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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27 靈修 (週日) 

題目：【信仰的傳承】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3:1--2） 

 1 親愛的弟兄啊，我現在寫給你們的是第二封信。這兩封都是

提醒你們，激發你們誠實的心，2 叫你們記念聖先知預先所說

的話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傳給你們的。 

 

【釋義】  

  彼得前書的收信人是寄居、分散在小亞細亞北部一帶的人：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  

多家、亞細亞、庇推尼寄居的，」（彼得前書 1:1）。彼得後

書是「寫給你們的第二封信」（3:1），所以收信人與彼得前

書應該差不多。彼得強調這是第二封信，意思是事態嚴重，

所以他要再寫一封信，是強調以下說話的重要性和緊急性。 

 

「親愛的弟兄啊」原文只是「親愛的」，在彼得後書第三章出

現了四次（3:1,8,14,17），定下了這一章的語調。「親愛的」

一般只用於對孩童的暱稱，彼得用四次「親愛的」稱呼收信人，

就是當他們是一家人，是自己人，語調由第二章對異端不留情

面的批評和嘲諷，一百八十度轉變為對自家人的親切關顧。 

 

「激發你們誠實的心」，更好的譯法是「真誠的心」或「純

潔的心態」，即仍對使徒忠誠，未受異端的學說污染。彼得

要他們回想福音怎樣傳給他們，信仰一脈相承偉大的道統，

舊約先知的預言，然後是耶穌藉使徒傳來的命令。原文彼得

強調這是藉「你們的」使徒，就是把福音傳到當地教會的使

徒。「命令」（3:2）與 2:21 的神聖「命令」是同一個字，而

這命令是必須遵孚的，因為出於主救主（祂不單單拯救，亦

是我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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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第三章，彼得不斷的動之以情，希望信徒記得透過使徒

傳承的道統，抱着大家是主家裏的人的忠誠，堅持正統信仰。

其實今日的華人教會仍然是這個偉大傳承的一部分，經過先

知、使徒、歷代先賢、百多年來華的宣教士、還有華人教會

上一代的牧者。 

 

建道神學院從廣西搬到香港時，院長是一位美國來的傳教士劉

福群牧師。當時大量的中國大陸難民湧到香港，建道畢業生就

懷着火熱的心到處佈道，開荒建立教會，其中一間是宣道會北

角堂。後來在滕近輝牧師的帶領下，北角堂人數增長，需要購

置房產，但當時會友都是難民，沒有能力支付按揭的首期，於

是劉福群牧師就拿出自己的積蓄作為首期，往後幾十年北角堂

發展成為幾千人的堂會。幾年前在一個建道神學院紀念劉福群

牧師的聚會上，滕牧師説起自己曾在他離世前去美國探望他，

按照地址找到劉福群牧師退休後的居所，卻居然只是一個用鐵

皮建成的拖車屋。劉福群牧師是建道精神「開荒、吃苦、火熱」

最好的代表。「開荒、吃苦、火熱」不是自虐狂，而是體會上

主面對當時到處都是未信主的難民，心急如焚的心腸，以主心

為我心。 

 

【思想】 

我們這一代人有沒有承傳歷代使徒和宣教士對信仰的熱誠？ 

 

【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基督，藉著祢所呼召的使徒彼得為我們留下祢

寶貴的話語，一遍又一遍地提醒我們，要警醒要有一顆真誠

的心。這個世界充滿了虛假和偽裝，我們不敢將自己真誠地

坦露在別人面前，我們怕被傷害，怕帶來羞辱。求主幫助我

們，釋放我們，在祢的裡面得自由，好真誠並有智慧的與人

交往。謝謝祢的慈愛和憐憫。我誠心的禱告是奉耶穌基督寶

貴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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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5.28 靈修 (週一)  

  題目：【展翅洪水之上】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3:3-7） 

  3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的私慾

出來譏誚說：4 「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裏呢？因為從列祖睡了

以來，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5 他們故意忘記，

從太古憑上帝的命有了天，並從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地。6 故

此，當時的世界被水淹沒就消滅了。7 但現在的天地還是憑着

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審判遭沉淪的日子，用火焚燒。 

 

 【釋義】 

  彼得吊詭地指出，出現否認末世審判的異端，反而是末日將 

臨的徴兆（3:3）。異端否認主將再來審判這個世界，其中一

個論據是：自創世以來，每天世界如常運作，哪裏有甚麼上

帝的干擾，將來更沒有甚麼審判。彼得認為異端是徹底錯誤

的，其實上帝今天仍每時每刻參與這世界的運作。「從太古，

憑上帝的命有了天」：是上帝的命，就是上帝的說話創造了

世界，而「現在的天地還是憑着那命存留」(3:7），即今日的

世界仍然是靠上帝的說話維持。神學上這是上帝的「護理」

或「攝理」。這是上帝的積極行動，而非僅消極不予毀滅世

界；這也是上帝自由的行動，而非不得不然。 

 

「……並從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地。」（3:5）應該譯作「並

從水而出藉水而成、仍靠上帝維護的世界」。和合本只提到

上帝創世時把水和地分開，形成海洋與陸地兩個生態系統；

經文原來指出創世後上帝仍積極「維持、維護」這世界。

「維護」這個字，也見於歌羅西書 1:17「萬有也靠祂而立」，

即孙宙萬物彼此協調的狀態，也是靠上帝維護的。只要上帝

在某一刻不再積極「維護」這協調的狀態，世界就馬上混亂

不堪，陷入毀滅性的災難。挪亞時代洪水滅世（3:6）就是祂

選擇暫時不再維護世界中水和地分開的狀態。將來上帝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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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審判（3:7），就是祂不再維護世界現有協調狀態的另外

一個例子。 

 

【思想】 

詩歌《安靜》的副歌：「當大海翻騰波濤洶湧，我與祢展翅

暴風上空。父，祢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靜知祢是神。」

孙宙萬物每時每刻都在上主手中，在洪水中我們的確可以與

上帝一起展翅飛翔。你現在生命中有沒有經歷風暴呢？你信

任創造並維護這個世界的上帝嗎？你願意讓祂拖着你手、與

你展翅暴風之上嗎？ 

 

【祈禱】 

 主啊，是祢讓我們靠著信心來歸向祢，也是靠著信心活在祢

恩典的應許之中。但我們現在生活的現今世界，就是彼得指

出的末世的境況，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譏誚”之言。求祢幫

助我在這樣的環境中，能有堅固的信心，能堅定的行在這條

信仰的道路之上！祈求禱告是奉從死裏復活的主耶穌基督的

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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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29 靈修 (週二) 

題目：【上帝的時間】  

 

【閱讀經文】 (彼得後書 3:8-9） 

 

【釋義】 

  異端說主不停延誤推後再來的日子，證明祂根本不打算再來。

彼得提出三點反駁：（1）上帝看時間跟我們不一樣（3:8），

（2）上帝其實是寬容，希望我們悔改（3:9），（3）主再來

的日子是無法預測的（3:10）。 

 

彼得突然提到「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表面上是

引用詩篇 90:3-6 ──「你使人歸於塵土，說： 你們世人要歸

回。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你叫

他們如水沖去；他們如睡一覺。早晨，他們如生長的草，早

晨發芽生長，晚上割下枯乾。」詩篇這裏的重點是上帝的永

恆，凸顯人的生命的短暫性和過渡性。彼得的意思比較哲學

一點：上帝看「時間」的概念跟我們不同。 

 

物理學大師霍金寫「時間簡史」，當中有一段：「時間這概

念在孙宙開始前是沒有意義的。」聖奧古斯丁是第一個人指

出這點。有人問奧古斯丁：「上帝在創造世界之前在做甚麼

事情？」奧古斯丁並沒有回答，雖然他知道曾有人這樣回答：

「為發問這條問題的人預備地獄。」在物理學上，時間是除

了空間三個維度以外的第四維度。當然所有維度都是上帝所

創造的，一個維度是物理上的一種限制：空間上你存在於某

地方，就不能同時存在於其他地方。時間上你只存在於某時某

8 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

年，千年如一日。9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祂是耽

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

人人都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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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現在」，你已不能改變你的「過去」，而你對「未來」

仍一無所知。上帝作為時間的創造者，卻不受時間這維度的限

制。有些神學家說所有「過去」與「未來」的時間對上帝來說

都是「現在」，可以說上帝存在於「永恆的現在」。祂看一日

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這節經文是要我們學習從上帝「永恆」的角度來看自己的時

間。甚麼是「永恆」的角度呢？就是要專注於在永恆中真正

有價值的事情。有一位老師努力帶領自己的學生信主，十多

年來在自己教會建立了幾百位青少年。後來他決定去海外當

宣教士，臨走時送了一首英文歌“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給這幾百位青少年。詩歌大意如下： 

 

 有天你在夢中到了新天新地，來到主耶穌的跟前， 

 有很多人一個一個走到你身旁，告訴主耶穌： 

  因着你曾與他同行，今天他才能來到主前。主耶穌對你說： 

「我兒，你看看你身旁無數的生命，你的獎賞是何等的大！」 

 

【思想】 

在永恆中你最大的獎賞就是你在今世曾經關愛的生命。用永

恆的角度看今天，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你有沒有努力去關心人，

幫助別人成長，帶領人來到主耶穌的跟前。 

 

 【祈禱】 

  在天上的父神，我們知道祢的智慧高過人的智慧，祢的意念

高過人的意念。我們總是試圖用我們的有限，肆意地去歪解

祢的無限。求祢給我們單純的信心，不再用我們有限的思維，

而是依靠祢啟示給我們的真理，去理解祢、認識祢，求祢就

成為我們的智慧。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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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30 靈修 (週三) 

題目：【不負所托】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3:10-13） 

  10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 

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11 這一

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12 

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

質的都要被烈火熔化。13 但我們照祂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

有義居在其中。 

 

【釋義】 

 末日在舊約一般叫「主的那一日」，是特定的某一日，「主的

日子」（3:10）就是用這個專用名詞。「上帝的日子」（3:12）

是比較少見的用法。無論異端怎樣否認，主必再來     審判世人，

也將徹底銷毀我們現在所認知的「舊世界」。 

 

「切切仰望」（3:12），新譯本是「等候並催促……」；

「仰望或等候」的意思都不夠清晰，原文是：「期待一件肯

定會發生的事情」。「催促」指加快主再來。我們怎樣可以

加快主再來呢？上主希望更多人悔改歸向他，我們努力傳福

音使多人信主，便可「加快」主再來。從彼得後書到今天雖

然又過了二千年，但我們不應該懷疑，必須憑信心確認主必

再來。 

 

在主再來的亮光中我們要「敬虔」（3:11），正確的翻譯是

我們要盡忠職孚。這包括上帝在今世託付我們的人與事。既

然舊世界都要過去，為甚麼我們還要忠於今世的托付呢？以

下的故事可以幫助我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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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爾金有一段日子終日思緒不寧，擔心有生之年無法完成魔

戒這巨著。有一天上帝針對他這種心情給他一個靈感，讓他

寫成一個寓言：「挑剔」畫葉。一個名字叫「挑剔」的畫家

一直想畫一幅完美的巨畫，是他心中一棵枝葉繁茂的參天大

樹。一個寒冷的晚上這畫家替鄰居去找醫生時在路上染了風

寒，不久去世，那棵樹他只畫了一片完美的葉子。後來在新

天新地裏上主帶「挑剔」到郊外去，在那裏他看見了原來在

他心中構想的那棵完美的樹，使他心中激動不已。托爾金後

來深受自己這個寓言感動，加上魯益師這至交好友的鼓勵，

終於完成了魔戒這不朽的魔幻巨著。 

 

【思想】 

  在主再來的亮光中，你更要忠於今世主所交付你的。你有不

負所托嗎？ 

 

【祈禱】 

阿爸天父、我的主啊，我要自問，是否從內心深處期待祢的

再來？我是否準備好，在祢審判桌前向祢交賬？還是只掛基

督徒的名，沒有基督徒的實。感謝祢今天的提醒，祢會再來，

祢隨時會再來，我現在就要悔改再次來到祢的面前，時時準

備好迎接祢的再來。就求祢幫助我，天天提醒我：祢隨時會

來！禱告是奉會再來的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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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5.31 靈修 (週四) 

題目：【以殷勤對抗誘惑】 

  

【閱讀經文】(彼得後書 3: 14-18） 

14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勤，使自己沒

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見主；15 並且要以我主長久忍耐為

得救的因由，就如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羅，照着所賜給他的

智慧寫了信給你們。16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事。信中

有些難明白的，那無學問、不堅固的人強解，如強解別的經

書一樣，就自取沉淪。17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然預先知道

這事，就當防備，恐怕被惡人的錯謬誘惑，就從自己堅固的

地步上墜落。18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

識上有長進。願榮耀歸給他，從今直到永遠。阿們！ 

 

 【釋義】  

 彼得殉道在即，這封信可以說是彼得的遺言，信末彼得再次

語重心長地以一家人的態度（「親愛的」（3:14）作出四個

囑咐：（1）要在道德生活上殷勤，（2）要明白主延遲再來

的因由（3）要防備異端，（4）要長進。 

 

「殷勤」（3:14）在第一章已經出現過兩次；最傳神的翻譯

就是：「把你所有的精神和力量都押上去」，用比較通順的

中文就是：「全情投入全力以赴」。異端通過宴樂引誘信徒

過縱慾的生活，彼得認為最好的對抗方法就是全力以赴去愛

主愛人。終日忙於傳福音和服侍人，就沒有時間去醉酒宴會

了。百無聊賴的日子，就是道德墮落的開始，看看大衛王就

知道了，他的軍隊在前線浴血沙場的日子，原來英勇無敵的

大衞居然「一日，太陽平西，大衛從床上起來，在王宮的平

頂上遊行，看見一個婦人沐浴，容貌甚美。」（撒母耳記下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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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上的努力目標就是「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

見主」（3:14），這跟異端剛剛相反：「他們已被玷污，又

有瑕疵」（2:13）。這目標是與彼得前書相呼應的：「乃是

憑着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彼

得前書 1:19） 

 

「要以我主長久忍耐為得救的因由」，就是要明白上主刻意忍

耐寛容，遲遲未再來審判的因由，就是盼望更多人悔改得救。 

 

 【思想】 

  最近你有沒有閒散不作主工呢？在安舒的生活中有沒有在道  

德上被誘惑呢？ 

 

 【祈禱】 

  阿爸天父、我的主啊，求祢讓我對未來的新天新地有切實的 

盼望，因著這樣的盼望，好讓我在地上能為主“殷勤”。為

主而活不再是我生活的附屬品，而成為我生活的全部！讓我

喜悅親近祢，也願意順服祢的話語，求祢就成為我的力量！

如此禱告是奉得勝的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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