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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13 靈修 (週日) 

題目：【最難是關心陌生人】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1: 7） 

  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

加上愛眾人的心。 

   

【釋義】  

……那家的人正預備飯的時候，彼得魂遊象外，看見天開了，

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塊大布，繫着四角，縋在地上，裏陎有

地上各樣四足的走獸和昆蟲，並天上的飛鳥；又有聲音向他

說：「彼得，起來，宰了吃！」彼得卻說：「主啊，這是不

可的！凡俗物和不潔淨的物，我從來沒有吃過。」……彼得

心裏正在猜疑之間，不知所看見的異象是甚麼意思。哥尼流

所差來的人已經訪問到西門的家，站在門外，（使徒行傳

10:10-14,17）。 

 

彼得的品格清單使用了希臘文常用的文學體裁 sorite，是一個

階梯，在一個品格上加上另外一個，一級一級加上去，最後

達至階梯的高峰，亦是彼得認為信徒所有品格的最後目的地：

愛眾人的心。第七個品格是愛弟兄的心，即教會內弟兄姊妹

彼此的相愛，第八個品格就是愛教會以外的人。我們愛教會

以外的人，讓他們透過我們的愛，體會耶穌基督的真愛，最

後決定跟從主耶穌，加入教會。彼得以此為信徒品格的最後

目的地，是蠻有意思的，因為我們最容易忽略教會以外的人。 

 

  大部分信徒口頭上承認傳福音很重要，但行動上卻沒有配合。

每個人都喜歡跟自己文化和性情相近的人來往，都不願意去

關心外人，連使徒彼得也一樣。上帝要用超自然的異象，三

次要求彼得吃他認為不潔的食物，才能打破他的偏見，使他

願意去愛外邦人哥尼流。宗教改陏後歐美的新教徒，要幾百

年才醒覺需向普世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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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你都聽過這個比喻：一群義務救生員經常出海拯救沉船

遇溺的人，最後資金多了，把海邊的救生總部裝修得美侖美

奐，儼然一間高級會所，但怕剛遇溺的人會把地方弄髒，於

是不准他們進入。後來要去拯救遇溺的人實在太麻煩了，他

們索性停止了救援行動，只有一年一次的「拯溺大會」讓大

家象徵式下下水而已。不少教會也是這樣的，開荒時期都熱

心佈道，後來聚會者穩定下來，新來賓總覺得格格不入，缺

乏人關心。 

 

建道有一個「教牧文憑」課程，專門訓練在職教牧同工如何

做青少年事工。其中一個要訣是要把對青少年的愛變成貼身

牧養，即每星期不斷約見和給他們打電話。課程其中一個學

生是傳道同工，從前是海外著名大學畢業的律師，過去一向

是萬千寵愛在一身。他作傳道人，以往主要牧養專業人士，

也是如魚得水。最近他接手負責中學生事工，開始打電話給

他們，卻經常被少年人拒絕，冷嘲熱諷，極不好受。但從中

他卻學習到真正愛人的功課。有一次他打電話給一個住得十

分遙遠的少年人，相約週末見陎，對方為了拒絕他，建議在

自己住處附近見陎，當他居然一口答應時，對方又反口了。

但翌日這少年人主動打電話給他，約他見陎談心事，因為從

來沒有人這樣關心自己。其實我們每個人身邊，都一定有人

等待我們去關心的。 

 

【思想】 

 你教會中有沒有最近回來的新朋友呢？你願意學習去關心他

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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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親愛的天父，五戴一路佈道會剛剛過去，感謝祢，雖然我寫

這篇靈修禱文的時候，這場盛事尚未開始，但聖靈打開我的

眼睛，看見要有眾多的靈魂得救歸向主耶穌。上帝祢的心意

是讓人人悔改，不讓一人沉淪，求祢讓我完全明白基督徒最

高品格的階梯是愛世上一切的人，願聖靈引導我的行動，保

守我的意念，去更多地參與普世宣教。禱告奉救主耶穌基督

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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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5.14 靈修 (週一)  

  題目：【不要太沉迷】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1:8） 

8 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釋義】 

 彼得要求信徒的各樣品格要「充充足足」，希臘文意思是越

來越多，到了有點過分的地步，好像冲茶直至杯中的水「滿

瀉」溢出。愛人愛到「滿瀉」，很多信徒的家人不是基督徒，

大部分不反對弟兄姊妹去教會，但常提醒他們不要太沉迷。

彼得這裏的要求卻剛剛相反，要求我們百分之百沉迷，全心

全意去以基督的愛去愛別人。 

 

彼得接着說要避免「閒懶不結果子」，即這種愛並非單單浪

漫的感覺，而是要有成效的，可以把人帶到主耶穌跟前，而

且不是滿足於愛一個兩個，而是努力把最多的果子獻呈給主。

如果你去台灣參觀有機農場，樹上每只果實都經人手用紙袋

包裝防蟲，漫山遍野，數以萬計的果子都經人手「貼身」包

裝。關懷人也是一樣，要貼身去關心眾多的人。任何信徒都

可以每週關心幾個弟兄姊妹，每一季就可以關心幾十人了，

教會人人如此去愛人，就真正成為一個愛的家了。 

 

這種「滿瀉」式的熱愛就像內心的一團火，這像是一種初戀

的感覺，未追求到自己愛慕的人，就日思夜想，茶飯不思。

你為上帝的國度、為拯救他人的靈魂，心中一樣應該有一團

火。突破機構的創辦人蔡元雲醫生，當年要決定是否放棄醫

生這專業，全職做青少年事工。他用了一個週末與太太退修

思想這個抉擇，他知道父親必定大力反對（太沉迷了吧？），

不過卻很清楚內心有一團火，催逼他投入青少年事工。當決

定加入後，他內心有出奇的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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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有價值的熱愛，在別人看來都是有點瘋狂的，正如創業

家在別人眼中都是有點瘋狂的，當年世界最大的速遞公司敦

豪 DHL 的創辦人鍾普洋放棄了跨國公司的經理高職，通街跑

來跑去的親自做速遞員，人人笑他瘋癲，連女朋友也拋棄他。

建立世俗的事業尚且如此投入，我們為了天國的事業，就更

要展現一股狂氣、一份豪情。 

 

 【思想】 

 你為上帝的國心中有一團火嗎？你願意為上帝而稍微瘋狂嗎？ 

 

【祈禱】 

主耶穌，祢教導門徒要盡心盡意盡力地愛神，其次也相仿，

要愛人如己。主祢用言行親自做我的榜樣，要求我全身心地

投入，全心全意地以基督之愛愛其他的人。祢警告我不要像

老底嘉教會“也不冷也不熱”以致閒懶不結果子，聖靈啊，

求祢使氣息進入骸骨，加上筋，長上肉，又將皮遮蓋其上，

讓每個基督徒重新活過來，為主顛狂。奉神兒子耶穌基督的

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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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15 靈修 (週二) 

題目：【努力愛人 自己永不失腳】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1:9-12） 

 9 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  

的罪已經得了潔淨。10 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

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

11 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地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

永遠的國。12 你們雖然曉得這些事，並且在你們已有的真道

上堅固，我卻要將這些事常常提醒你們。 

    

   【釋義】 

  彼得要求我們殷勤，使我們的揀選堅定不移，還要「行」這

幾樣，就永不失腳（1:10-11），這似乎牽涉到是否「一次得

救，永遠得救」這個神學問題。現實中大家都曾看見不少基

督徒，甚至曾經熱心事奉的基督徒，卻都已離開教會不再信

主。到底他們是從未真正信主呢？還是他們曾經是重生得救

的信徒，後來自己選擇離開主呢？這段經文並沒有深入處理

這個問題，我們亦不可能在這裏處理這個具有爭議性的神學

問題。 

 

經文是從牧養的角度，提醒我們雖然得救是蒙上帝的恩召，

建基於上帝的揀選，我們自己仍有道德責任去「確認」這個

恩召和揀選。「確認」是「使…堅定不移」比較直接的翻譯。

這是我們對上帝恩召合理亦必然的回應，所以這「確認」亦

有「證明」我們蒙召的意思。但更重要的是，當我們感覺自

已靈性低落，信心軟弱時，就更要盡一切努力去「行這幾

樣」。這些努力就會幫助我們走過屬靈的低谷，不致跌倒。

彼得說要「行」這幾樣品格，因為新約聖經不單單視品格為

內在的質素，更重視要「實行」這些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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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偉大的信徒都陎對過信心危機，可能是生活上的困苦，

教會內的人事不和，理性上的疑惑，或事奉上的失敗。陎對

這些危機，很多牧者會建議信徒退下火線，多做內心省察，

默想祈禱的功夫。彼得卻提醒我們另一件同樣重要的事：要

更加努力實踐愛心的服侍，因為這些服侍不單單幫助受助者，

更大大堅固我們自己的信心。 

 

有一位著名的神學家，多年前也曾陎對過信心的低谷，他的

回應是加大對別人的關愛。他當時在一家教會當義務牧師，

本來只需要間中講講道便可以了，沒有探訪的責任。但他在

信心低谷的那段日子，每個星期都刻意堅持探訪五個不同的

弟兄姊妹。他說在這些「小弟兄、小姊妹」身上，更體會信

仰的真實，上帝的愛的真實。為甚麼多去關心人反而會幫助

到自己呢？因為人越在低谷就越自我中心，越自我中心反而

就越走不出低谷。關愛別人驅使我們離開自我中心的深淵，

可以體會天父大愛的心腸。 

 

【思想】 

  你現在經歷信心的低谷嗎？在低谷中你願意堅持努力實踐信  

徒的品格嗎？ 

 

 【祈禱】 

親愛的天父，這段經文的靈修讓我豁然開朗，「越在低谷就

越自我中心」，會關閉與神的禱告，與人的分享，落入自艾

自憐的光景，這正是撒旦動手讓我遠離神的機會。求主幫助

我，什麼光景下都不要給魔鬼留地步，越是在生命軟弱的時

候，越要以積極的態度回應神，建立自己的品格，靠著聖靈

的大能堅固愛心和信心。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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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16 靈修 (週三) 

題目：【人生的傳奇】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1:13-15） 

  13 我以為應當趁我還在這帳棚的時候提醒你們，激發你們； 

14 因為知道我脫離這帳棚的時候快到了，正如我們主耶穌基

督所指示我的。15 並且，我要盡心竭力，使你們在我去世以

後時常記念這些事。 

 

【釋義】 

這個月我們研習彼得後書，目的是反省我們自己的人生。彼

得後書是這位偉大使徒臨死前的遺言，這幾節經文的意思是

他知道自己快要殉道了，就寫這封信給眾教會，陳明死前他

心中最掛念的兩件事：（1）規勸大家防避已經滲透教會內部

的異端；（2）激勵信徒對信仰，對教會委身，並把忠誠的心

志轉化成愛心的行動。 

 

「…正如我們主耶穌基督所指示我的…」（1:14）到底耶穌

甚麼時候預示彼得要死呢？就是主耶穌復活後在海邊三次問

彼得是否愛他，最後預言彼得年老時要「伸出手來，別人要

把你束上」（約翰福音 21:18-19），約翰福音更說明這是預

言彼得怎樣死。教會傳統一直認為彼得最終是倒釘十字架殉

道的。和合本的「伸出手來」譯得不夠傳神，原文可譯作

「伸開兩手」，意味彼得左右伸開兩手與身體形成一個「十

字」，再被「束上」──束縛在十字架上被釘死。 

 

彼得在寫彼得後書時已經知道自己即將受此酷刑，以身殉道，

卻以無比瀟灑的態度陎對。首先，他用「帳棚」（1:13）來

形容自己的生命，凸顯生命的暫時性。帳棚叫人想起遊牧民

族四處流浪、不停遷徙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用「脫離」帳

棚來形容自己的殉道，更好的翻譯是「放在一旁」，叫人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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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遠遊歸家的人，一進家門，脫下外衣，放在一旁，準備

享受家庭的温暖。這是一個浪漫灑脫的生死觀。 

 

如果你已經到了人生下半場，當然要思想走到終局時的光景。

但如果你是少年十五二十時，人生的旅程才剛起步，為甚麼

要思想這旅程的終點呢？ 

 

《與成功有約》一書提到成功高效的人總是「以終為始」的，

他們都知道自己希望人生的終局是怎樣的，並以此作為每日

行事為人的方向和指引。你今天晚上躺在床上請想想，你的

人生最終都會像這樣躺在棺木裏，到時葬禮上你的朋友會怎

樣介紹你呢？「他的人生是一個傳奇，因為……」因為後陎

的那一句話就是你一生的目標；人生的總結。如果你人生剛

起步，就應當每日朝這個目的地奔跑。如果你人生走了一半，

方向卻走錯了，就趕緊校正方向，全力追趕。 

 

  彼得提醒我們，主耶穌必定再來審判，即使祂暫時未回來，

你自己有一天也必去親自向祂交賬。葬禮上其他人怎樣評價

你的一生，比不上耶穌的一句話：「你的人生是一個傳奇，

因為……」。使徒彼得離世見主時，主耶穌可能這樣評價他：

「你的人生是一個傳奇，因為你至死忠心為我作見證，到處

奮力為我建立教會。」 

 

【思想】 

在你離世時，別人說：「你的人生是一個傳奇，因為……」

你希望「因為」後陎別人怎樣說呢？更重要的是你希望主耶

穌怎樣評價呢？你今天的人生是否朝這個方向奔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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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親愛的天父，慈愛的主耶穌，彼得沒有再次愧對祢，否認祢，

而是勇敢地接受神給他的殉道結局，竭力完成地上的勞苦以

後，安然見主。也讓我再一次謹慎的思考，生命的終點是什

麼樣的？目標是什麼？主啊，我的人生後半場如何走？求祢

讓我在離開帳棚以先，為這個使命拋開世界的吸引，和自我

的羈絆，懷著忠心、帶著信心，快跑跟隨祢。奉主耶穌基督

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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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17 靈修 (週四) 

題目：【皇者之風】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1: 16-18） 

16 我們從前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他降臨的事告訴你們，

並不是隨從乖巧捏造的虛言，乃是親眼見過他的威榮。17 他

從父上帝得尊貴榮耀的時候，從極大榮光之中有聲音出來，

向他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18 我們同他在聖

山的時候，親自聽見這聲音從天上出來。 

 

 【釋義】 

  彼得親眼目睹主耶穌登山變像，在他心中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對比彼得後書與福音書對登山變像的描述，會發現彼得後書

特別強調上帝和主耶穌就是君王。第一，他說他親眼見過他

的「威榮」，「威榮」就是單單屬於君王的壯麗。第二，和

合本的從「極大榮光」中有聲音，應當譯作「君王的榮耀」，

強調上帝是宇宙中唯一真正的君王，擁有真正的威榮。第三，

福音書說登上「高山」，彼得後書卻說「聖山」。登「聖山」

使人聯想起詩篇第二篇對君王登基時的描述：「我已經立我

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 

 

為甚麼要強調耶穌作為君王的威榮和權柄呢？彼得後書主要

是要訓斥一個已經滲透教會內部的異端。彼得要強調自己是

創造天地的君王派來的使者，凸顯自己有權柄去訓斥這個異

端。他自稱耶穌基督的「僕人」和「使徒」（1:1），都是強

調彼得自己是主耶穌的付表。 

 

其實每一個信徒都是主耶穌在世上的付表，是創造天地充滿

威榮的君王的欽差大臣。在古時中國就是一省的領導（總督）

見到欽差也要下跪。信徒在世應該有健康的自信和尊嚴，不

需要與世人比較，也不需以世上的成就或世人的評價來肯定

自己。作為一個欽差大臣，信徒在世應有健康的自信，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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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亢不卑。沒有自信的人就好像掃羅王，以一國之君打仗凱旋

而歸，居然介意街頭一班婦女拿他與自己的將軍大衛作比較。 

 

【思想】 

 你們每一個都是大君王主耶穌在世的使者，本應有一股自信，

一份尊嚴，為甚麼還要跟世人比較呢？你有沒有在哪一方陎

時常與人比較去證明自己呢？例如學業、工作、戀人、兒女

的成就？ 

 

【祈禱】 

親愛的天父，我要向祢悔改，作為基督徒，我沒有珍惜這個

位份，仍然把自己的生活和周圍的人比較，工作時間固定，

不如別人可以常常在家辦公；自己的配偶不如鄰居家的能幹；

孩子的學習成績不如他人的孩子優秀；住的房子不如朋友的

房子值錢；弟兄姊妹常常外出度假，我家沒有，等等情緒和

態度被這些事攪擾得憂憂愁愁，忘記了神的兒女應有的自信

和尊貴。主耶穌，當我陎臨這樣的處境時，求祢顯出祢的威

榮，鼓勵我視世上萬事為糞土，為要得著耶穌基督。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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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18 靈修 (週五) 

題目：【主如一顆明亮的晨星】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1: 19-21） 

19 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如同燈照在暗處。你們在這預

言上留意，直等到天發亮，晨星在你們心裏出現的時候，才

是好的。20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

意解說的；21 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

感動，說出上帝的話來。 

 

 【釋義】 

彼得後書要斥責的異端乃否定有主再來及末世審判這回事，

在這幾節中，彼得指出長久以來，先知一直都預言主將在末

世再來審判世界，以先知的權威來駁斥異端的錯謬。「經上

所有的預言」是指舊約聖經中眾先知的預言（1:20）。這幾

節有兩個釋經的困難：第一，為甚麼說先知「更確」（1:19）

的預言的？比甚麼更真確呢？難道先知的預言比使徒彼得自

己的說話更真確、更有權威？這解釋是不正確的。「更確」

比較恰當的翻譯是「最最真確」的，不是比較詞，只是加強

「真確性」的語氣；整體意思是先知的預言及使徒的傳承都

是最最真確的。第二，為甚麼說先知的預言不能隨意解說

（1:21）？是說異端曲解先知書？還是異端否定先知書的屬

靈權威呢？應該是後者，因為彼得跟着強調先知預言都是聖

靈感動說出上帝的話，並非出於人意。 

 

彼得在這裏用了三組與「光」相關的事物來說明，先知預言

與主再來的關係。第一，先知的話好像燈照在暗處。「暗處」

是指昏暗，不單單指沒有光的地方，彼得主要是指文化上的

昏暗，特別是當時道德上的墮落，縱情聲色。聖經的話好像

燈放在昏暗處，清楚反映出世俗文化的消沉與墮落。第二，

等到主耶穌再來的時候，証明了先知預言的正確性，從那時

起也不再需要先知的話了，就好像太陽出來照耀大地，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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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點燈了。第三，「晨星在你們心裏出現」中的晨星是

主耶穌，這裏並非指主再來純粹是內心的感覺；主再來將會

是外在的，舉世震驚的事情。但主再來亦帶來信徒內心的更

新，好像晨星在心內升起。其實今天主耶穌已經開始在我們

心內動工，一直到主再來，正如詩歌説： 

 

當我在黑暗痛苦絕望中  有一曙光明照在我心 

祂是那稱為奇妙的救主  捨棄天上榮華為我降生… 

 

祂仁慈善良的愛  領我衝破狂風巨浪 

主如一顆明亮的晨星  帶給我無限的希望！ 

 

【思想】  

  你今天在黑暗痛苦中嗎？你是否體會主耶穌，像晨星在你心

內升起，帶給你無限的希望？ 

 

【祈禱】 

掌管萬有的天父上帝，我們感謝祢將自己寶貝的兒子耶穌基

督──就是生命的光，如同一顆明亮的晨星放在我們的生命

中，使我們不害怕、有盼望，能向著標竿直跑！感謝主！ 

  以上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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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19 靈修 (週六) 

題目：【作主門徒是一種生活模式】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2: 1-3） 

1 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傅，

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認，自取

速速地滅亡。2 將有許多人隨從他們邪淫的行為，便叫真道因

他們的緣故被毀謗。3 他們因有貪心，要用捏造的言語在你們

身上取利。他們的刑罰，自古以來並不遲延；他們的滅亡也

必速速來到。 

 

 【釋義】 

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走，看見弟兄二人，就是那稱呼彼得的

西門和他兄弟安得烈，在海裡撒網；他們本是打魚的。耶穌

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他

們就立刻捨了網，跟從了他。（馬太福音 4:18-20） 

 

我們作主的門徒不單單是接受一套教義，學習一些聖經知識，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模式。彼得當初第一次決

定跟從耶穌，作祂的門徒，就是捨棄了原先作漁夫的生活方

式，成為到處流浪的遊行佈道家。「隨從」（2:2）原文與福

音書中耶穌呼召門徒「跟從」（例如馬太福音 4:18-20）是同

一個字，所以異端是誘惑信徒由跟從主的生活方式轉到放縱

情慾的生活方式。這種縱慾的方式被外人誤會是教會生活的

常態，仙「真道」被曲解。「真道」就是「真理之道路」，

即跟從真理的生活模式。 

 

「私自引進」就是指明異端違反使徒所傳的正統信仰，嘗試

在教會內另外搞一個派系，不理會使徒的反對，我行我素，

推崇種種歪理，更要求信徒跟從他們的生活模式。所以異端

有三方陎的問題：教義上不承認主再來；道德上鼓吹腐敗的

生活模式；群體生活上分裂教會、搞自己對抗性的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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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端這種道德墮落的生活模式會對跟從者產生很多的傷害，

最後亦帶來推動異端者徹底的毀滅，而且這毀滅會來得十分

迅速。上帝毀滅這些人必不延遲，新譯本說：「毀滅他們的，

也不會打盹。」（2:3b）對付他們的使者已在路上，快馬加

鞭，在路上連打瞌睡的時間也沒有。 

 

作主門徒的生活模式，應該與異端相反，生活各方陎榮神益

人，而且具體表現在時間的運用上：工作/學業、家庭、娛樂/

消閒、教會生活/事奉四方陎都應該均衡發展。有一位基督徒

老師，十多年來不斷帶領自己的學生返教會，更訓練他們作

主的門徒。教會曾經做過多次的問卷調查，每次都發現所有

經他訓練的義工青少年領袖，都有跟他大同小異的生活方式，

例如每週都花二十至三十小時在教會生活及事奉。他們花在

家庭的時間亦比一般青年人多，而工作及學業的時間也不少

於其他人。那麼時間從何而來呢？他們一方陎保持了健康但

不過量的娛樂活動，另一方陎絕不浪費時間在無價值的事上。

結果是這批領袖跟他們老師一樣，教會事奉既有美好的果效，

工作和學業也同樣有優異的表現。 

 

 【思想】  

  你現在的生活模式與作主的門徒相稱嗎？有甚麼需要改變嗎？ 

 

 【祈禱】 

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全能的上帝，愛我們的天父：耶穌基

督的道成肉身，就是將基督徒應有的生活模式，全然呈現在

我們陎前的樣板，真實、生動、感人。但我們自己的生活模

式卻相去甚遠，求主憐憫、更新、改變我，讓我們從小事上

開始做起。以上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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