24位宣教士进

入福音未传之地。 

 一只箭为什么能射得深入﹐因为它尖﹔同样的﹐一个基督徒

为什么能被神所用﹐「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

为他有受苦的心志为兵器。戴德生从19岁一归主﹐就立志与罪断

绝﹑为主受苦﹐到他73岁离世﹐有54年之久被主所用。到他过世

之时﹐内地会教士共有828名﹐散布在中国各地传福音及建立教

会。 

 我们要过俭朴生活并不难﹐食衣住行都可以简省﹐这样﹐我

们怎么会没有力量奉献金钱给主的工作呢﹖我们怎么会没有时间

奉献给主﹐作主工呢﹖ 

 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出身望族﹐是个天

才。1923年(17岁)进Tübigen大学读神学﹐次年转到柏林大学﹐在

许多新派大师如Harnack, Seeberg, Lietzmann等人的手下学神学。

(真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27年(21岁)取得该校的神学博士

学位﹐旋即到纽约协和神学院做研究。他很可以在国外平安地服

事神﹐但是他选择了回到祖国。他的名言﹕「当基督呼召一个人

﹐祂是呼召他来为祂而死。」他在1933年开始公开勇敢地为主的

教会作见证﹐反对纳粹。1943年被盖世太保的逮捕﹐1945/4/9盟军

即将解放Flossenburg之前﹐被处决了。他的作品－追随基督

(Nachforge, 1937; ET: Cost of Discipleship, 1948; 中译﹐1989)－在

1948年出版了。在这本书里﹐他讲了许多一针见血的话﹐如﹕「廉

价的恩典是教会的死敌﹐今天我们必须力争昂贵的恩典。」什么

是廉价的恩典呢﹖他如此形容: 

廉价的恩典是传扬不需悔改的赦免﹐没有教会纪律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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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认罪的圣餐﹐和不必本人认罪的宣赦。廉价的恩典是不

付作门徒代价的恩典﹐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也是没有道成

肉身的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的恩典。5 

他更辛辣地揭发这层「国王的新衣」﹐他说﹕ 

廉价的恩典… 事实上也就等于否认神的道成肉身。…廉价的

恩典不使我们获得罪的赦免﹐不使我们从罪的劳役中得到释

放。廉价的恩典乃是我们给予自己的恩典。6 

潘霍华敏锐地指出没有受苦心志为兵器的基本原因﹕因为廉价的

恩典根本是膺品﹐是罪人安慰自己的宗教装饰商品而已。潘霍华

在他的书里一开头就说﹕「廉价的恩典是教会的死敌﹐今天我们

必须力争昂贵的恩典。」苏恩佩姊妹评论潘氏﹐最后一句话是﹕

「潘霍华在未上刑场之前﹐已殉道许多次了。殉道就是当我们的

意志向神说『是』的一剎那。」7 有受苦心志为兵器的人﹐就是向

神的旨意说是的人﹗ 

3/21/2004 

祷告 

禾捆带回来(Bringing In the Sheaves. H597) 

1早晨我们播种 晌午我们播种 

傍晚我们播种 播出神慈爱 

等候成熟日子 等候收割点钟 

                                                 

5 Ditrich Bonhoeffer, Nachfolge. 1937. 中译﹕潘霍华﹐追随基督。(道声﹐1989。) 

34。 

6 同上﹐33-34。 

7 同上﹐vi。 



彼前4.1-6﹕受苦心志为兵器 

 - 233 - 

我们喜乐满怀 禾捆带回来 

*禾捆带回来 禾捆带回来 

我们喜乐满怀 禾捆带回来 

禾捆带回来 禾捆带回来 

我们喜乐满怀 禾捆带回来 
2炎日我们播种 阴天我们播种 

不怕朔风怒号 不怕乌云盖 

不久庄稼成熟 不久一切完工 

我们喜乐满怀 禾捆带回来 
3起来前去播种 为主流泪播种 

虽然时遭损失 虽然当忍耐 

哭泣就会过去 欢迎就在路终 

我们喜乐满怀 禾捆带回来 

Bringing In the Sheaves. Knowles Shaw, 1874 

BRINGING IN THE SHEAVES 12.11.D.ref. George A. Minor, 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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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五篇 切实相爱之道(4.7-11) 

经文﹕彼得前书4.7-11 

诗歌﹕我们成为一家人(有情天1-10) 

切实相爱 

 彼得前书的中心思想是要神的儿女在苦难中﹐靠神的恩典站

立得住﹐5.12。2.11-12可以说是本书信伦理部份的序言﹔神在此呼

召祂的百姓进入属灵的争战﹐即追求圣洁。这一个争战有一个目

的﹐即在眷顾的日子﹐叫外邦人归荣耀给神。这一大段写到了

4.5-6﹐提及了末日的审判﹐有一种人受审判﹐要在神面前交账﹔

还有另一种人却因福音﹐心灵有肖乎神的新样﹐今日在地上活

着。 

 「万物的结局」乃是主得荣耀的日子。面对那一个荣耀末日

的结局﹐教会要怎样呢﹖这正是4.7-11所要说的。不过﹐第八节强

调﹐最要紧的事乃是彼此切实相爱﹐这一点是4.7-11的主题。我们

在1.22－「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

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曾经看过弟兄相爱的四个

性质﹕纯洁性﹑真实性﹑内在性﹑热切性。今天我们在4.7-11则看

到如何切实相爱。「所以」一词引出了4.7b-10四件重要的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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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件呢﹖祷告﹑相爱﹑款待﹑服事。1 这四件可以说祷告﹑款待﹑

服事三样﹐是为了实践相爱来的。我们再进一步看服事一项﹐又

分为讲道与(爱的)服事两项﹐4.11a-b。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要

实践切实相爱﹐有三件事﹕代祷﹑讲道﹑服事(款待包括在内)。 

 这一段经文还有一个重要的词汇﹕彼此﹑互相﹐一共出现三

次﹐这就是相爱的表现。好我们做一个总的归纳﹐在末世﹐教会

怎样切实相爱呢﹖ 

 以神的权柄彼此代祷－像君王一样﹐ 

 以神的信息互相讲道－像先知一样﹐ 

 以神的能力彼此服事－像祭司一样。 

荣耀之境 

 4.7a一开始就说﹐「万物的结局已经近了」。在此用的是完成

式﹐意思是说因着主耶稣的复活升天﹐末日已经开始了﹐整个新

约时代都在主耶稣的升天所完成的结果里。主已经把我们引到那

一个复活的新境界内﹗我们已在末世里了﹐我们已在那一个新的

境界内﹐那是一个荣上加荣的国度。 

 我们不否认﹐只要主还没有再来﹐我们就仍在人肉身的阴影

之下﹐有罪恶的尾巴困扰着我们。可是彼得在此下了一道最灵验

的药方﹕彼此相爱。有爱﹐就像天堂。有爱﹐就可以把人间变成

天上﹐这是4.8的信息。爱能遮掩罪的意思不是说姑息养奸﹐粉饰

太平﹐以有罪为无罪。「遮掩」的意思应该是化解﹑除去。有爱

                                                 

1 ESV 1 Peter 4.7b, “… therefore be self-controlled and sober-minded for the sake of 

your prayers.” 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以祷告。「谨慎﹑自守」两个字是主动词

﹐过去时式﹑祈使语气﹑主动语态。接着的三个片语中﹐有[爱]﹑服事是分词

﹐「款待」却是形容词。不过﹐它们的功能都和其置的主动词一样﹐乃属命令。

详见J. Ramsey Michaels, 1 Peter. WBC. (Word, 1988.) 2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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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才有饶恕﹑怜悯﹑恩慈﹐得到这种爱的人才会认罪﹐才有

悔改﹐苦毒才会从人的心里连根除去。 

 约瑟的十位兄长们有多少罪过﹖凶狠﹑嫉妒﹑仇恨﹑背叛﹑

出卖﹑苦毒﹑毁谤﹑贪财﹑凶杀﹑包庇﹑纵容﹑怨父﹑欺骗﹑残

忍﹑怯懦…。这一切罪恶的总和﹐就是把约瑟出卖了。约瑟在22

年以后﹐用无比的爱挽回了他的兄长们﹐当你读创世记45章﹐他

和兄长们相认时﹐那种爱的充满不是天堂是什么﹖这正是彼得前

书4.8所要说的意思。 

彼此代祷 

 4.7b有两个动词﹐「所以你们要神志清明﹐要冷静戒备着﹐以

便祷告。」我们怎样彼此相爱﹖第一就是代祷﹐为我的弟兄儆醒。

彼得最明白这个道理﹐在主被卖的那一个夜晚﹐耶稣谆谆地告诫

他们要儆醒祷告﹐因为撒但想要得着我们﹐好把我们筛掉﹐使我

们变得像糠秕一样的废物。感谢神﹐耶稣却为彼得儆醒代祷﹐使

不至于失去信心。主对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路22.32) 

 你到底爱不爱你的弟兄姊妹﹖首先要为他代祷﹐为他守望。

你如果为一个人祷告了﹐你不会不爱他的﹐因为他已经在你的心

上了。保罗常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代祷﹐到一个地步﹐他说﹐「你

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帖前3.8) 这就是爱。 

 不但爱﹐而且用神的权柄去爱﹑去代祷。我们代祷时﹐我们

是君王﹑是狮子﹐很有威严的。我们是奉主的名为他儆醒﹐奉主

的名为他斥责仇敌的攻击﹐奉主的名为他斥责病痛。我们要祷告

得像君王﹐使用神的权柄﹐才有效用。 

 在教会生活里﹐要除去我们的天然。从今天起﹐我们来实行

主的话﹕「5.44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5.45这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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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太5.44-45a) 主的话很清楚﹐你讨厌谁

﹐谁是你的对头﹐谁是找你麻烦的人﹐你就为他祷告﹔祷告着﹑

祷告着﹐你就开始爱他了。你做你的部份﹐神也要做祂的部份。

创世记32-33章描述雅各与以扫分离二十年相见的故事。明明以扫

是来算老帐的﹐浩浩荡荡带了四百人有备而来。可是雅各改变了

﹐神也改变了以扫﹐于是当他们见面时﹐神已经将他们的干戈化

为玉帛了。 

互相讲道 

 4.10说﹐「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赐的好

管家。」这才叫彼此相爱﹐否则空口说白话。每一个得救的人都

有恩赐的。以弗所书4.8说﹐「祂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主钉死﹐我罪洗净﹔主复活﹐我得生命

﹔那么主升天呢﹖我得恩赐﹗得恩赐作什么﹖使你在神家不要变

成废物﹐使你可以切实爱弟兄。 

 这里说多少的恩赐﹖百般﹗和保罗不一样﹐他在罗马书12章

和哥林多前书12章各提了九样灵恩﹔彼得只提了两样﹐或说三样

(加上代祷的话)﹐这三样是代表性的。你三样都有﹐因为你作了基

督徒﹐你的功能是做先知﹑祭司与君王。 

 一提到恩赐﹐我们就想到恩赐本身。错了﹐彼得在这里十分

强调恩赐的源头－神自己﹐权柄唯独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可以

代祷﹐运用神的权柄。信息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可以传讲﹐分

享神的信息。能力是神所赐予的﹐所以我们可以服事人﹐供应神

的大爱。 

 神的道有三种表达的形式﹐劝勉(讲道)﹑造就(教导)﹑安慰

(劝慰)。我们每个人都有份﹐保罗的教训是﹐我们都要羡慕做先知

讲道﹐意思是都要羡慕把神的话语﹐借着不同管道传递出去。一

位姊妹在信主前﹐到庙里拜拜求子得子。后来信主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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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她心中有九年之久﹐使她一直闷闷不乐。后来在一次团契聚

会上﹐一位弟兄智慧的话语﹐使她豁然开朗﹐心结打开﹐如释重

负。不管人去那里求小孩﹐求来的都是生命之主的赐予。只是那

位姊妹把荣耀归给假神﹐归错了。她一恍然大悟﹐心里石头终于

落地。当晚她就带着儿子向神认罪﹐求神赦免她将荣耀错归给假

神的罪。神的话会带来我们生命的转变。我们用神的话帮助弟兄

﹐是真正地爱他。 

 贾艾梅生病以后﹐常用神的话喂养团契里的同工。一例﹕ 

若我会说实话而刺伤他人﹐却没有先做许多心灵的准备﹐也

没有刺伤自己比刺伤对方更厉害﹐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

山的爱。(取自若) 

彼此服事 

 在教会里﹐其实最有威力的可能是祭司性的爱的服事。诸位

请永远记住德锐莎修女的话﹕「慈爱的对面不是憎恨﹐而是冷

漠。」你恨人﹐你的良心会责备你﹔但是你对人冷漠﹐你的良心

可能不会责备你。可是当你知道你心中没有爱心时﹐你很可能会

起来悔改。罗马书12章提到了四样爱的恩赐﹕怜悯﹑施舍﹑帮补

﹑接待﹐你其实都可以做﹐只要你有爱心的话。 

 爱莲是一个完全无助的病人﹐脑出血后已经没有知觉﹐如植

物人。一位年轻护士要为她翻身﹑喂食等。但是一位护士却与众

不同﹐对她说话﹑唱歌﹑鼓励﹑甚至送礼。感恩节那天﹐那位护

士被迫加班﹐她还是对爱莲说﹐「我很高兴来了﹐因为可以在这

个特殊节日看见妳。」在其后护士接电话时﹐突然听见爱莲看着

她哭﹐全身颤抖﹐泪水沾湿了枕头。这是爱莲唯一的一次反应﹐

整个医院都知道了﹐改变他们对病人的看法。不久﹐爱莲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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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护士十分感谢爱莲﹐因为从她那里﹐她学会了只要是人﹐都

对爱会有反应的。2 

 使徒行传9.36-42提到一位姊妹叫多加﹐她是一位极其有爱心

的人﹐「广行善事﹑多施赒济。」有一天她患病死了﹐可是被她

服事过的门徒们却不愿她死掉﹐正好彼得经过那里﹐他们就求彼

得来为她祷告。神真地将她复活了。她因爱服事弟兄姊妹﹐弟兄

姊妹也因爱服事她﹐神也服事她。你的团契为什么不增长﹖请问

你们有没有在做爱的服事﹖如果有爱的服事﹐就像有蜜糖了﹐人

就会来到主面前。 

 Paul Brant是一位很有名的赴印度的痲疯病宣教士医生。他曾

帮助过一个病人﹐他的手脚脸都受到痲疯病的侵蚀而无可回复﹐

病人的心中苦毒﹐对周遭人事物都持忿怒的态度。好不容易﹐他

信主了﹐但是心中的愤怒仍旧在心里﹐挥之不去。有一次发生了

一个奇迹﹐他心中的苦毒得到医治了。原来是宣教士带病人去一

个教会聚会﹐一个印度人回过头来对那病人微笑﹐不顾他的脸有

多难看﹐示意要病人去坐在他身旁的空位上。那位病人十分惊讶

﹐那件事是他一生的转捩点﹐他从一个人对他的接待上﹐就一点

不怀疑天父对他的接待﹐他脸上展露出笑容﹐他也成为一家工厂

的最优秀的员工。3 

益人荣神 

 彼得前书4.11c-d﹐最后荣耀归给神自己﹐因为权能与荣耀原

来都是祂的。我在教会里服事最难过的就是听见外邦人说﹐美门

教会没有见证﹐亏欠人。但是最高兴的就是听见外邦人说﹐神是

                                                 

2 Alice Gray, ed. Stories for the Heart. 心灵故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21。 

3 Gray, 心灵故事。--「归属」﹐1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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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因为美门教会的人对人真有爱心。我们如果靠着神的力量

﹑资源与权柄去服事人﹐结果一定是将荣耀归神自己的。 

 诸位﹐要使用你的恩赐﹐使别人得益处﹐正是神给你恩赐的

意义。我们用恩赐了﹐神就得到荣耀﹐神的儿女也得着造就。这

正是新耶路撒冷﹐神在人间见证了祂将来永世的天堂。 

8/8/2004, MCCC 

祷告 

我们成为一家人(有情天1-10) 

我们成为一家人 

因着耶稣 因着耶稣 成为神儿女 

我们成为一家人 

因着耶稣 因着耶稣 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得洁净 因着耶稣

入光明 

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 

同享生命的喜悦 同在主爱中连结 

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 

 

我们成为一家人 

因着耶稣 因着耶稣 成为神儿女 

我们成为一家人 

因着耶稣 因着耶稣 成为神国的子民 

因着耶稣同敬拜 因着耶稣蒙慈爱 

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 

或在喜乐中欢唱 或遇苦难同哀伤 

因着耶稣同渡人生的风浪 

词/曲﹕陈逸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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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恩赐分类表 

* = 超然恩赐 

 分类 林前12-14 罗12.6-8 

先知

性的

恩赐 

认识的能力 

知识的言语－认识神的原则  

智慧的言语－针对人的需要  

辨别诸灵    －拆穿撒但诡计  

[见异象*]   －预见神的安排  

表达的能力 

方言*  

翻方言*  

先知－讲道=  

预言 (forthtell) 

造就 教导 

劝勉 预言 

安慰 劝化 

先知－预知* (foretell)  

祭司

性的

恩赐 

关爱的能力 

 怜悯 

 施舍 

帮助人 帮补(13) 

 接待(13) 

执行的能力 

信心*  

医病*  

异能*  

君王

性的

恩赐 

管治的能力 

治理事 执事－对事 

 治理－对人 

[赶鬼*]   －对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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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六篇 苦难中要喜乐(4.12-14) 

经文﹕彼得前书4.12-14 

4.12亲爱的弟兄啊﹗不要以你们中间的火炼﹐就是那加在你们

身上来试验你们的[火炼]﹐为奇怪﹐好像有什么希奇的事临

到了你们﹔4.13而是按着你们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的度量﹐而

喜乐﹐使你们在祂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更加喜乐。4.14你

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荣耀之灵﹑就是

神之灵常住在你们身上。1 

诗歌﹕数主恩惠(Count Your Blessings.) 

透支喜乐 

 我们都知道﹐彼得前书是一卷讲为主受苦的书。它从1.6-7就

首度提到百般的试验﹐然后2.11-4.6整个大的段落﹐是论及基督徒

在一个对我们的信仰充满敌意的社会里﹐要怎样地活出神儿女的

样式。自然地﹐它也不时提到为主受苦的教训。从4.7-11起﹐这封

书信开始转向论及教会内部的教训。可是在4.12-19这一段﹐它又

                                                 

1 大多数经卷有14c﹕「在他们身上真是亵渎﹐但在你们身上却是得荣。」不过

最好的经卷却没有这一句。KJV及WBC皆采取译入。J. Ramsey Michaels, 1 Peter. 

WBC. (Word, 1988.) 257, f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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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论及如何为主受苦﹐而且是最整全的一次。2 

 台湾称新新人类为草莓族。我起先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后来明白了﹐不觉莞尔。草莓也者﹐看起来漂亮﹐一压就坏了﹐

承受不了什么压力。草莓族怎么样地弱不禁风﹐从以下的例子就

可以窥出了。大学毕业以后﹐草莓族找到工作做了几天就不做了。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出去工作所赚到的钱﹐比起住在家里妈

妈给他们的零用钱也差不多。－这样﹐何必这么辛苦出去赚钱呢

﹖草莓族用的﹑吃的﹑穿的…都要最好的﹐但是一旦要他们付出

时﹐比登天还难。 

 可是这一段经文却说﹕基督徒乃是经得起苦难折磨的荣耀之

子﹐他们是跟随耶稣脚踪而行﹑像基督的人。 

 4.12-19是勉励门徒如何受苦。第一﹐在苦难之中大喜乐(4.12- 

14)。第二﹐在受羞辱之中荣耀神(4.15-18)。第三﹐在行神旨之中

交托神(4.19)。3 

喜乐之源 

 4.12-13的主动词是「要喜乐」﹐这一个动词在同一节里出现

两次。这一段与前面1.6-7有些不同﹐那里讲到基督徒在试炼中暂

时忧愁﹐喜乐似乎是寄托在主再来的荣耀之时。换言之﹐使徒以

永远的荣耀﹐来安慰现今的苦难。可是在4.13-14的态度就不一样

了。什么时候喜乐﹖乃是在我们受苦的时候喜乐﹐而且原文的意

思是「按着你们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的度量﹐而喜乐。」喜乐的

来源是交通于主的苦难﹐有份于主的苦难有多深﹐从主得喜乐也

                                                 

2 参Michaels, 1 Peter. 257. 

3 Alexander N. MacLeod为4.12-19这一段作了很清晰的总结﹐指出为主受苦时

﹐门徒要做的三件事。毛克礼﹐彼得前书释义。(证道﹐1951。)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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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多深。 

 我们平常的喜乐是怎么来的﹖来自于神所赐我们物质的祝福

﹑儿女的长进﹑配偶的体贴相爱﹑工作的成功等等﹐这些也是义

人约伯在未受神的试验之先的喜乐之源。可是突然有一天﹐约伯

的财物没有了﹐牛羊没有了﹐儿女没有了﹐甚至连爱妻都冷嘲热

讽﹐好友也翻脸批判﹐还有喜乐吗﹖圣经上讲喜乐最有名的一卷

书是腓立比书﹐有无讲到保罗喜乐的源头呢﹖有﹐乃是靠主喜乐

﹐主基督是他的喜乐之源。他说﹕ 

4.11b我无论在甚么景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4.12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4.13我靠着那加

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4.11b-13) 

所以﹐他对腓立比教会说﹐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苦难中

﹐主自己做我们深处的喜乐。 

 诗篇73篇的作者亚萨找到了这个喜乐﹐他一直心怀不平﹐到

他进入圣所看见神给他的异象时﹐他才悔改﹐也找到了神作他的

喜乐之源。诗篇73.23-26说﹐ 

73.23然而﹐我常与你同在﹐ 

你搀着我的右手。 
73.24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 

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 
73.25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73.26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 

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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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不是唯一可以找到这种喜乐的方法﹐但是神常常用苦难﹐或

用不平的待遇来帮助我们找到那一个真实永远的喜乐－主自己﹐

就像他对待约伯或亚萨那样。可是彼得前书4.13倒不是说为主受苦

﹐而是说有份于主的苦难。这段经文说﹐我们若有份于苦难越多

﹐喜乐也就越多。不但如此﹐我们今日「即浅尝此泉于地﹐定必

畅饮于天。」当主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就「更加喜乐」了﹐因

为亲眼见到主了。 

 一位姊妹交通到今年夏天她的教会里发生的一个奇怪的现

象。有一些家庭回国去省亲及访友﹐回去之前还说要向亲友同学

传福音﹐回去了以后﹐看到一些同学开公司当老板赚大钱﹐就心

中发酸了。羡慕甚至嫉妒﹐连信仰都动摇了﹐埋怨﹐「主为什么

没有这样地祝福我呢﹖」回美国以后﹐教会也不来了﹐一心只想

赚钱﹐像其他的同学一样﹐好扬眉吐气。这样的基督徒要问问自

己到底真正得永生了没有﹖他心中若没有永远喜乐的源头﹐是不

会真正喜乐的。 

 有一阵子神在环境中起了很大的波浪。那时﹐我的妻子在邮

局工作﹐每天上班﹐工作不轻松﹐但是她在生活中借着读经﹑默

想﹑祷告﹐十分亲近神﹐以神作她喜乐的源头﹐仍旧有平安与喜

乐。那时﹐有另一位华人同事调到她的单位﹐每天都有机会见见

面﹐知道我的妻子是基督徒。她们之间谈话不多﹐只是浅交。内

人知道了对方心中有大难处﹐原来她的丈夫患了癌症。后来她又

调回原来的邮局工作。他的丈夫病逝了﹐可是她自己却信主了﹐

在别的教会受洗。这些事是她后来给内人写圣诞卡时﹐告诉她的。

她也说了信主的起因﹐是因为看见内人喜乐的见证。她说﹐每天

在邮局那种叫人窒息的地方﹐居然有一个在里面工作的人﹐活着

好像不是属于那里面的人﹗当然等她信了主以后﹐她也明白了﹐

基督乃是我们里头的喜乐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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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主喜乐﹑以主为乐﹐乃是以主为喜乐之源。你﹑我是否如

此呢﹖ 

最大福气 

 其实﹐彼得并不是在讲什么新教训﹐只不过是把主的教训给

门徒们重温一下而已。彼得前书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想起来主在

登山宝训的第八福﹐这是八福中最高的福气。我们看一下对比﹕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太5.10)。 

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彼前3.14a)。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

们就有福了(太5.11)﹗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荣耀之灵﹑就

是神之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彼前4.14)。 

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太5.12a)。 

倒要欢喜…使你们在祂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更加喜乐(彼

前4.13)。 

 有一个礼拜﹐我接触到两位基督徒﹐我觉得很有趣。她们两

位都很爱主﹐都很有恩赐﹐都很被主用。她们在几乎同一段时间

都分别为主摆上了美好事奉的见证。当事奉一结束以后﹐两个人

都十分不快乐。事奉中总有一些磨擦﹐忙于事奉中的时候﹐没有

办法去算计﹐事奉结束以后﹐给自己秋后算账。越算就越生气﹐

越气就心中越过不去﹐连神怎么使用她们的事都忘了﹐只斤斤计

较人家怎么亏负她们的那一小点上。喜乐没有了﹐心中只埋怨。

她们分别来找我﹐故事都是类似的。我给她们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我不能安慰妳﹐因为神明显地要让妳在事奉中为主背一点十字

架。我就提醒她们﹐主没有骗她们﹐主说﹐「凡跟从我作门徒的

﹐要背起她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提醒她们﹕「妳把十



彼得前书释经信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 

 - 250 - 

字架背起来﹐治死自己的老我﹐就会喜乐了。」感谢主﹐她们都

喜乐了。其中一位还谢谢我提醒她那一节她很熟悉的经文﹕「若

有人要跟从我…。」 

 我们千万不要做草莓族﹐在事奉中一点都压不得。你们看路

旁的小草的生命力多强﹐任人怎么踩﹐阳光照一照﹐露水滴一滴

﹐它就又恢复了生机。我们不要忘了﹐在受苦的场合中﹐主所赐

给我们的﹐乃是最大属灵的福气。 

出于意志 

 我们还注意到﹐「要喜乐」乃是主的命令。没有人天生喜欢

受苦﹐一旦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之时﹐人人会哀声叹气。好一点的

话﹐正如1.6所说的「暂时忧愁」。我们是有盼望﹐因为这是我们

的信仰﹐当主再来之时﹐一切的眼泪都要擦干(启7.17)﹐弯曲的

要变为直﹐缺少的要凑足数(参传1.15)。可是那是末世主来更新天

地之时﹐今日我很难若无其事快乐起来﹐因为眼睛一睁开所看见

的人事物﹐乃是苦难。 

 可是主的命令是在苦难中「要喜乐」﹐我们发现这是一件意

志中的事﹐是我们要不要的问题﹐而不是感觉的问题。如果我们

的焦点放对了﹐放在主自己的身上﹐剩下来的﹐就是我们意志要

不要祂的问题了。许多基督徒把追求属灵的喜乐当成是感情的问

题。感觉迟早会有的﹐但是人喜乐与否﹐其本质上是意志的问题。

我们只要「望断以及于耶稣」﹐要喜乐﹐喜乐就会涌上来。 

 诗篇42-43篇的作者有过这样的经验。他落在忧郁潭里了﹐但

他努力想要挣脱出来。第一件他要做的事就是重新调整他人生的

焦距﹐即仰望神。他一仰望神﹐就看见神用笑脸帮助他。第二件

事﹐就是走到祭坛那里﹐即走到最喜乐的神那里。他采取行动了

﹐什么行动﹖即他要喜乐﹐他用他的意志选择了靠主喜乐。在这

个立志的过程里﹐他的感觉还是会来搅扰他﹐但是他持续走向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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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神那里﹐他真的靠主喜乐了。 

荣耀之灵 

 为什么与主一同受苦之人会有这么大的喜乐呢﹖秘诀在4.14b

﹐「荣耀之灵﹑就是神之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出于以赛亚书11.2a。以赛亚书11.1-3a﹕ 

11.1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祂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11.2耶和

华的灵必住在祂身上﹐就是使祂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

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11.3a祂必以敬畏耶和华为

乐…。 

可是神把这一个灵也放在基督徒身上﹐而且说祂是荣耀的灵。 

 人在受苦中的时候﹐神荣耀的灵会格外地住在他的身上﹐做

什么呢﹖赐给他智慧的话语以答辩逼迫者的询问(参太10.20//路

12.11-12﹐可13.11)。不过﹐那比较像智慧之灵。这儿讲的是荣耀

之灵﹐不同﹐何意呢﹖我以为最佳的解释在彼得前书1.8的话﹕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却是爱祂﹔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祂

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一个人经历了这么荣耀的

灵所带来的喜乐﹐他就不会逃避因信主而有的苦难﹐反而他乐意

为这名受辱骂﹐因为主太荣耀了。 

终极喜乐 

 我们注意到经文怎么说﹐…使你们在祂荣耀显现的时候﹐也

可以更加喜乐。「使」一字说明了现今在受苦中靠主喜乐的目的

﹐是将来有更大的喜乐。什么是将来更大的喜乐呢﹖老约翰说﹐

「当将来如何显现时﹐我们必要像祂﹑因为必得见祂的真体。」(约

壹3.2b另译) 这是基督徒荣耀的盼望﹐即身体得赎﹐我们要变化

成为荣耀的身体﹐被提到荣耀里(参罗8.23﹐林前15.51-54﹐腓

2.21)。为此﹐老约翰高兴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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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祂的儿女。」(约壹3.1a) 

 将来的喜乐是我们真正地变为人了﹗不是只有灵魂﹐乃是有

灵魂与身体﹐都是新造的﹐可以与主面对面﹐也可以来到父神的

跟前。我们真爱主吗﹖若真爱祂﹐我们必会想见祂﹐亲眼见祂﹐

像约伯一样﹐他在19.25-27达到一个属灵的高峰﹕ 

19.25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19.26我这皮肉灭绝之后﹐ 
 我必在肉体之内得见神。 
19.27我自己要见祂﹐ 
 亲眼要看祂﹐是我而不是外人。 

 我的心肠在我里面呼吁﹗(按原文另译) 

请对照约伯记1.1-3和19.25-17﹐有什么不同﹖当他生活平顺时﹐

没有尝到那一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不太羡慕那一

种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境界。然而在苦难中﹐神一样一样地

把他的所有拿掉了﹐有一样拿不掉的﹐就是末世荣耀的荣耀。 

 哈巴谷站在守望台上询问神﹐为何眼前暴政充斥在犹大国中

呢﹖为什么神都没有介入﹑主持公道呢(参哈1.2-4)﹖结果他看见

异象﹐原来神要兴起迦勒底人来审判犹大国(1.5-11)。这就使他更

抑郁了﹐他站在守望台上再询问神为什么(1.12-2.1)。神再次用默

示回复他﹐神必会审判﹐且必不延迟(2.2-3)。神让哈巴谷看见什么

呢﹖他用流离歌将这个宏伟的异象描述下来(3.3-15)﹐其实那是一

幅主的末日荣耀降临在神国的异象﹐彷佛往昔神降临在西乃山一

样﹐当他看见了这异象﹐他就大大喜乐﹐唱出信心之歌﹕ 

3.17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彼前4.12-14﹕苦难中要喜乐 

 - 253 - 

 田地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3.18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 

 因救我的神喜乐。 
3.19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 

 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他也说出一句最重要的话﹕「惟义人必因信得生。」(2.4b) 

枯木逢春 

 中国骨科大夫张栩的见证﹕枯木逢春。他是回族青年﹐不可

能信主的。1996年十月﹐告别父母妻女﹐以中国援外医疗队员的

身份﹐奔赴叶门共和国。在叶门卖力工作了两周后轮休﹐恰值回

历新年﹐他心情格外舒畅﹐和大伙到郊外山谷中踏青。当天风和

日丽﹐乡间山明水秀﹐紧张疲惫一扫而空。他看见不远处有一个

水潭﹐欣喜若狂﹐就跃入水中。 

 不幸﹐他的头撞到水下石块﹐颈椎骨折﹐脊椎损伤﹐遭遇了

致命的一击。不一会儿﹐救护车来了﹐紧急抢救。1997年五月﹐

中国卫生部也派遣专家护送他回国就医﹐但因脊椎损伤严重﹐胸

部以下部位及四肢已失去功能﹐无法行动。 

 一天﹐他突然望着母亲说﹕「妈﹐我想死﹗你用轮椅推着我

上山﹐再把我推下山崖吧﹗」眼泪夺眶而出。他在痛苦中煎熬﹐

没有盼望。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医院里认识了前来讲学的日本女教授

矢谷令子。她是基督徒﹐鼓励瘫痪的张栩说﹕「你要勇敢地活下

去﹐你的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回国后不久﹐就寄来一本传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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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Joni。当时他那闲情去读小说呢﹖直到有一天﹐他心血来潮说﹕

「妈﹐您翻开那本书﹐让我看看。」看了几页﹐就一下子被书中

的故事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默念着﹐不时流露出惊讶的神情。

发生在琼妮身上的遭遇﹐与他相似。最吸引他的是前言中所引用

的经文(林后4.8-10)﹕ 

4.8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 
4.9遭遇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至死亡﹔ 
4.10身上常戴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像从字里行间跳跃出来﹐令他感动不已。正当他聚精会神地读得

如痴如醉时﹐主治医生(也是个基督徒)走过来﹐看到这本书封面

上的英文标题﹐立刻鼓励他说﹕「你躺在床上翻译这本书﹐让中

国青年都能从中受益﹐该有多好呀﹗」这话激动得他克服病痛的

困扰﹐母子日以继夜地合作翻译﹐45天就译完了﹐并给这本书取

了名叫﹕上帝在那里﹖。翻译过程让张栩母子认识了耶稣是谁﹐

1999年秋末﹐他们都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从此﹐张栩的生命有

了更大的变化。 

 他承认说﹕「原来﹐上帝是有计划和安排的﹐如果不是因为

脖子被折断了﹐我的头永远也低不下来﹐还是那样地自以为是﹐

傲视一切。正是这场灾难改变了我的一切﹐让一个原先非常执着

的人﹐…低下头来﹐谦卑地降服在神的面前。也许是我太过于顽

固﹐上帝非用特殊的途径﹐无法达成。」 

 他指着圣经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这话生动地教育了我﹐

使我体会更加深刻。我的瘫痪正是神旨意的一部分﹐乃是祂所安

排万事中的一件﹐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我每到一处﹐都会有许

多不仅是主内弟兄姊妹﹐更有尚未信主的朋友﹐热情地前来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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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暖﹐共同探索信仰的课题。真是由于互相效力﹐从而各有所得。

我绝不是孤零零一人﹐因为神偕我同行﹐且行在祂的旨意之中。」
4 

 如今这位受苦者靠主喜乐﹐但是当主再来时﹐他要变化得着

新的身体﹐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那是更大的喜乐。彼得前书1.7

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验证为真实﹐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

的金子更显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进称赞﹑荣耀

﹑尊贵。」这一点也可以说是神让我们今日受苦的最高的意义。 

8/15/2004, MCCC 

祷告 

数主恩惠(Count Your Blessings. H715) 

1 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 

有时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 

若把主的恩惠从头数一数 

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 

*主的恩惠样样都要数 

主的恩惠都要记清楚 

主的恩惠样样都要数 

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 
2 有时挂念世事如同挑重担 

有时背着十架觉得苦难堪 

若数主的恩惠疑惑即消除 

必能叫你快乐立时赞美主 
3 不必贪恋他人物质上丰富 

                                                 

4 使者杂志﹐47 (2004年7-8月)。40-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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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主的应许心中就满足 

你所得的恩惠非金钱能买 

活在父亲家里时蒙他眷爱 
4. 每逢遭遇争战不论大或小 

不要丧胆因主早已得胜了 

若数主的恩惠天使必来助 

安慰引导我们一直见天父 

Count Your Blessings. Johnson Oatman, Jr., 1897 

BLESSINGS 11.11.11.11.ref. Edwin O. Excell, 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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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七篇 受辱中荣耀神(4.15-18) 

经文﹕彼得前书4.15-18 

4.15因为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做凶手﹑或盗贼﹑或犯罪﹑或好

管闲事﹐而受苦。4.16但若因做基督徒而受苦﹐却不羞愧﹐倒

要因这名而荣耀神。4.17因为时候到了﹐审判必须从神的家开

始。既先从你们起始﹐那么那些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

等的结局呢﹖4.18如果义人是仅仅得救﹐那么那不虔敬和犯罪

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 

诗歌﹕敬拜万世之王(我心旋律1–10) 

含泪荣耀神 

 我们上回曾说过﹐4.12-19是勉励门徒如何受苦。第一对己﹐

在苦难之中大喜乐。第二对神﹐在受羞辱之中荣耀神。第三对人

﹐在行神旨意之中交托神。今天我们看第二点﹐4.15-18。这段经

文说﹐我们切不可因行恶而受苦。我们会因著作基督徒而受苦﹐

重要的是受苦时﹐要归荣耀给神。怎么归荣耀给神呢﹖或许我们

要问﹐神怎样得到荣耀呢﹖乃是当我们向不信者宣告神是审判者

的信息时﹐神得到荣耀﹗其实﹐末日的审判今天已经开始了。神

审判的次序是从神的家中起首﹐教会是生于忧患的。今日当基督

徒受苦时﹐正是神在熬炼祂百姓的时候﹗外邦人当心啊﹐下一个



彼得前书释经信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 

 - 258 - 

就是你了。要悔改﹐信福音﹐和我们一同荣耀神﹔否则﹐你的结

局就是永远的沉沦。我们的传扬神公义的审判﹐使神得到荣耀。 

不智慧受苦 

 使徒在这里提到两种受苦﹐一类是因行恶而受苦﹐另一类则

是因作基督徒而受苦﹐参3.17。神的儿女不可因行恶受苦﹐那真是

一种羞耻。4.15将第一类的受苦分成两种﹐第一种是明显的恶行﹐

第二种译为「好管闲事」(avllotriepi,skopoj)﹐吕振中译本则译为「骚

扰社会」﹐吕译比较好。1 

 使徒奉劝神的儿女也要规避第二种的「骚扰社会」的事﹐圣

经上倒是有先例﹕摩西知道他自己的身世以后﹐就要为自己的同

胞打抱不平﹐趁没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出重手帮同胞希伯来

人打死了另一个埃及人。没有想到这件事走漏风声﹐使他不得不

出亡米甸(出2.11-15)。他为这事受苦﹐但这种受苦并不能荣耀神。

约拿单．爱德华说过一句名言﹐「当撒但拉不住你时﹐他就把你

推过头。」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些不守规矩的人(帖前5.14﹐帖后

3.6-15)﹔这些人认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就不上班了﹐光在教会里

吃饭管人的闲事。宗教改革运动﹐第一次大奋兴﹐都是给偏激份

子搅浑了﹐导致社会对教会的误会。 

 过去二十年间﹐美国基督教界反堕胎运动中有一些人反过了

头。有一位传道人反堕胎反到一个地步﹐暗杀堕胎诊所的医师﹐

以为是替天行道。不但不能荣耀神﹐反而羞辱神与教会﹐使整个

运动蒙羞。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在受苦时﹐要格外小心﹐不要越位。 

                                                 

1 BDAG诠释此字的意思是﹕one who meddles in things that do not concern the 

pers., a busybody﹐即和合本的译法。但此辞典又以为这个意思与上下文不合﹐

应是较严重的意思才对﹐如﹕concealer of stolen goods﹐「侦探﹑告密」之意﹐

或是作「革命者」﹐吕振中译本从此意。此字在新约里只出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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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荣耀给神 

 彼得在这里说﹐作基督徒会受苦的。这种受苦会发生在中国

﹐也会发生在美国。美国已经不是基督教国家了﹐至少在自由派

思想高张的州﹐如我们所居住的纽泽西州﹐你必须要以主受苦的

心志为兵器。更新传道会的李师母在六月写了两封信给本州的两

位参议员﹐Lautenburg和Corzine﹐以基督徒信仰公民的身份﹐告

诉他们应当投票﹐将禁止同性婚姻的条款﹐写入宪法﹐以杜绝后

患。Lautenburg还算回了封礼貌的信。Corzine则不然﹐回信十分不

客气﹐还把李师母训了一顿﹐说﹐他最不喜欢的就是religious 

right﹐即有人将个人的宗教道德观﹐强加在别人之上。基督徒有

什么办法呢﹖有﹐但是必须先受苦。 

 我们的州长已经被他自己所恋慕的助理Cipel控诉了﹔对方索

赔额高达两千万美元。如果控告者胜诉的话﹐谁来赔钱﹖不是

McGreevey先生﹐乃是本州所有缴税的州民﹐包括你和我基督徒

公民在内﹗我们可否因此拒缴税呢﹖不可﹐这也是受苦。 

 但是另一面﹐是否神的儿女就只能乖乖地挨打受苦呢﹖不﹐

我们要在苦难中﹐将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在受苦中可以做的一

件事。使徒保罗在坐监时﹐面对审判他的罗马巡抚腓力斯﹐怎样

将荣耀归给神呢﹖巡抚知道他来头不小﹐是望族﹐也是罗马公民

﹐对他也有兴趣﹐就常常叫他来谈话﹐也「指望保罗送他银钱」。

可是保罗讲些什么呢﹖乃是「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叫腓

力斯听了都会恐惧(徒24.24-26)。保罗知道巡抚不怀好心眼﹐指望

保罗用钱贿赂他以获不义之财﹔保罗因此教导他何为公义之道。

保罗也教导他节制之道﹐「惧高危﹐则思谦冲以自牧」(魏征对唐

太宗语)。最重要的是保罗教导对方将来永远的审判﹐明告对方﹐

那位审判人的神才是人离世后要面对最可畏的一件事。保罗似乎

是说﹕「你虽然贵为罗马帝国一省的巡抚﹐有审判生杀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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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一位比你更高的﹐乃是神。地上的官员只能审判生杀人

的身体﹐神却能审判生杀人的灵魂﹐他才是真正值得人畏惧的。」

保罗在苦难中仍然不畏权势﹐告诉对方神才是那位真正有权柄﹑

荣耀的神。对方可以不听﹐但保罗还是要讲明﹐叫神得到荣耀。 

 主耶稣自己也给我们立下了榜样。大祭司该亚法审判主时﹐

问主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

不是?」耶稣明确地回答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

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太26.63-64) 耶稣等于告诉大祭司﹐我不但是的神的儿子﹐来地

上作弥赛亚﹐而且我将来有一天必要再来﹐以执行末日审判的工

作。耶稣的话是叫神得到荣耀﹐虽然祂自己因此受到更大的屈辱

(太26.65-67)。 

神是审判者 

 为什么要这样地归荣耀给神呢﹖彼得前书4.17-18进一步讲明

其原因。使徒宣布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

(4.17a) 

 这点很奇怪﹕使徒在这里说﹐要向那些不信从福音的人﹐传

讲神是一位按公义审判的神。不错﹐向任何人我们都要传讲神慈

爱的福音。那么﹐人如果不信的话呢﹖我们就只是受苦罢了吗﹖

是要受苦﹐但没有停在那里。使徒说﹐要进一步向不信者传讲神

要审判的信息。更新传道会的李师母收到了代表New Jersey州的参

议员Corzine那一封不客气的信之后﹐她没有停在那里。她又回了

对方一封措词强硬的信﹔她说﹕「下回你再选举时﹐我会尽全力

发动我所认识的妇女们反对你﹐因为你反对禁止同性婚姻的立

场。」本州的州长﹐两位参议员和不少的众议员﹐都是赞成同性

恋﹐有的甚至同意同性婚合法化。教会有责任告诫他们﹐将来神

要审判他们﹐而今日神的震怒也会落在本州之上。2001年的九一



彼前4.15-18﹕羞辱中荣耀神 

 - 261 - 

一悲剧还不够严厉吗﹖ 

 今日基督教自己软弱了﹐不太传讲神审判的信息。2002年春

天我去康州South Windsor寻访美国1740年代第一次大奋兴的领袖

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的出生地。很不容易找﹐因为历经三

百年﹐行政区已经重新划分了。透过一位当地的老太太﹐总算找

到了﹐我十分谢谢她。最后在电话中﹐她问了我一个问题﹐

「Jonathan Edwards真的这么出名吗﹖」我说﹐「是的﹐世界闻名。」

我反问她﹐「妳身为当地人﹐觉得光荣吗﹖」她觉得Edwards太严

厉了。我明白了她的意思。Edwards在大奋兴里讲过一篇十分著名

的道﹕罪人在愤怒之神的手中﹐经文是申命记32.35﹐「他们失脚

的时候﹐伸冤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

身上的必速速来到。」2 他一生的确讲了不少地狱之火与永远审判

的道﹐促使久已沈睡之人的灵魂苏醒过来。3 

 主耶稣与保罗都在这方面做了美好的见证﹐向审判他们的官

员传讲神是最高的﹑终极的审判者的信息。可是今天的教会少讲

到这方面的信息﹐或说已经不讲了。对吗﹖后现代拒绝听这样的

信息﹐教会界的说词是﹐为了让不信主的人得到救恩﹐我们必须

                                                 

2 Iain Murray, Jonathan Edwards: A New Biography. (Banner of Truth, 1987.) 

168-69. JE于1741/7/8于Enfield, CT讲这篇道。其实不久前﹐他才在自己的教会

讲过﹐可是同一篇道却为当时尚未被大复兴击中的Enfield带来奋兴的浪潮。当

天的记述如下﹕「整栋房屋充满了很大的哀声与哭泣﹐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得

救呢﹖噢﹐我要下地狱了。噢﹐我该为基督做什么呢﹖等等。…神奇妙和惊人

的能力可以看见﹐有一些灵魂在那一晚重生了﹐有了盼望。从他们脸上的欢愉

﹑快乐看得出他们已得到了安慰。」 

3 John Gerstner有两本专书是论及JE的布道神学: Heaven and Hell: JE on the 

Afterlife (Baker, 1980; reprint by Ligonier Ministries, 1991)及Jonathan Edwards, 

Evangelist (orginally Steps to Salvation: the Evangelistic Message of JE by West-

minister, 1960; reprint by Soli Deo Gloria,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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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传福音的策略。可是约翰福音16.8-11怎么说的﹖圣灵如何叫

人悔改的﹖乃是叫人为自己的罪恶﹑主耶稣的公义﹑永远的审判

﹐责备自己。 

审判已开始 

 彼得前书4.17-18接着说﹐「审判是先从神的家起首的。」审

判是末日的审判﹐但在今日序曲就开始了﹐末日的大审判不过是

最高潮而已。这里有两个句子都是由弱而强的比较句﹕ 

若是先从我们起首﹐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 

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虔敬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 

神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对自家人与对外邦人都是一样。如果神

在蒙恩的百姓身上尚且这样厉害地管教的话﹐那么﹐祂在未得救

的人身上将要怎样的审判他们﹐我们很难想象的﹐神必不会怜惜

的。神常常借着外邦人来管教自己的儿女﹐当我们受管教时﹐正

是外邦人准备受神审判的时候。使徒在此警告叫基督徒受苦的外

邦人﹐不要张狂﹐神的手就要打下来了。前三世纪的罗马帝国苦

待基督徒时﹐是多么神气﹗但是曾几何时﹐罗马帝国衰亡了﹗回

教从古代到中世纪多么不可一世﹗可是到了中世纪结束时﹐神不

是厉害地审判他们吗﹖苏联逼迫其境内的教会多么残酷﹐而今她

的景况呢﹖美国今日摒弃她的清教徒传统﹐必要从神的手中加倍

地受罚﹔除非她悔改…大家等着看吧﹗中国政府走在十字路口上

﹐如果她继续苦待教会﹐她也逃不出埃及记14.17-18的框架﹐这

是神所定的铁律。时至今日﹐创世记12.3仍旧是有赏有罚的定律﹕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美国因此蒙福已经300年之久。她如果继续让敌视教会的政府猖狂

下去﹐下半句就必会临到她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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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从外邦人的受审判中得到荣耀﹐就正如同神从教会的得蒙

救赎上得到荣耀一样。我们不要失去盼望﹐当神在教会中间施行

管教的目的达到之时﹐祂就要转向外邦人﹐在他们身上施行祂公

义的审判。挪亚先在异象中看见神审判的可畏﹐就悔改归向神﹑

传义道。当代的人都讥笑他﹐他并不气馁﹐也不以神为耻﹐反而

更不屈不挠地向他们传讲神公义审判的信息(彼后2.5)。尼布甲尼

撒王多么狂傲﹐逼迫不向金像敬拜的但以理的三友。后来但以理

也大胆力劝国王敬畏真神﹐免得受到神的审判。尼布甲尼撒王没

有听劝﹐所以受到了神厉害的管教七年﹐直等到他学会了至高者

在人的国中掌权的道理﹐谦卑下来为止(但3章﹐4.25)。 

神常逆转胜 

 让我们学习在逆境中荣耀神﹐在敌视基督的环境中传讲神要

施行公义审判的信息。我们多么希望参议员Corzine悔改﹐州长

McGreevey悔改﹐总统候选人John Kerry悔改﹗每一个在美国的从

政人员都应当认识「基督是主」﹐万膝要向祂跪拜﹑万口要向祂

承认﹐好叫神再向这个国家施恩。 

 我不要大家误会﹐以为神的意思是定意要将一个不敬虔的国

家降卑下来。但也可能如此。教会历史上多次显示神藉击打﹐往

往将不敬虔的国家转变为敬虔的国家﹐英国是最好的例子。 

 John Fox在他的Book of Martyrs里﹐16章之中有九章的篇幅

(57%)﹐是记述发生在英国1500~1558年之间的殉道事迹。在玛丽

女王当政期(1553~1558)时﹐殉道者中最有名的是Hugh Latimer 

(1485~1555)﹑Nicholas Ridley (c. 1500~1555)和Thomas Cranmer 

(1489~1556)三人。当前两人受火刑时﹐勇敢的Latimer对Ridley说

﹕「黎德烈夫子﹐安心吧﹐要作大丈夫。我们今天在英国点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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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蜡烛﹐我深信靠着神的恩典﹐它永远不会熄灭的!」4 熊熊烈

火吞蚀了这两位殉道者的躯壳﹐旁观的Cranmer居然胆怯了﹐竟

收回他的观点。可是他还是难逃一死﹐因为是他处死了玛丽女王

的母亲。当他受刑的那天﹐1556/3/21﹐死前的一席话﹐证明他真

诚地悔改了。他说﹕「我重新申明﹐我坚决拒绝教皇﹐他是基督

的敌人…他的教训是假教训。」受刑时﹐他伸出右臂﹐坚定不移

地把右手放在火焰里﹐重复地说﹐「我的右手不配﹗我的右手不

配﹗」5 

 有一天中国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大国﹐我不会惊讶﹐因为在过

去的五十多年以来﹐这么多的圣徒在为新中国受苦中﹐传讲神要

审判的信息﹐叫神得到荣耀。因此﹐祂纪念。假如今天美国仍旧

有许多的圣徒﹐像以往建立美国的清教徒先祖那样地向主忠心﹐

我们也可以期望大奋兴会再回到这块特别蒙神拣选的土块上。基

督徒啊﹐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必少不了迫害。在受苦时

﹐不要忘掉﹐要归荣耀给神﹔即向敌视基督的人传讲神是审判者

的信息﹐这信息会带来神的荣耀。 

8/22/2004, MCCC 

祷告 

敬拜万世之王(我心旋律1-10) 

                                                 

4 Foxe, John, Acts and monuments of matters most speciall and memorable hap-

pening in the church with an universall history of the same: wherein is set forth at 

large the whole rare and course of the church from the primitive age of these later 

times of ours with the bloody times, horrible troubles and great persecutions against 

the true martyrs of Christ. (London: Printed for the Company of Stationers, 1641.) 3 

vols. 后来这本书就叫做Book of Martyrs. 中译﹕血证士。(见证书室﹐1988。) 

179。 

5 同上书﹐22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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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 有谁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归你名 

因为独有你是至圣 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 

敬拜 尊崇 因你公义的作为已彰显 

主神 全能者啊 你的作为大哉 奇哉 

万世之王 我敬拜你 你的道途义哉 诚哉 

啊 你要刚强壮胆 不要害怕和惊惶 

神的仆人 耶和华要引导你 

走祂所指定的道路 来完成祂的使命 

在中国荣耀主的名 

词﹕启示录15.3-4 

曲﹕邵家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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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八篇 行善中交托神(4.19) 

经文﹕彼得前书4.19 

所以照神的旨意而受苦的人﹑要在行善之时﹐将自己的灵魂

托付那信实的创造主。 

诗歌﹕永远的膀臂(The Everlasting Arms) 

祂是信实主 

 彼得前书4.12-19是勉励门徒如何受苦﹕在苦难中要喜乐﹐在

羞辱中荣耀神﹐在行善中托付神。今天我们看第三点﹐4.19。这位

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乃是一位信实的创造主﹐或说天命之主。

当我们将自己交托出去了﹐是不是就停摆在那里﹐静寂不动呢﹖

不﹐乃是不断地行善荣耀神。交托是手段﹐行善是目的﹐荣耀神

是结果。 

不断交托神 

 主要的动词是托付﹐在苦难中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将自己

交托给神﹐而且是一直不断地将自己交托给神。在苦难中﹐我们

很自然地会避凶趋吉﹐把自己抓得更紧﹐唯恐自己会在苦难之中

待得更久。约瑟被他的主母(主人的妻子)诬告而入了死狱﹐也不知

道什么时候可以出来。直到有一天﹐他看见机会来了。原来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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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酒政因为得罪了法老﹐也下了狱﹐与他一同坐监。有一晚﹐那

两人各作一梦﹐却都不知其解。约瑟有解梦的恩赐﹐正好可以服

事他们。按着约瑟的解梦﹐膳长三天之内﹐要丧命﹔而酒政则是

三天之内﹐要出狱而且官复原职。创世记40.14-15特别记载﹐约瑟

在苦难中﹐如何向酒政伸冤﹐并将自己交托给酒政－一位他所服

事过﹑帮助过的人。他对酒政说﹕「40.14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

记念我﹐施恩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40.15我

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甚么﹐叫

他们把我下在监里。」事情果然不出约瑟之所料﹐到了第三天﹐

酒政出了狱﹐又去伺候法老了。可是他却「不记念约瑟﹐竟忘了

他。」(创40.23) 这一个「竟」字太宝贵了﹐是神特别的工作。 

 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当时在监狱中时﹐约瑟还没有学会在

苦难中的时候要全然交托给神自己。他把筹码放在酒政身上﹐他

以为酒政可以为他伸冤﹐也可以救他出监牢。可是神很幽默﹐神

要酒政忘掉了救他的约瑟。换言之﹐神要约瑟学一个十分宝贵的

功课﹕将自己交托给主。 

信实天命主 

 这位主是一位怎样的主呢﹖祂乃是信实的创造主﹐祂对约瑟

有一个重要的计划﹐约瑟不知道﹐祂知道。约瑟只想快点出狱﹐

神却想要让他平步青云﹐担任埃及国的宰相﹐正如彼得前书5.6所

说的﹕「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祂必

叫你们升高。」如果真如约瑟所想的﹐快快出狱﹐那么创世记41

章以后那些发生在约瑟身上精采荣耀的故事﹐就统统不会有了。

因为一定要当法老做梦﹑又无法解梦的时候﹐才是神赐给约瑟的

大好机会。感谢神﹐祂使酒政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竟然把救他

的约瑟给忘了。这样﹐后来当法老的梦不得其解﹐而酒政忽然想

起来他所忘掉的约瑟之时﹐岂不是神的时机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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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是创造主意即祂是天命之主。西敏士小教义问答11说﹕ 

何谓神的天命之工﹖神的天命之工乃是神以祂至高的圣洁﹑1 

智慧﹑2 大能﹐保守3并管治祂所造的万物﹐和它们一切的作

为。4 (1 诗145.17﹔2 赛28.29﹔3 来1.3﹔4 诗103.19﹔太10.29。) 

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神保守了他﹐使他存活下来。其次﹐我

们也看见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与祂的旨意协同一致。第三﹐我们

看见神从始至终管治着一切的人事物﹐使他们达到神所要达到的

目的。使徒不但说神是创造主﹐而且说祂是信实的创造主﹔祂正

是我们所要交托的对象。 

 杨心斐姊妹是主在中国所重用的一位仆人﹐她为主坐了12年

的劳改。在她的见证自传里﹐她分享到她如何学会了将自己交托

给那位信实的创造主﹐而非自辟徯径。劳改开始时﹐她想用自己

的方法改变工种。她一到了场上菜地里﹐因怕挑重担﹑拿锄头﹐

她就挑了土箕的工作。一个礼拜以后﹐她才知头她是被分配到缝

纫组﹐那是最轻的活。可是她去不成了﹐因为她已经自己挑选了

土箕的活了。12年之久翻不了身﹐她深深懊悔为什么不要听神的

安排﹐而要自己挑选呢﹖以赛亚书55.8-9﹐耶和华说﹕ 

55.8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55.9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所以﹐经过十二年的劳改﹐杨姊妹学会了一个宝贵的功课﹕「神

啊﹗若是在你的计划中﹐我必须被安置在这最黑暗的角落﹐愿你

的旨意成全﹐我不敢再凭自己而有所拣选。」她在劳改营里也看

见多少受苦的基督徒后来妥协了﹐走上了人自以为聪明的道路﹐

结局却很惨。她见证神的话﹐诗篇18.26﹐「清洁的人﹐你以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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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他﹔/ 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她甚愿服在神大能的臂膀下

﹐欣然接受神给她的熬炼﹐直到神成就神在她身上的旨意。她讲

了一段很好的话﹕「我觉得﹐在末了的灵程上﹐是要先以神的话

为路上的光﹐我们从光中走过去﹔至于环境的好坏﹐由神负责。

只求神捣碎我们属肉体的成份﹐不敢随己意作选择﹗免得我们破

坏神在我们身上建造的计划﹐拦阻了神的工作﹗」1 

 苦难是我们的信仰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

上之时﹐官府的人﹑路人﹑犹太人讥诮祂﹐连同钉的一个强盗也

嗤笑祂﹕祂救得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诗22.8﹐路23.35-39)。耶

稣该怎么办﹖哀号﹐祷告…到了末了﹐祂仍是将自己交在父神的

手中(太27.50)﹐相信父神的安排不会错﹐是最好的。 

 1994/11/11凌晨﹐赵盛章弟兄的女儿过世﹑到主那里去了﹐

她才十三岁。这当然是十分悲哀的事。但是在极度的悲哀之中﹐

却有一点是十分安慰人的。赵弟兄在女儿的文件中找到她生前留

下来的一段文字﹐安慰父母亲的﹐说﹐万一神带领她回天家的话

﹐要他们不要太悲哀﹐因为那是神的旨意﹐而且天家那里也是好

得无比的。她引用了箴言3.5-6﹕ 

3.5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3.6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 

 祂必指引你的路。 

箴言3.7接着说﹐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1 杨心斐﹐夜间的歌－恩立姊妹见证。(中国大陆圣徒见证事工﹐2003。) 

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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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受苦中行善 

 交托给神绝非寂静不做什么﹔相反的﹐乃是按着神明显的旨

意继续行善。神的旨意总是有两面﹕隐藏的与明显的。前者是神

天命的带领﹐后者则是我们可以戮力以行的伦理。约瑟不明白为

什么神让他落在苦难之中﹐是他的年龄所难以承受的﹐但是苦难

既然来了﹐是神在天命中的安排﹐他就接受神的安排﹐照神的旨

意受苦。他在波提乏家中不过是个奴隶﹐可是他竭力按着神的道

德旨意服事他的主人家﹐做该做的事﹐拒绝不该做的事﹐不论人

看得见﹑还是看不见。他与神同在﹐他做每一件事都是做给神看

的。他行善﹐好叫他的神得荣耀。就是下到了死监里﹐能不能活

的走出来都不知道的时候﹐活着一天﹐他还是立志行善荣神益

人。在他受苦的13年漫长的岁月里﹐每次夜深人静﹐想起他的父

亲﹐想起死去的慈母﹑幼弟﹐他会流眼﹔想起出卖他的兄长们﹐

他学会了不再恨﹐而是赦免﹐忘掉那些刻骨铭心的痛苦。 

 神为什么要救我们呢﹖是因为天国少了我们这一个人﹐所以

非救我们不可﹖不。神救赎我们有祂宏伟的计划﹐祂乃是为着祂

的荣耀创造我们﹑救赎我们。这计划中的一项就是要我们行善。

以弗所书2.10说﹐「我们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

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不错﹐我们完全不

是借着行为称义的﹔可是我们是否真的因信称义﹐最好的指标就

是我们的好行为(参雅2.14-26)。将来我们到了基督台前受审时﹐到

底神要看我们的什么﹖金银宝石般的好行为(林前3.10-15)。哥林多

后书5.10也讲同样的道理﹕「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

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马太福音25.31-46

的山羊与绵羊的比喻说明了一点﹐到了审判的时候﹐一个人是否

真得救与否﹐在人的身上神要看一点﹐他到底有没有神儿女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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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行。有就是真的﹐没有就是假的。约翰福音5.28b-29怎么说﹖

「5.28b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5.29

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马太福音5.13-16, 17-20是

主在登山宝训的话﹐一言以蔽之﹐身为光与盐﹐我们必须要有善

行荣耀神。圣经这方面的经文太多了﹐到启示录的末了﹐我们是

怎样进入新耶路撒冷城的﹖因为名字列在羔羊生命册上﹖对的(启

20.11- 15)。但是也看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真是圣徒﹐我们会有

好行为的﹐那叫细麻衣﹐圣徒所行的义(19.8)。 

 不过在彼得前书4.19这一节里所强调的是受苦中的善行。很奇

怪的﹐人在受苦中的善行乃真的善行。圣经说我们的义好像什么

﹖ 

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 

 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 

 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赛64.6) 

我们的行为中掺杂了太多的自私自利。耶稣说﹐「你们若单爱那

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太5.46a) 

 神怎么办﹖祂使我们受苦﹗在我们受苦中的时候﹐若还有善

行﹐那个善行是十分纯真的了。什么叫纯真的善行呢﹖(1)主叫我

们走天路背十字﹐要先算计一下﹐不要贸贸然地就走上去(路

14.25-35)。算清楚了﹐要为主而舍﹐才能舍到底﹑摆得上。他们

是怎么算的﹖因为主太荣耀了﹐就这么简单。 

 (2)它是舍己的爱(约壹3.16)。一个人只要不为自己的话﹐走天

路就走得动了。受苦的人总是身上带着十字架的香气﹐不为自己

保留什么。他们心中只是想到了主怎样恩待了他们﹐他们就怎样

恩待别人。到了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的义究竟有多少过得了关

呢﹖那要看我们今日的舍己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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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它不仅是为(for)主而做﹐与(with)主同做﹐是做在(to)主身

上的﹗这是伯大尼的马利亚膏主的秘诀(太26.12)。这种善行看来

是做在人身上﹐但是千真万确是如同做在主身上的﹗主说那些绵

羊之所以可以承受天国﹐是因为他们真有好行为﹐他们眼中只有

主﹐在最小的弟兄身上看见主﹐在小兄弟身上行善﹐就如同在主

身上行善一样(太25.34-40)。 

做在主身上 

 受苦中行善是最高贵的人性。人在受苦中﹐他大可心存报复。

但不﹐他反而心存恩典要施恩于人。我要介绍另一位在中国受苦

的传道人郑惠端姊妹。她出生就是弃婴﹐被一位郑牧师收养了。

21岁得救﹐此后﹐就蒙召事奉主。抗战时﹐她在中国就已经是一

位有名的大学校园巡回传道人。1958/3/15她在上海被政府逮捕了。

为主坐牢七年﹐刑满以后又劳改到1979年初﹐才回到上海。算起

来共有21年为主被囚。当她被逮捕去看守所的路上﹐她居然喜乐

得唱「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她对父神说﹐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由于她在审讯中不认罪﹐最后被上手铐。她对主说﹐铐得好﹗铐

得好﹗该铐﹑该铐﹔因为她看见自己的罪污与亏欠。由于她的信

仰坚定﹐又被反铐40天﹐她都没有屈服﹐反而充满喜乐﹐叫狱方

大惑不解。在狱中﹐常找机会传福音与行善﹐带了一些人归主。2 

 1984年在北卡发生过另一个感人的故事。3 Jennifer Thompson

在一个夜晚被一个黑人强暴了﹐当晚有另一位女子也被强暴。不

久后警方就抓到几个嫌犯﹐那两位一口咬定是Ronald Cotton干

的。Ronald就被判无期徒刑﹐但他一直坚称不是他做的。他在狱

中知道有另一位犯人叫Poole的﹐宣称他曾一夜强暴过两位女子﹐

                                                 

2 郑惠端﹐奇异恩典－恩典姊妹自传。(中国大陆圣徒见证事工﹐2002。) 68-86。 

3 取自世界周刊6/24, 200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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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Ronald就怀疑他才是犯案者。但是Ronald能做什么呢﹖ 

 坐监11年以后﹐1995年的O. J. Simpson大案爆发了。Ronald知

道有DNA测试法。他就提出要求比对DNA﹐结果证明不是他犯的

案子﹐而且正好是Poole犯的﹐于是冤案水落石出﹐Ronald被释放

了。不久﹐Poole也罹癌病逝了。可怜的是Jennifer﹐她是受害者﹐

身心受创﹔又对Ronald心存罪疚﹐害他坐牢11年﹐对不起他。「恐

惧﹑害羞﹑尊严﹑良知一直在她心中交战﹐但她始终下不了决心

去亲自道歉。她每天祷告﹐求神给她力量与勇气。」两年后﹐

Jennifer受不了良心厉害的煎熬﹐决心亲自向Ronald认罪。她含泪

对Ronald说﹕「Ronald﹐我非常抱歉。我每天…都…感到愧疚。」

Ronald接受了﹐赦免她﹐使她得到了神的怜悯。Jennifer也赦免了

死去的Poole﹐还有她自己。对Jennifer而言﹐13年不能抹去她冤枉

Ronald的罪疚。Jennifer现在是一个快乐的人﹐她靠着基督得了人

的赦免﹐她也赦免了人﹐她的心中不再有块垒。 

 Ronald则是一个平凡中的伟人﹐他在苦难中赦免了陷他于不

义的女士。我曾遇到一位从中国出来的大学教授﹐他曾去过五七

干校劳改﹐伤了他的腰。每一次发病时﹐几个月趴在地板上起不

来。他跟我说﹐「这笔帐要找谁去算呢﹖找毛泽东﹖他已经死了。」

对郑姊妹而言﹐对Ronald而言﹐谁都不找﹐因为他们是将自己交

托给主的人﹐所以﹐他们心中没有块垒﹑没有恨。神所要的是我

们在今生为祂而有的善行﹐如同金银宝石一般。当审判的时候﹐

神要看我们今生所做的﹐是否都是做在祂身上(to Him)﹗ 

9/5/2004, MCCC 

祷告 

永远的膀臂(The Everlasting Arms) 

1 你是否在忧愁渊中 人虽伸手救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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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是全能膀臂 在深坑中拉起你 

永生主是你避难所 安定心性不惊奇 

伤心忧愁虽然极点 有耶稣永远膀臂 

*在下扶你 在下扶你 是真神永远膀臂 

永远膀臂 永远膀臂 是真神永远膀臂 
2 人的手臂软弱无力 神的膀臂永不疲 

环境好时人爱亲近 但神膀臂永扶持 

愿万人明白主恩爱 愿万人见主荣美 

愿万人常蒙主扶持 有耶稣永远膀臂 
3 靠主大能膀臂扶持 不用己力能升高 

只投进主丰盛能力 己虽软弱主可靠 

前失败叫我能明白 不再靠自己能力 

虽失足主来扶持我 是耶稣永远膀臂 

The Everlasting Arms. Albert B. Simpson (1843~1919) 

THE EVERLASTING ARMS 8.7.8.7.D.ref. Albert B. Simpson 

 

 





彼前5.1-4﹕务要牧养群羊 

 - 277 - 

 

 

 

 

彼得前书释经信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 

第廿九篇 务要牧养群羊(5.1-4) 

经文﹕彼得前书5.1-4﹐ 

5.1所以﹐我这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人﹑同享后来所要

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5.2务要牧养

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监督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按着

神的旨意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热心﹔5.3也不

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5.4到了牧长显现

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诗歌﹕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The Way of the Cross) 

传递主托付 

 感谢神﹐在这一个新的年度﹐除了旧的执事再进入事奉之外

﹐还有七位新的执事也投入服事﹐一同牧养神的群羊。这一段经

文是使徒彼得写给小亚细亚众教会的长老的﹐乃至于教会史上所

有的牧师﹑长老们的。广义上来说﹐所有在牧会工作上有份的弟

兄姊妹们﹐也都是这段经文的受信者。这封书信彼得是以使徒的

权柄来写的﹐可是这一小段却不是﹐他以另外的一个面貌来写。

什么面貌呢﹖同作长老牧养者的心态来写的。1 

                                                 

1 长老﹑监督﹑牧师三者在新约圣经用语是同意语﹐应是使徒时代用语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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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彼得写到这一段时﹐好像他又回到了加利利海边﹐想当年

﹐主耶稣亲自将牧养羊群的责任托付给他。现在﹐到了彼得自己

晚年的时候﹐他再把这一个神圣的托付﹐传递给我们。牧会有甘

苦﹐所以他说他是「作基督受苦的见证人﹑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

荣耀的。」这一个苦不是我们自己徒然受苦﹐而是见证基督为这

些羊群所受的苦﹗我们必须看见我们是与主同负一轭﹐而且更要

看见将来的荣耀之赏赐。彼得一生为主所作的最后的一个见证就

是倒钉十字架。当罗马暴君抓住他﹑要钉他十字架时﹐他只有一

个请求﹐他说﹐十字架太荣耀了﹐只有我的主﹑神的羔羊才配钉

的﹐我是谁﹐怎么配呢﹖所以要求倒钉以荣耀主﹐这是彼得在这

里所说「作基督受苦的见证人」的意思﹐真正的苦难是落在主的

身上﹐我们不过是稍稍分担一点而已﹔可是神何等恩待我们﹐分

担这么一点的苦难就使我们「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 

牧养是命令 

 彼得这么一讲﹐我们都开胃了﹐羡慕与主同受苦难﹐将来与

祂同享荣耀。要怎样得着这样的殊荣呢﹖「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

神的群羊﹐监督他们。」监督是守望的意思。怎样为主的羊﹑不

是我们的羊﹐守望牧养呢﹖主在约翰福音10.10说﹐「我来了是要

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在这章里﹐主告诉我们祂是怎

样牧羊的﹕带领他们﹐使他们的生命成长﹑并进入丰盛﹐教导羊

群怎样听神的声音﹑就是明白神的话语﹐教导他们如何防备盗贼

﹐祂也甚至愿意为羊舍命。 

 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7说﹐他牧养神的羊群「存心温柔﹐

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

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

                                                                                                                   

﹐于保罗﹑于彼得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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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他爱他的羊爱到一个地步﹐说「2.19我们的盼望和喜乐﹐

并所夸的冠冕是甚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祂

面前站立得住吗﹖2.20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

(帖前2.19-20) 

 先知以西结将牧者的职责﹐在34.16更清楚地列了一个清单﹔

我们来看看﹕ 

失丧的﹐我必寻找﹔ 

被逐的﹐我必领回﹔ 

受伤的﹐我必缠裹﹔ 

有病的﹐我必医治﹔ 

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 

第五种肥壮的是指那在教会中欺负其他小羊的人﹐不守规矩的。

主说﹐「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结34.11) 以上特别列出的都是

有问题的羊﹐这才是牧养工作。这些正是主在福音书里的工作﹗ 

 我们同时要注意到﹐牧养不是选择﹐而是主的命令﹗我们责

无旁贷。主怎样牧养我们﹐我们也怎样去牧养周围的羊群。 

牧养的秘诀 

 要怎样成功地牧养神的群羊呢﹖彼得在此说出三点秘诀﹕甘

心﹑热心﹑作出榜样。 

出于甘心 

 一言以蔽之﹐就是出于对主的爱。主曾三次问彼得﹐「你爱

我吗﹖」(约21.15-17) 主为什么问他三次呢﹖我们要注意主怎么问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么﹖」(21.15) 这一句不好翻译﹐因为「这

些」(τούτων)可以是中性﹑也可以是阳性﹐可以是主格﹑也可以

是直接受格﹐所以排列组合就有四种可能。我认为研究约翰文学

的当今新约大师Leon Morris的意见是对的﹐他采用阳性主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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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一句话他译为﹕「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么﹖」2 这样

﹐你就明白为什么主一问﹐彼得就忧愁了﹐因为主耶稣踩到了彼

得的痛脚﹗ 

 我们在事奉中有太多的掺杂﹐彼得以往就是如此。他在主受

难的那晚对主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可

14.31//太26.31//路22.32) 或许因为如此﹐我相信就在主的最后一

夜﹐在门徒中争论谁为大者之时﹐彼得一定是声音最大的(参路

22.24-30)。这是对主的真爱吗﹖要服事主吗﹖主的挑战是﹕「你

[以为你]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深么﹖」 

 经过了跌倒﹑失败﹑三次否认主﹐彼得现在学到了一个宝贵

的功课﹐回答主说﹕「你知道我爱你。」这一个爱唯独在主和他

之间﹐是一个秘密﹐没有需要让别人知道的﹐当然绝对不是可以

对别人夸耀的。甘心就是把我们里面的属灵骄傲除掉了以后﹑那

份向着主清纯的爱心﹗当人有了这一种的爱主之心﹐就有一种谦

卑﹐会忧愁﹗深怕自己爱主爱得不够﹐而且一点不觉得自己爱主

会胜过别人。如果他有一些对主的爱的话﹐那就是主保守了他﹐

所以他会说﹐「主﹐你知道我。我对自己没有把握﹐你知道有就

好了。」这是甘心。 

 彼得在这里加了一个片语－「按着神的旨意」－这是用来修

                                                 

2 「这些」(tou,twn)这个复数﹑所有格的代名词﹐可以是中性﹑也可以是阳性﹐

可以是主格﹑也可以是受格。(排列组合就有四种可能。) 若是中性﹐有人就拿

该字指打渔或事物。若为阳性﹐就为一些人了﹐这些人乃是彼得的同伴们。最

好组合是阳性主格。见Leon Morris,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NICNT. 

(Eerdmans, 1971.) 870-71. 一般的英译本在这里都保持直译﹐不解释。George R. 

Beaseley-Murray 的 译 法 与 Morris 同 : “…more than these others do?” 

Beasley-Murray, John. WBC. rev. ed. (Nelson, 1999.) 393, 405. D. A Carson以为

这样解法才有意义﹐见Cars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Eerdmans, 1991.) 

675-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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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甘心」的。我们因为爱主而牧养主的羊﹐还要加上按着主的

旨意﹑神所要的来做才对。保罗深通此理﹐他说﹐「凡与你们有

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各人家里﹐

我都教导你们。」(徒20.20) 他又说﹐「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

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徒20.27) 牧人自己必须在神的话语上下功

夫。 

出于热心 

 第二是热心﹐这是处理我们的动机。甘心是我们的动力﹐热

心是我们的动机。一月12日凌晨台北市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小

妹妹被自己的父亲打得几乎脑死﹐半夜一点55分被警察送到市立

仁爱医院急救﹐但是医院居然说没有加护病房﹐早上五点正把她

转诊到台中﹐延误了五个钟头才开刀诊治。这件事荒谬到了极点

﹐全台湾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台北市居然没有病房﹐要送到中部才

有病房﹗如果大人物的小孩送进来﹐也没有病房吗﹖可是当时处

理的两位大夫失职﹐把她当成人球踢走了。报纸上说﹐当时的护

士都十分气愤﹐觉得医院应该救。我们在牧养人的灵魂上﹐有没

有这种救人的热心呢﹖ 

 我们不要忘掉这些羊是神的羊﹐我们的热心是为着神的荣

耀。神的羊若得到了好的牧养﹐神就得到荣耀。没有任何利益驱

使我们去做这些事﹐唯独是神的荣耀﹗以西结书34.11说﹐「我必

亲自寻找我的羊。」我们不但不推拖被送到我们这里的羊﹐而且

我们理当出去寻找迷羊﹐将他们带回羊圈才对。 

 做牧会工作千万不可有姜太公钓鱼的心态﹐而是热心地出去

寻找亡羊。如果主耶稣都会将九十九只羊撇在旷野﹐而去寻找那

一只迷失的羊﹐我们岂不当起来做同样的事吗﹖如果一个团契有

十个人﹐就有二十只眼睛﹐十颗心﹐起来寻找迷羊的话﹐会找不

到吗﹖保罗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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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里头有了热心﹐我们就会在邪恶的世代中﹐「抓住每一个

机会」－「爱惜光阴」是和合本不准确的翻译－带人归主荣耀主(弗

5.16﹐参西4.5「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一位美门教会回台湾的姊妹(黄玛莉)前一阵子加盖家中的房

屋﹐她天天为工人祷告﹑求平安﹐使工头十分感动。工头成年在

外为人做工﹐从来没有人会关心他们工人的安危。这位姊妹的爱

心关怀﹐使工头一家改变了﹐到教会去聚会。如果没有这位姊妹

的热心﹐神会得到荣耀吗﹖ 

作出榜样 

 彼得在此必定想起了主的名言﹕「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

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可10.45) 在

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门徒们(必定包括了彼得)曾羞愧地彼此争

论谁为大(路22.24-30)﹔这不是第一次了(参可9.33-50﹐路9.46-50

﹐太18.1-35)。彼得在这里谆谆告诫我们﹐我们牧养人者﹐绝不是

辖管他们的人﹐而是做一个仆人服事他们而已。台北的医院人球

案爆发以后﹐电视台访问了一些退休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大

夫。他们的说法十分感人﹐医德最重要﹗ 

 牧人之德是什么﹖做羊的榜样﹐不是教他怎么做﹐而是做给

他看。我记得我在当兵时﹐有一天新师长来视察﹐我们正在做新

兵训练。师长叫我做给新兵看﹐我做了﹐他说不标准。他就拿起

我的枪﹐二话不说﹐翻到地上做给新兵看﹐那动作十分标准﹐我

们都很佩服新师长。 

 有一次一位教会的姊妹对我说﹐她羡慕服事主就像带领她的

那位姊妹那样。感谢神﹐那位姊妹立下了一个好榜样给别人看。

教会是羊生羊﹐怎么样的羊就生下怎么样的羊。牧羊人也是羊。

我们若爱读圣经﹐生下的羊就会爱读圣经。我们若凡事祷告﹐他

们也会如此。我们若十一奉献﹐不教他们﹐他们就是看也看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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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契里的夫妻若恩恩爱爱﹐新来的家庭不久就耳濡目染﹐也学会

了。我们若出去寻找迷失的羊﹐刚得救的新人也会如此行。这些

都是榜样﹐身教甚于言教。 

荣耀的冠冕 

 彼得前书4.17a说﹐「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让

我们起来事奉﹐自己追求主﹐也带别人归主﹐叫神在审判祂的教

会上﹐可以大得荣耀。我们若起来事奉﹐神要将怎样的荣耀赐给

我们呢﹗曾经在地上为主打拼的摩西以利亚﹐岂不是已经在荣耀

中与主一同坐席了吗﹖这是彼得亲眼目击的﹐他何等羡慕那一顶

不朽的荣冠呢﹗你羡慕吗﹖若羡慕﹐就起来「牧养…神的群羊」。 

牢记主托付 

 万事从祷告做起。祷告是教会服事的火炉﹐一根柴火点不旺

的﹐大家靠在一起﹐就统统都烧旺起来了。我们再次邀请诸位来

参加祷告会﹐当然我们自己也要有灵修的祷告。 

 彼得前书4.17b-19说﹐ 

4.17b若是先从我们起首﹐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

局呢﹖4.18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虔敬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

可站呢﹖4.19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

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记住彼得的话﹕「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为着神得荣

耀﹑为着我们得以分享神的荣耀﹐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1/15/2005 (周六), MCCC 

祷告 

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The Way of the Cross. H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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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 要将一切献于神 

将一切放在死的祭坛上面 火纔在这里显现 

*这是十架道路 你愿否走这个 

你曾否背十架为你主 

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 对神你是否全贞 
2 当我们唱诗祷告时候 何等愿说献所有 

但前面有更沉重的十字架 有更艰难的生涯 
3 你要变节或忠心到死 让一切完全损失 

直等到永活主的丰盛生命 天天充满在你灵 
4 神的救法是由死得生 你与主合为一人 

在十架你因信已与祂同钉 从你身活出祂命 
5 我们的得失并不要紧 神的旨意当留心 

我们若将万事都看如粪土 主纔不会受拦阻 

The Way of the Cross. Mary E. Maxwell 

 WAY OF THE CROSS 9.7.11.7.ref. Ada R. Gibbs (1864~1905) 

我在美门教会(NJ, 1994~2013)长时间牧会期间﹐有幸认识了一位

极其谦和的女宣教士李文俊(Barbara Livingston, 1926~2007)。在她

卧病期间我有次去看她﹐一同祷告后﹐她对我说﹐「张牧师﹐你

很喜欢诗歌。我这里收集了许多诗本﹐送你一本﹐你自己挑。」

我挑了The Keswick Hymn-Book (c. 1936)。她就笑了﹐「你真会挑

选。」这首诗歌在著名的开西特会上经常传唱。我在台大团契的

三年里(1971~1974)﹐青年基督徒也经常唱。今日兴起的赞美与敬

拜运动似乎强调向主而去的垂直面时﹐忽略了另一水平面－「彼

此教导﹑互相劝诫」(西3.16)。 

 聚会所的诗歌里保存了许多开西特会使用的诗歌﹐因为从该

特会里走出不少的宣教士到中国来﹐把诗歌也带来了。这是首属

灵的军歌﹐我们应当经常唱﹐挑旺我们事奉主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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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篇 论谦卑与顺服(5.5) 

经文﹕彼得前书5.5 

同样的﹐你们[属灵上]年轻的﹐要顺服长老[的权柄]。就是

你们所有的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

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诗歌﹕要思想耶稣(Consider Him.) 

特定的顺服 

 从解经学上来说﹐这短短的一节是附属于前一小段﹑后一小

段﹐还是较为独立的呢﹖这点很重要。应是独立的一小段。5.1-4

是对着牧养者说的勉励话﹐5.6一开头就说﹐所以﹐说明了5.6-11

是全书的收尾﹕论到神要在苦难中成全祂的百姓。那么﹐这短短

的一节﹐5.5﹐说什么呢﹖乃是对着全会众说的。这一小节有三句

话﹐第一句话里的「年长的」与5.1的「长老」同一字。差不多的

译本都选择和合本这样的译法。许多注释家的译法则以为是指着

上文的长老说的。平心而论﹐后者是对的﹐较符合上文下理的解

经原则。年幼的有如老约翰爱用的「小子们」﹐是对全会众说的。 

 这么说来﹐这一小节的思路是这样的﹕教会中的小子们﹐我

方才训勉完了长老们﹐现在我要训勉你们了。你们要顺服长老们

属灵的带领。其实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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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属神的定律﹕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是蒙福之道。我们就从后面看回来。 

谦卑蒙福路 

 5.5c这句话是属灵的定律﹐出于七十士译本的箴言3.34。希伯

来本的原文是﹕「祂讥诮那好讥诮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七

十士译的译文是﹕「主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人之

所以会讥诮神﹐是因为他的心中骄傲。骄傲是人的第一个罪﹐正

如同谦卑是神本性里最深处的美德一样。奥古斯丁讲得好﹕「首

先征服人的﹐是人最终才能征服的。」1 这一个叫人堕落的罪就是

骄傲﹐而胜过它的美德就是谦卑。5.6是根据5.5c而来的学习﹐我

们若降卑自己﹐神必使我们高升。 

 Ronald Pinkerton爱好手动滑翔翼的运动﹐有一次他从4,200呎

高的地方冲下去﹐当他正在向下滑翔时﹐他遇见一个强而有力的

气流把他向地拽下去﹐情势非常危急。他说﹕「下坠的速度十分

快速。我被空中的气流抓住了﹐这下子可要粉身碎骨了。突然之

间﹐我看见牠－一只红尾的老鹰﹐离我的右翼只有六尺之远﹐也

在与我所遭遇的强风搏斗。…我向下一看﹐天啊﹐只有300呎了﹐

而且还在向下坠﹐树木看起来就像刺人的树尖向我而来。我又看

了那只老鹰一眼﹐突然间﹐牠就顺着下风飞下去。朝下风飞﹗逆

风朝上而飞才对。那只老鹰简直是在自杀﹗只剩下200呎了。不知

怎的﹐这个念头闪入了我的脑际﹐跟着老鹰飞吧﹗这种飞法是不

合常理的﹐现在我所有的知识都没用了﹐把自己交在风的恩手中

吧﹐像老鹰那样。只剩下100呎了﹐突然之间﹐老鹰升上来了﹐我

                                                 

1 引自Robert Leighton, A Practical Commentary on the First Epistle of St. Peter. 

(London: Henry G. Bohn, 1853. Reprint by Amityville, NY: Calvary Press, 1995.)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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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像悬在空中不动一样。接着﹐有一股暖流开始把我的滑翼举

起。我愣在空中﹐身为滑翔翼的驾驶没法解释这种现象﹐但是那

是真的﹐我在空中升起来了。」2 

 这是一个真实精彩的故事。神的话就是那只在人生中救命的

老鹰﹐它伴你而飞﹐要教导你谦卑。一谦卑下来﹐就有神恩典的

暖流将我们托起。这是神的铁律﹐不顺从它﹐你会在人生的战场

上粉身碎骨﹔顺从它﹐你会乘驾在地的高处。 

 为什么要谦卑呢﹖这是神的基本属性﹐腓立比书2.6-8剖析神

的谦卑美德说﹐ 

2.6正因为祂存活于神的形像里﹐3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2.7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像 

成为人的样式。 
2.8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一段经文说明了主的一生。谦卑根本就在神的形像里面﹐耶稣

的谦卑不过是将祂的性情活出来而已。祂非这样活不可﹐因为这

是祂的性情。神的儿子用祂的一生将神的谦卑美德表演出来﹐目

                                                 

2 Craig Brian Larson, ed. Contemporary Illustrations for Preachers, Teachers & 

Writers. (Baker, 1996.) 112. 

3 腓2.6a系一子句﹐是concessive﹑还是causal呢﹖许多新的注译都采后者﹐其

理在乎对2.6a的领会。G. F. Hawthorne说﹕「神的性情之特征不是自私的攫取﹐

而在张手的施予。」Hawthorne, Philippians. WBC. (Word)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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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要我们能够跟随祂的脚踪行﹐就像那只老鹰一样。谦卑不是

一个选择﹐而是人生的必须。只要你是按着神的形像所造的人﹐

你就要把谦卑的美德活出来。 

 论谦卑的重要﹐在许多哲人的书中都有。譬如老子。老子讲

柔弱的哲学﹐以牙齿与舌头为例﹕人到老了﹐什么还在﹖柔弱的

舌头。什么最先出问题﹖刚硬的牙齿﹗孔子曾去拜访请教老子﹐

老子(李聃)讲了两事真言﹕「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

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4 在教会史上﹐先贤

留下许多宝贵的话。路德说﹐「直到人变为衰微无有﹐神没有办

法从他身上得着什么。」5 陶恕(A. W. Tozer)说的好﹐「神正在寻

找一个人﹐祂把祂的荣耀放在那人的手里是安全的。」6 

 中世纪的圣伯纳多(1090~1153)曾写过一本书﹐降卑去骄的阶

梯(The Steps of Humility and Pride)﹔他这样定义谦卑﹕「谦卑乃是

一种美德﹐人因此不高估自己﹐因为他透视了自己。」7 他用的经

文是约翰福音14.6﹕「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目标是神的真

理﹐道路是我们的谦卑﹐这是主在马太福音11.25-30教导我们的。

当我们在这条艰难的路上走不动了﹐主对我们说﹐我是生命﹗8 

谦卑就是人在神面前﹐认透他自己的本相。大物理学家牛顿说﹐

                                                 

4 蔡志忠﹐智者的低语－老子说。(时报漫画丛书﹐1987。) 11, 18。 

5 Edward K. Rowell, ed. Quotes & Idea Starters for Preaching &, Teaching from 

Leadership Journal. (Baker, 1996.) 84. 

6 Rowell, 68. 

7 如果这叫谦卑的话﹐神形像里的谦卑就真是一个解不开的奥秘了。人认识他

的本相固然是要谦卑﹐难道神的谦卑是根据于祂的无限的所是吗?﹗祂实在是

太难测了。 

8 St. Bernard of Clairvaux, The Steps of Humility and Pride. 收在氏所著的

Treatises II. (ET: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73.)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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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过就是一个在真理海滩边捡到一﹑两个贝壳的小童而已。」

这是谦卑。 

以谦卑束腰 

 彼得前书5.5b教导我们怎么学这一个谦卑的美德呢﹖束腰这

个字(evgkombw,sasqe, verb imper aor mid 2nd per pl)在新约里只出现

一次﹐很特殊。它的原意是说古代的奴隶用一条白围裙束在腰前

﹐以与自由人有别﹐他是顺服主人来做许多主人要他做的粗活

的。9 使徒说所有的人(pa,ntej)都要如此借着顺服别人﹐来学习谦

卑。所有的人﹐不论你的地位﹑身份﹑年龄等等﹐一旦你得救了

﹐成为神的儿女﹐圣经说﹐从今起﹐你要学习将谦卑之美活出

来。 

 怎么活法呢﹖只顺服你的长上﹖不只如此。前年回到主那里

的华人教会长者焦源濂牧师(1925~2003)说得好﹕「传道人啊﹐有

的教会同工是你工作上的好伙伴﹐使你的服事开展﹔有的同工则

是你生命上的好助力﹐使你的灵命成长﹗」在我初出来传道时﹐

带领我的长者就告诉我们这一群新的年轻传道说﹐「在教会里服

事﹐除非为着真理的缘故﹐应该顺服你的人不顺服你的时候﹐你

就顺服他。」顺服的秘诀在谦卑。认识自我﹐就会顺服他人。顺

服﹐包括顺服神在我们所遭遇的环境上的带领和安排。遇到逆境

时﹐但愿我们能和主一样地对天父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

本是如此。」(路10.21//太11.25-26) 

                                                 

9 See Bible Windows under the word evgkombw,sasqe at 1 Pet. 5.5: This was the white 

scarf or apron of slaves, which was fastened to the belt of the vest and distinguished 

slaves from freemen, hence in 1 Pet. 5:5, “gird yourselves with humility as your ser-

vile garb” means by putting on humility, show your subjection one to another. Also, 

this refers to the overalls which slaves wore to keep clean while working, an exceed-

ingly humble ga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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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来书5.8讲了一句叫我们十分惊讶的话﹕「祂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是指着身为人子的耶稣在客

西马尼园的经历－「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祂免死的

主。」－说的(来5.7)。如果连主都要学习顺从的话﹐我们岂不更

当如此﹗ 

 圣本笃修会的创始人圣本笃曾在修会规章的第七章里﹐写过

谦卑之梯﹐有十二阶﹕ 

           简朴 

          谨言  

         严肃   

        静默    

       规矩     

      自抑      

     知足       

    认罪        

   忍苦         

  顺从          

 神旨           

敬畏            

 

圣伯纳多在他的书里为这些阶梯作过注解。不过﹐他实在够谦卑

﹐他说﹐「谦卑我还是不太懂﹔但是﹐骄傲我太懂了。所以﹐他

的注释是倒过来讲骄傲的十二阶﹗」10 我们真的操练这些阶梯﹐

                                                 

10 The Steps of Humility and Pride有57节﹐其中第28~56诸节是讲骄傲十二阶。以

上的谦卑十二阶稍微说一下﹕履行神旨是指人不要爱自己的意思﹔知足在伯纳

多则为自己是个无用的仆人﹔自抑则是承认别人比自己强﹔静默是不为自己辩

解之意﹐等人问了再说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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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会好过多了。有一年美国的国徽鸟秃鹰在纽约市华尔街的一

栋高楼屋檐边搭窝﹐整个金融中心都振奋了。振奋什么﹖我想﹐

他们以为这是股市要攀升的好兆头。我以为﹐这是神要那些只认

识钱﹑只追求利益的人学学老鹰﹐飞到高天之上﹐看看整个的美

国﹑整个世界﹑整个天地﹐再回头去看你的股市。我们为什么在

生活中有这么多的痛苦﹑不爽﹖因为我们不谦卑﹑不顺服。听彼

得的训勉﹕「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 

要顺服长老 

 「同样的﹐你们[属灵上]年轻的﹐要顺服长老[的权柄]。」

在一开始时﹐我曾提过5.5a的翻译问题。圣经没有在其他地方说过

﹐顺服是以年龄作根基的﹔可是新约在另四处却有提过要会众顺

服传道或长老的话。11 其次﹐5.1-4的上文正是讲到对长老的训勉

﹐5.5接着讲与长老有关的训勉﹐是十分合宜的。12 

                                                 

11 帖前5.12-13﹐「5.12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

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5.13又因他们所做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林前16.15-16﹐「16.15弟兄们﹐你们晓得司提反那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

并且他们专以服事圣徒为念。16.16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

人。」提前5.17﹐「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

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来13.17﹐「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

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儆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

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 

12 Alexander N. MacLeod以为是指「你们较年幼的会友﹐应当顺服长老们。」

MacLeod, 毛克礼﹐彼得前书释义。(证道﹐1951。) 340。J. Ramsey Michaels的

看法也是以为指长老才对。Michaels, 1 Peter. WBC. (Word, 1988.) 288-89. Peter H. 

Davids同上﹔尤其在教会面临如许严峻的逼迫考验之时。Davids, The First 

Epistle of Peter. NIC. (Eerdmans, 1990.) 182-184.  

 Robert Leighton承认按上下文解经应指长老﹐可是他又说指老年人更好

﹐可惜没有给解经的理由﹐并不能站得住脚。Leighton, A Practical Com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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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b提到了彼此顺服﹐那是基本的。这有一个很特别的顺服﹐

是对传道者或长老的顺服。为什么神有这样的要求呢﹖在传道人

中常有人十分强调牧会的权柄﹐所以我们要问一下﹐到底这是什

么权柄要我们去顺服﹖顺服长老或传道人的地位是不对的﹐我们

所要顺服的﹐乃是他们所传的道﹗从新约另四处的经文合起来看

﹐我们顺服传道者或长老﹐是因为神的道﹐以及他们对羊的关

爱。 

 所以﹐如果一个传道人或长老传讲神的道﹐而且真正爱护羊

群﹐神的儿女若不顺服他﹐或甚至明里暗里反对他﹐神绝对不会

祝福他的。事实上﹐许多教会之所以不能建造起来﹐是因为教会

中有反对或不顺服传道者的暗流。圣经上就让我们看见摩西受过

苦﹐保罗也受过苦。可是我们要知道﹐神审判的手有时是十分沉

重的。 

 另外﹐也有一些神的儿女只是顺从传道者而已﹐他们只是顺

从他的地位﹐对不对呢﹖我们方才说过﹐顺服的对象基本上是所

传的道。难道要我们不顺服他所传的道吗﹖如果他的道传讲错了

﹐而我们不指出来﹐我们还表面上顺从他﹐而心中不顺服他﹐那

么﹐我们岂不成了乡愿了?﹗约翰贰书1.2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

缘故。」让我们永远把神的道放在最尊崇的位置﹐这也是我们顺

服任何人的根基。 

                                                                                                                   

on the First Epistle of St. Peter. (1853; Reprint by Amityville, NY: Calvary Press, 

1995.) p. 474. Edward Gordon Selwyn则以为是指老年人。Selwyn, The First 

Epistle of St. Peter. 2nd ed. (1946, 1947; Reprint by Baker, 1981.) 233. J. N. D. 

Kelly意见同上﹔可是﹐他的根据并不叫人信服。他说﹐5.5一节原是和2.13-3.9

衔接的﹐属于一种community code。然而这种看法并不合上下文。Kelly, A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of Peter and Jude. (1969; Reprint by Baker,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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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柄来自道 

 当彼得写这一段时﹐他深深地知道自己的谦卑是怎样受苦流

泪学来的。他天生一付硬骨﹐那有什么谦卑﹖在主耶稣被卖的那

一夜﹐他的三次在小女子面前居然会不认主﹐连他自己都不敢相

信他会如此。神真的阻挡骄傲的人﹐在这种极其为难的光景﹐神

也真暴露他﹑让他跌倒了。正当彼得第三次否认主时﹐「20.60正说

话之间﹐鸡就叫了。20.61主转过身来看彼得…20.62他就出去痛哭。」

(路22.60-62) 这是福音书记载彼得第一次的哭泣﹐这个人「破碎」

了。当主耶稣复活后﹐在加利利海边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

他的回答多美。才不久前﹐他会信誓旦旦地对主说﹐「我就是必

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太26.35﹐可14.31﹐参路22.33) 

可是在他跌倒以后﹐人里面有了谦卑﹐向主的回应就完全不一样

了﹐他三次对主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而且他还

为自己能否爱主担忧呢(约21.15-17)。 

 往往在我们人生失败或最低潮之时﹐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奇

妙的工作﹐就是将谦卑的心创造在我们里面。有一位很爱主的弟

兄在他49岁的那一年﹐他罹患绝症－胰脏癌－很快地就离世了。

在他人生最后的一段路﹐他做过一次学习谦卑的见证。他素来以

为他自己是一个爱主谦和的人﹐可是在病中﹐主却让他看到他心

中的骄傲。台湾从前的日常用水常常是从山中用竹子引到村子来

的﹐竹子中间的节打通了﹐就可以作为接水的导管。可是神让他

看见﹐有一天村子中的水不流了﹐后来发现有一节竹子里面有一

只死癞蛤蟆堵塞在那里。主对他说﹕「你就是那一只癞蛤蟆﹐而

且还是死的﹗」他就在主面前悔改。当他见主面时﹐他是带着一

颗柔和谦卑的心去的。 

 但愿我们都靠主谦卑﹐彼此顺服﹐也要存心顺服传道者或长

老所传的道。 



彼得前书释经信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 

 - 296 - 

6/1/2005, MCCC 

祷告 

要思想耶稣(Consider Him. H283) 

1 要思想耶稣 以祂作模型 

好在你身上显出祂荣形 

祂已经赐你永远的生命 

并使你享受复活的大能 
2 要思想耶稣 天天都如此 

要甘心卑微住在这境界 

那无穷生命也要多认识 

靠复活大能经历主的死 
3要思想耶稣 一生当这样 

要活在幔内常见主荣光 

若弃掉自己必知主心意 

一脱离自己纯洁又安息 
4要思想耶稣 当你在向前 

要一直向上瞻仰祂荣面 

必荣上加荣变成祂形状 

使祂的形像显在你身上 

Consider Him. Emily M. Grimes (1864~1927) 

CONSIDER HIM 10.10.10.10. Harold Green (1871~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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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篇 苦难中的成全(5.6-11) 

经文﹕彼得前书5.6-11 

诗歌﹕祂的脸面祂的天使常看见 

   (His Angels His Countenance Always Behold.) 

箴言的奥秘 

 彼得前书是写给在苦难中的教会﹐其主旨在5.12﹐务要在神

的真恩典上站立得住。苦难可以击打我们﹐神可以不挪去苦难﹐

但是神的儿女们必须要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因为神的恩典够我

们用﹗使徒在这卷书信写到了末了时﹐他在5.5c引用箴言3.34的

话﹕「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一节隐含着旷古

以来的争战﹕神性的谦卑与仇敌的倨傲之间的对比。接着﹐彼得

用5.6-11的篇幅来诠释这句箴言的话。神要怎样赐下恩典给我们呢

﹖答案已经在箴言的话里了﹐就是要谦卑下来。神也会帮助我们

﹐怎么帮呢﹖祂阻挡我们罪性里的骄傲﹗因此我们生活中遇见苦

难了。在5.6一开头﹐他就说「所以」－这是总结上面所有的话－

我们要谦卑。下半句是目的子句﹐当我们谦卑时﹐神必要在祂的

时候将我们升高﹐这一个高升就是5.5里所提到的恩典。 

升高与卸忧 

 这一个「升高」主要是末世性的﹐这是彼得前书一贯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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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7, 4.7, 11, 13, 5.1, 4, 10。当然﹐神在今日也赐给我们高升。

第七节和第六节在原文是连在一起的﹐它的动词(卸)是分词﹔换

句话说﹐一个在神面前真谦卑的人﹐必定是一个信靠神﹑将忧虑

卸给神的人。为什么他能卸下一切的忧虑呢﹖因为他信得过神必

顾念他﹐这是他向神所存简单﹑单纯的信心。你家里的小孩会不

会忧虑明天没饭吃了﹖诗篇131.2ab描写一个信靠神的人描写得真

好﹕「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

﹐无忧无虑﹐你家里的孩不就是这样吗﹖神的话真周到﹐祂一方

面以末世的荣耀来吸引我们－祂将来要高升我们﹐但另一面﹐祂

以今生的眷顾来安慰我们－祂要我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祂。我们

灵魂的锚在天上﹐但我们的脚仍行走在地上。地上有忧虑﹐为什

么呢﹖因为我们会遇到苦难﹔而且更糟糕的是﹐当我们落在苦难

中的时候﹐撒但还百般地来攻击我们。 

 主的话一点都没错﹐当我们遇见苦难时﹐我们的反应是忧

虑。我们一忧虑﹐属灵的免疫力就跟着降低﹐与环境﹑与仇敌妥

协的心就加增了。忧虑代表我们还想用人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难

处﹑苦难。诗篇127.1讲得真好﹐「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

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

然儆醒。」不错﹐我们有我们当尽的本份﹐就是劳力(建造)﹑儆醒

(看守)﹐然而真正在建造与看守的﹐乃是耶和华﹐祂是我们将忧

虑卸给的对象﹐信靠祂﹐仰望祂在我们的难处中与我们同在﹐才

是上策。 

得胜的秘诀 

 那么﹐基督徒在世上要如何过得胜的生活呢﹖使徒一连给了

我们三个命令－谨守﹑儆醒﹑抵挡－去对付撒但。 

谨守－对付自己 

 谨守是对付我们自己﹐因为真正叫我们绊跌的仇敌是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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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就是我们的肉体﹑或说罪性﹐我们要谨慎自守(帖前5.6, 8

﹐提后4.5﹐彼前1.13「约束你们的心」, 4.7「万物的结局近了」, 5.8)。

一个谨守的人不会给仇敌留下任何的地步(弗4.27)。 

 约伯是十分谨守的人﹐在他所遭遇的大苦难之中﹐他对付自

己十分厉害﹐他不容自己里头的罪性有一点怨言发出。我们呢﹖

虽不敢对神妄加评论﹐可是埋怨的话溢于言表。一位弟兄失业了

﹐虽然他可以早些儿退休了﹐但他还想再做几年事﹐所以﹐他就

去找工作。失业的人都有心酸的事﹐譬如被公司的人排挤﹑被老

板摆了一道﹑种族歧视﹑不公平﹑没有靠山等等。可是这位弟兄

却口中只有感谢的话﹐感谢公司这么多年来的照顾﹐使他可以在

这里安居乐业几十年﹔感谢神多年来的眷顾﹐没有失业过。他和

别人一样也找工作﹐他也知道工作不容易找﹐找到好工作就简直

是不可能的。团契一同为他祷告﹕「主啊﹐我们的弟兄没有靠山

﹐你就是他的靠山。」神真的是他的靠山﹐工作－而且是好的高

职位工作﹑是48个公司内部高级工程师都在争取的位置－来找他

了。这位弟兄在失业最不容易谨守之时﹐却谨守了他自己里头的

意念与口中的言语﹐神也祝福了他。我们也看到其他一些类似蒙

福的见证﹐这是属灵的﹑圣经的律。 

儆醒－面对撒但 

 其次﹐我们要儆醒﹐乃是面对撒但﹐不落入他试探人﹑迷惑

人的圈套。这正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经历(太26.38, 41﹐可

14.34, 38﹐路22.40, 46)。儆醒通常都是在祷告中与神同在﹑识破了

撒但的诡计而有的觉醒。诗篇22.13形容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时﹐

被撒但攻击的属灵情景。圣经用狮子来形容撒但的凶猛(提后4.17b

﹐参但6章)﹐甚至连耶稣都惊恐﹑忧伤﹑难过﹐几乎要死。如果不

在祷告中儆醒依靠主的话﹐都要入了迷惑了。唯有在儆醒之中﹐

好像军人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一样﹐才不会落入仇敌的圈套。还有



彼得前书释经信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 

 - 300 - 

一次当耶稣首度向门徒启示了祂要上耶路撒冷去钉十字架﹐而彼

得对主说﹐「主啊﹐万不可如此」时﹐主立刻感受到﹐那是撒但

的声音。所以祂当即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太

16.21-23) 这是主耶稣对仇敌活动的儆醒。 

 仇敌遍地游行﹐就好像他在约伯记第一章的光景那样﹐专找

我们的把柄﹐然后在神面前尽力地控告我们﹐并得着神的许可来

攻击我们﹗神若容许仇敌来攻击我们﹐乃为叫祂自己可以因此得

荣耀﹐就像祂在约伯身上所得的荣耀一样。所以﹐属灵争战的战

线已经拉到我们的身上了﹔我们一定要儆醒。 

抵挡－为了教会 

 第三个是抵挡。约伯遇到了极大的试炼﹔仇敌最可恶的就是

他必会在神熬炼我们的时候﹐试探我们。我们不可落入祂的迷惑

﹐要起来抵挡他。基督徒常常会以为神必会将苦难挪去﹐不一定。

神所要求于我们的﹐乃是在苦难中向神存着「即或不然」的信心

﹐这是一种坚固的信心。但以理的三友落在政敌的攻击之下﹐坚

守信仰﹐拒拜金像﹐虽死不辞。他们的信心可以用三句话来形容

﹕神能﹑神肯﹑即或不然(但3章)。这也是约伯的信心﹐他说﹕「我

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

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伯1.21) 他又说﹕「难道我

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伯2.10) 苦难没有动摇他对神

的信心。他信心的最高峰是他宣告说﹕「祂虽杀我﹐我的指望还

在乎祂。」(伯13.15a另译) 

 从1807年西方第一位更正教宣教士(Robert Morrison)来华起﹐

到1859年为止﹐共约200位宣教士。其中﹐有约50位在事奉中折损

了﹐另有妻眷约50位过世了﹐这是相当大的损耗﹗但是宣教士们

没有后悔﹑没有退后。他们是在苦难中抵挡仇敌﹐苦难也越来越

大﹐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变中﹐许多的宣教士殉道了。他们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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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会一样﹐生于忧患﹑长于忧患。 

忧患中成长 

 雅各书4.7说﹕「你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

跑。」1 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抵挡他﹐其中最紧的乃是向

神存着坚固的信心(参弗6.13-20)。所以﹐我们要抵挡魔鬼﹔只要抵

挡他﹐他就会遁逃。或许这正是我们之所以要「抵挡」魔鬼的原

因。但是彼得前书5.9b给了我们另外的一个原因﹐我按原文直译如

下﹕「因为知道同样的苦难在你们世上的弟兄团之中﹐得以完成

了。」这样说来﹐5.8-9的三个命令﹕ 

谨守是为着自己﹐ 

儆醒是为者仇敌﹐ 

抵挡是为着教会。 

 我们知道这种的为主受苦﹐是普世的基督徒所共受的﹐所以

不要惊奇﹐倒要欢喜﹐与主一同受苦(4.12-12)。主早就告诉我们了

﹐「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约

15.20) 与主同苦﹑为主受苦是必然有的。这是弟兄团的苦难﹐虽

然是在少数弟兄身上受到这个苦难﹐但是它是为着整个弟兄团的

﹐不只是为着个人的。歌罗西书1.24讲得最清楚﹕「现在我为你们

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

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神量给教会有定量受苦的度量﹐教会

的成长跟她所受的苦难息息相关。保罗因此说﹐他要为教会补满

教会当受之患难的亏缺。保罗曾说﹐他愿意人都信主﹐但不要有

他身上的锁炼(徒27.29)﹐他愿意为基督的身体受苦。 

 这是过去五十年来中国教会受苦的奥秘。从前当南非黑人民

                                                 

1 雅4.7-10和彼.前5.6-11类似﹐都是箴3.34的诠释﹐其内容也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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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运动领袖Nelson Mandela (1918~2013)从白人关他的监狱中释放

出来时﹐有一幅政治漫画画得很好﹕他被关在一间很小的牢房里

﹐27年过去了﹐当Mandela出来时﹐他成为了一个巨人了﹐从前

的小格局再也拘束不了他了﹐长久的苦难叫他成长﹐成为一位巨

人。中国教会不也是这样吗﹖到1979年左右﹐许多在劳改营中关

了20年﹑向主赤胆忠诚的传道人释放出来了﹔长年累月的为主受

苦将他们打炼成为属灵巨人﹐可为神的国度做大工。这一个秘诀

正是哥林多后书4.10-12所说的﹐神的生命从为主受苦之人的身上

奔流出来﹑在别人身上发动了。这是教会复兴的原因。 

 受苦的奥秘在5.10说明了。神呼召我们进入永远的荣耀。呼召

是开始﹐得荣是终点﹐其中间则是救恩在我们身上成全的过程。

在这过程之中有苦难伴随着﹐苦难是背景﹐不是主题﹔主题是神

在我们身上千锤百炼的工作﹐使徒一连用了四个同义的未来式动

词﹕成全﹑坚固﹑加力﹑建立﹐说明神的决心﹐祂要使我们成为

圣洁﹐并保守我们直到终了。荣耀是永远的﹐苦难则是暂时的﹔

前者是极重无比的﹐后者是至暂至轻的(林后4.17)。得荣乃是5.6

所说的升高﹐以上四件是神今日在我们身上的属灵作为﹐包含在

祂所要赐给我们的恩惠里(5.5)。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谨守﹑儆醒

﹑抵挡﹔神有祂的恩典－成全﹑坚固﹑加力﹑建立。 

踏定生命路 

 圣经没有一卷比彼得前书讲更多有关苦难的事。苦难可能是

神的惩罚(管教)﹐但也可能是为作基督徒受苦﹑为神受苦﹑为义

受苦。约伯受了许多的苦﹐包括他自己严重的疾病﹐乃是为信神

受苦。罗马书5.1-5已经定好了神儿女成属灵成长的路径﹕相信

患难忍耐老练盼望得荣。患难是必经的途径。我们感谢

神﹐「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8.28) 

 当我们落在患难中时﹐不要白白受苦﹐来到主的施恩座前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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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的美意。原谅我说﹐连为罪受苦都可以至终在神的恩典中﹐

转为得荣的途径。一位弟兄罹患癌症﹐却为着以往信主前的抽烟

﹑喝酒﹑做坏事认罪﹐他认为他生癌症是该的﹐是神的管教﹗但

是他的治疗也很快地奏效﹐神在他身上有恩典。5.6是定律。 

 苦难与喜乐都是身体性的﹐哥林多前书12.26说﹐「若一个肢

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

体就一同快乐。」别人受苦﹐我们也应该感受到﹔别人受苦﹐我

们也应该为着教会身体的缘故﹑忍受她该受的苦。苦难不可免﹐

但教会要在苦难中成长﹑得建立﹑得成全。 

 胡振庆牧师(1918-1995)受苦的时候说﹕「对一个为耶稣受苦

的基督徒来说﹐这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2 教会最美丽的一页

不是在她复兴的时候﹐而是在她受苦的时候。在苦难中﹐神成全

了我们。 

1/4/2004, MCCC 

祷告 

祂的脸面祂的天使常看见 

(His Angels His Countenance Always Behold. H373) 

1 祂的脸面祂的天使常看见 但不认识祂的大爱 

祂的圣徒虽然认识爱无限 却未看见祂的丰采 

他们不久也要看见祂脸面 认识祂的荣耀光明 

但马利亚曾看见祂的泪眼 知道祂心痛的情形X2 
2 我们快要完全知道我们主 已往从未如此知道 

但是今日医治伤心的摸抚 不是上面感觉得到 

那日虽有无穷无尽的赞美 却无流泪迫切祷告 

                                                 

2 见胡振庆牧师的传记没药山。(中国大陆圣徒见证事工部﹐200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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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无伤心痛苦所得的安慰 也无困难所生倚靠X2 
3 天上虽有无比荣耀的冠冕 但无十架可以顺从 

祂为我们所受一切的磨碾 在地才能与祂交通 

进入安息 就再寻不到疲倦 再无机会为祂受苦 

再也不能为祂经过何试炼 再为祂舍弃何幸福X2 
4 哎啊为祂机会已是何等少 所有机会快要过去 

机会无多为祂蒙羞和受嘲 为祂再来分心分虑 

不久就无误会怒骂与凌辱 就无孤单寂寞离别 

我当宝贝这些不久的祝福 我藉这些与你联结X2 
5 主我羡慕早日看见你脸面 那是实在好得无比 

但是我也不愿免去你试炼 失去如此交通甜蜜 

求你怜悯使我充满你大爱 不顾一切为你生活 

免你仆人今天急切望将来 将来又悔今天错过X2 

His Angels His Countenance Always Behold.  

Adapted from Emma F. Bevan (1827~1909) 

KIRKPATRICK 11.8.11.8.ref. William J. Kirkpatrick, 1890 

这首诗歌的曲子您一定熟悉﹐但其内容您大概没唱过﹐是英国诗

人Emma F. Bevan的作品。她熟悉德国一些奥秘派的诗作﹐或许这

首诗也流露出同样的味道。希望您好好欣赏﹐从而珍惜现今可以

为主受苦的机会－因为一旦进入荣耀以后﹐再羡慕也都没有了﹗

珍重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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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篇 站稳在恩典上(5.12-14) 

经文﹕彼得前书5.12-14 

诗歌﹕十架不会重逾祂恩典 

   (The Cross Is Not Greater than His Grace.) 

主恩典定江山 

 今年(2004年)大选实在紧张﹐我们的ABC传道人问我﹐「是不

是跟台湾的选举有点像了﹖」我告诉他﹐「蛮像了﹐只是还少了

两枪﹗」台湾选举的翻盘不用提了﹐美国的定江山是靠神的恩典

﹗这次大选最后的关键在Ohio州﹐谁都没有想到共和党在失业高

达23万两千人次的重灾州﹐居然会赢﹐而且赢了12万多的票。有

许多失业的基督徒投票时﹐是为道德价值取向而投的。失业了﹐

是一种苦难﹐但是他们心中有神的恩典。他们就站稳在神的恩典

上来投票﹐他们大概没有想到他们区区数十万人为美国以下的半

世纪的道德走向﹐会带来无以伦比的祝福。 

两个重要命令 

 5.12-14这一段是彼得前书的结语。在这里﹐彼得告诉受信的

教会﹐他写信的原委是什么。5.12只有一个主动词「写(信)」﹐在

此主动词之下有两个动词分词﹕「劝勉﹑证明。」所以﹐第一个

原委是为了劝勉他们在逼迫之中﹐要跟随主﹔其次﹐是证明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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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遭遇中﹐神所赐的恩典乃是真正的恩典﹗一旦肯定了什么才

是神真正的恩典﹐使徒就给他们两个命令－不是建议﹕第一﹐务

必在这恩典上﹐站立(sth/te)得住。1 第二﹐以爱心之吻彼此问安。

这两个命令是彼此相连的﹐一个人在恩典中站立得稳了﹐自然就

会待人以恩﹐用爱心问安。 

苦难见神真恩 

 对收到彼得前书的小亚细亚教会而言﹐因着羔羊的宝血﹐他

们都得救了﹐这是神的恩典﹐1.19。得救以后﹐他们爱慕神的话语

﹐因而渐渐长大成熟﹐这也是神的恩典﹐2.2-3。接着在各样的逼

迫患难的环境中﹐有的人开始困惑了﹐就质问自己﹕「我还有神

的恩典吗?」于是彼得写了这一封信向他们证明﹐是的﹐神的恩典

在苦难之中更深厚﹑更真实了。 

神是炼金的火 

 上礼拜﹐王启明姊妹住院治疗她的疾病。在她最痛苦﹑仇敌

最会摇动她的信心之时﹐一位姊妹去看她﹐用玛拉基书3.3a的话

对她说﹐「祂[神]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

们像金银一样…。」而这位熬炼我们的主乃是「如炼金之人的火

﹐如漂布之人的碱。」熬炼包括更深入﹑更厉害的认罪﹑与神与

人和好﹐更清纯地爱主﹐更澈底的奉献…﹐它的结局是荣耀的﹐

虽然它的过程是痛苦的﹐其中却满了神的恩典。 

 彼得说﹐「这恩是神的真恩。」「这恩」在原文只是个代名

词「这」(tau,thn)。何指呢﹖虽然许多的注释家都以为这个代名词

就是指着恩典说的﹐2 但是J. Ramsey Michaels则以为这一个阴性

                                                 

1 原形是i[sthmi。imperative aorist active 2nd person plural. 虽然有晚期的版本是

用直述/完成式﹐然而经文的证据仍是以命令/过去式为是。 

2 Edward Gordon Selwyn, The First  Epistle of St. Peter. 2nd ed. (Baker,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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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名词「指着任何本书信读者可能面对的潜在的或真实的苦难」。

这些苦难的事明显地叫人觉得不快乐﹐不会认为是神的恩典﹐所

以使徒特别要说﹐「这苦难是神的真恩。」或许这样翻译更清楚

﹕「这苦难中的恩典神的真恩。」3 彼得前书所讲的恩典﹐乃是苦

难中的恩典。 

 上一回张淑芝姊妹在女儿一周岁的感恩见证上﹐告诉我们当

她在接受头部的放射治疗时﹐实在受不了了﹐到一个地步﹐过不

去了﹐想要自杀算了。神带领她过来。她见证神给受苦中的保罗

的话﹕「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

全。」(林后12.9) 彼得要说﹐「这苦难中的恩典是神的真恩。」

对一个受苦中的神的儿女﹐最大的安慰乃是神亲口对他说「我的

恩典够你用」﹗神肯定祂的同在﹐神没有离弃他﹐神在他的苦难

中加上永恒的意义。 

 约伯受苦时最大的痛苦就是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受苦﹔当

他受苦的时候﹐神去那里了﹐神向他隐藏了﹐这是他苦中之苦。

约伯困惑﹐他一直在问神﹐我为何受苦呢﹖整卷约伯记最重要的

一句话是在约伯记23.10。他说﹕ 

只是﹐我往前行﹐祂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祂。23.9祂

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祂。
23.10然而祂知道我所行的路﹔祂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 

                                                                                                                   

242-43. Alexander N. MacLeod (毛克礼)﹐彼得前书释义。(证道﹐1951。) 371。 

3 J. Ramsey Michaels, 1 Peter. WBC. (Word, 1988.) 308-310. 作者提出三种解释

﹐以为第二种最适合。Peter H. Davids也重复Michaels的三种解释﹐虽他以为第

三种(即指这封书信)为最好的解释﹐在末了他又回过头来说﹕「不论那种情形

﹐这一个子句指明叫人振奋的事实﹐即神在他们的苦难中并不缺席﹐而是器重

它﹑嘉奖它。」换言之﹐Davids的结语等于说﹐这一个代名词是指着「苦难」

说的。见Davids, The First Epistle of Peter. NIC. (Eerdmans, 199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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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说的对﹐「这苦难中的恩典是神的真恩。」约伯走到了23.10

﹐他豁然开朗了﹐因为他明白了苦难的奥秘在于他在其中遇见了

神的永恒的大恩典。 

乃是末世真恩 

 彼得前书1.13提到了基督在末世时﹐所带给我们的恩典﹐参

1.5。神今日在我们的苦难之中﹐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与末世时所

要赐给我们的大恩典其实是同质的﹗5.5说﹐「神赐恩给谦卑的人」

﹐是怎样的恩典呢﹖乃是末世的救恩今日就局部地实现在我们的

身上的恩典。所以﹐彼得说﹐「这苦难中的恩典是神的真恩」﹐

因为它乃是神末世的救恩﹐我们可以说﹐是神将末世要赐给我们

的永恒恩典﹐今天就先编织在我们的身上﹗Anne R. Cousin (1857)

唱道﹕ 

祂以怜悯和审判 织成我的年代 

我的忧伤的泪斑 也带爱的光彩 

领我手段何巧妙 祂计划何纯正 

荣耀荣耀今充满 以马内利之境 

约伯说﹐「我必如精金。」启示录21章的新耶路撒冷满了精金﹐

其中有约伯身上的一份。何指呢﹖约伯「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

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彼后1.4)﹔金指着神的性情说的。

Cousin的诗所描写的人是Samuel Rutherford。诗中说神把一种爱的

光彩编织到那个人的生命里去了﹐神用祂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

妙来牧养他﹐以至于他身上满了永世的色彩－永世圣城的根基岂

不是用十二种宝石建造成的﹖Rutherford还在世时﹐就拥有这些

永远生命的美丽色彩了。苦难中的恩典是神的真恩典﹗ 

 让我告诉你一个现代约伯的故事。哦我魂可无恐(It Is Well 

with My Soul﹐或说平安如水流 )的作者﹐Horatio G. Spafford 

(1828~1888)﹐是一位在芝加哥执业成功的律师﹐在长老会里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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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活跃的弟兄﹐当时是美国教会福音大奋兴之时﹐他也是慕迪

和其他一些布道家的支持者。他有四女一男。有一天﹐他的儿子

意外过世了。再不久﹐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将他所投资的房地产

夷为平地。之后1873年﹐慕迪的布道团到英国去布道﹐他决定全

也去参与。该年十一月﹐他打发妻子带着四个女儿﹐搭乘S. S. 

Ville du Harve先行﹐他还有商务要忙。没有想到这条船在大西洋

上与另一艘英国船相撞﹐12分钟就沉没了。四个女儿－Tanetta, 

Maggie, Annie, Bessie－都列入该船上226位罹难者的名单中﹐只

有他的妻子幸免于难。Spafford弟兄接到恶耗﹐就赶往Cardiff, 

Wales去处理善后。当船行经他的女儿遇难地点时﹐船长特地来告

诉他﹐就在这里波涛汹涌处。这是何等地悲伤啊﹗就在这个时候

﹐这首诗歌－我心灵得安宁(It Is Well With My Soul.)－从神那里进

来了﹕4 

1 平安如水流 正一路跟随我 

忧虑如怒涛势横涌 

任何的遭遇 你已教我能说 

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 

*我心灵得安宁 我心灵得安宁 

得安宁 
2 撒但虽肆虐 试炼虽如烈火 

我心你应当有把握 

因主明了我 是何等的软弱 

已流出祂宝血为着我 
3 我罪哦这是何等荣耀思想 

我罪非局部是一切 

                                                 

4 Kenneth W. Osbeck, Amazing Grace: 366 Inspiring Hymn Stories for Daily Devo-

tions. (Kregel, 1990.) 202. 



彼得前书释经信息﹕人生最美丽的一页 

 - 310 - 

钉在祂十架 不压在我身上 

哦我魂当歌颂当称谢 
4 活着是基督 是主基督执政 

即使约但河起波澜 

我也无痛苦 虽经死犹如生 

仍听祂低声说你平安 
5 哦主我救主 我等候你再临 

我眼是望天不望墓 

哦号筒吹响 哦我主的声音 

哦何等的盼望何等福 

 且听彼得前书1.6b-7的话﹕「1.6b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

愁﹐1.7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神在Spafford的身上熬炼精金﹐就正如同祂以往在约伯身上所作

的工作﹐是一样的。彼得特别在这里说﹐这是神的「真」恩。为

什么说是真的呢﹖这并不是说有的神的恩典是假的﹐而是说有的

是暂时的﹑今生的﹑物质的﹑可见的﹑会朽的。 

 让我告诉你们我最早经历神的恩典是怎样的恩典。我考大学

考过两次﹐成绩其实都差不多﹐除了数学差了53分之多﹗但是我

告诉你其中有10分是恩典分数。距离交卷还有五分钟时﹐我就停

笔。还有四题选择题太难了﹐没有作答﹐我统统猜「丁」﹐对了

一半﹐平白得了10分。然后理工组又加权1/4﹐等于一下子就捞了

12.5分。怎么猜得这么准呢﹖因为我在第二次考前向我母亲的神﹐

祷告了半年。神真的祝福我。(那时我还没有读过圣经呢﹗) 这种

恩典是今生的恩典﹐终究过去了﹐不是这里所说的「真恩」。真

恩典乃是永恒的﹑末世的﹑属灵的﹑不朽的﹑生命的。神没有给

Spafford家今生的恩典﹐而是给永世的真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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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拒绝苦难 

 但是﹐在今日的教会里有一股奇怪的思想﹕苦难就是神的咒

诅。一有苦难﹐就非要找出原因不可﹔这样﹐好除去苦难。不错

﹐有一种苦难叫做「约下的咒诅」(covenantal curse)。当神的儿女

落在苦难之下时﹐他应该起来自我省察﹐不是像约伯的三个朋友

那样﹐在别人身上省察﹐一口咬定别人身上必有什么咒诅。拉撒

路生病了﹐主说﹐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约11.4﹔有一个瞎子被

带到主面前﹐主也说类似的话﹐约9.3。苦难本身就是神的奥秘。

如果我们将苦难尽看成咒诅的话﹐会失去很多神的真恩。 

 你这不肯放我大爱 O Love, That Wilt Not Let Me Go何等优美

地唱道﹕ 

…… 

你这用苦寻我喜乐 我心不能向你怨怼 

暴雨乃是彩虹之辙 你的应许你必负责 

转瞬便无眼泪 

你这使我抬头十架 我不敢求与你相离 

我的荣耀我已葬下 即此长出生命红花 

永远开放不已 

苏格兰的盲眼诗人George Matheson牧师的诗歌等于说﹐暴雨中才

得见彩虹﹐苦难中才有神的真恩。 

站稳在恩典上 

 我们既然明白了苦难中有神的真恩﹐我们就要牢牢地站在神

的恩典上﹐即在苦难中紧抓神的恩典﹐这是第一个命令。有一首

诗歌很好﹐Ballington Booth (1857-1940)所写的十架不会重逾他恩

典(The Cross Is Not Greater than His Grace)﹕ 

祂赐的十架虽然沉重 不会重逾祂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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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的风波虽然汹涌 不致掩蔽祂荣脸 

*十架不会重逾祂恩典 风波不会掩蔽祂荣脸 

我心欢乐因我知 有主耶稣同在此 我就胜过敌权势 

十字架的苦难一定会带来神的真恩典。 

 唯有站稳在恩典上﹐你才不会被苦难击倒。苦难来了﹐恩典

一定也会跟着来。有的人在苦难中为什么能存活下去﹐因为他的

心中充满了复仇的意志。但是这不是基督徒的样式﹐我们在苦难

中乃是靠着神的恩典存活﹐甚至得胜有余。约瑟如果是为着复仇

而活的话﹐可能他早就气死在死牢里了。不﹐对他而言﹐耶利米

哀歌3.22-23﹐「3.22我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

祂的怜悯不致断绝。3.23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十架苦难不会重逾祂恩典﹐所以﹐我们要站稳在神的恩典上。 

 上面提及的Spafford弟兄站稳在恩典上﹐他信仰告白尽写在

他的诗歌里了。苦难没有卷走他﹐撒但没有叫他低头﹐在波涛汹

涌中﹐他看见平安如水流﹐他听见神的声音﹐他预见末日浩大的

恩典。 

以爱彼此问安 

 第二个命令是﹕以爱心之吻彼此问安。约瑟受了血海深仇﹐

仍旧爱他的兄长们﹐因为他站稳在恩典之上。心中有神恩﹐对人

就有爱。路加福音10.25-37记载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个

可怜半死的人最需要的就是爱﹐谁能给他爱呢﹖祭司走过去﹐利

未人也走过去﹐都不理。没有想到一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与他非

亲非故的﹐却救他救到底。为什么救他呢﹖「动了慈心」是秘诀。 

 主用撒玛利亚人的象征﹐是强调我们可能跟我们周围有需要

的人的关系很远﹐原来可以不管他们的﹐但是心中有爱就不一样

了。诗篇126篇说﹐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爱主的人都要为教会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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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但是彼得前书这里说怎样的人﹐才能为教会求平安呢﹖聚

会多的人﹑财物奉献多的人﹑参加祷告会的人﹑读经熟到倒背如

流的人﹖不﹐乃是那些有耶稣形像的人﹐就是会「动了慈心」的

人。5 

恩典重逾苦难 

 生活中必有苦难﹐你会在其中紧紧握住神的真恩吗﹖在你的

周围常有机会让你做好撒玛利亚人﹖这一次王启明姊妹生重病需

要有人做关怀者﹐我很惊讶的是有几个姊妹抢着做。对生病的人

来说﹐是一个何等的安慰。1999年底﹐谢千英姊妹已走到她人生

终了之前﹐她在医院里帮助一位素昧平生的病友陈太太(Amy)﹐

还为她办了一次为癌友而走的筹款会。临终以前﹐她还把继续照

顾Amy﹑带她去医院看病的责任﹐托付给教会。谢姊妹带着爱心

而回天家﹐她可以见神的面了。你呢﹖如果有一天你要见主面的

话。 

 还有﹐这里特别提到一种恩典叫真恩的﹐是在苦难中才有

的。你心中有没有﹖你身上有没有﹖苦难带来恩典﹐我们不去求

苦难﹔但是当它来了﹐不要怕苦难﹐因为「十架不会重逾他恩

典」。哥林多前书12.26说﹐当一个肢体生病了受苦﹐就是我们一

同生病受苦。教会如今在苦难之下﹐让我们从其中得着彼得所说

的﹕「这苦难中的恩典是神的真恩。」 

                                                 

5 「动了慈心」是主耶稣的专用字﹗太9.36显示它是主所有服事的内在基本动力。

参来2.17 (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4.16 (得怜恤)。splagcni,zomai (x12) middle voice

﹐由spla,gcnon (心肠) 一字而来。所出现的六个神迹﹕可1.41 [#51: 大痲疯得洁

净] (# 表示耶稣微行合参的序号)﹔路7.13 [#67: 拿因城寡妇之子复活]﹔太

15.32//可6.34 [#86: 五饼二鱼]﹔太15.32//可8.2 [#93: 七匡]﹔可9.22 [#101: 鬼

赶出﹐小孩的癫痫病得医治]﹔太20.34 [#145: 巴底买得看见]。三个比喻﹕太

18.27 [七十个七]﹔路10.33 [好撒玛利亚人]﹔路15.20 [浪子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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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2004, MCCC 

祷告 

十架不会重逾祂恩典 

(The Cross Is Not Greater than His Grace. H502) 

1祂赐的十架虽然沉重 不会重逾祂恩典 

我怕的风波虽然汹涌 不致掩蔽祂荣脸 

*十架不会重逾祂恩典 风波不会掩蔽祂荣脸 

我心欢乐因我知 有主耶稣同在此 我就胜过敌权势 
2我路上荆棘并不会比 祂头上的荆冕利 

我喝的苦杯还远不及 祂的在客西马尼 
3祂爱的光照得更昭明 在危难的道路中 

我担子变得更为轻省 当我低微来负重 
4我今生活在祂的面前 欢然顺服祂旨意 

我知我所受各种试炼 都是化装的福庇 

The Cross Is Not Greater. Ballington Booth, 1892 

CROSS NOT GREATER 9.7.9.7.ref. Ballington Booth, 1892 

 

~全书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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