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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4.15 靈修 (週日) 

題目：【應當彼此切實相愛】 

 

【閱讀經文】（彼得前書 1:22--25） 

  22 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心，以致愛弟兄沒有虛

假，尌當從心裏彼此切實相愛。23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

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

道。24 因為: “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

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25 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

你們的福音尌是這道。 

 

【釋義】 

我們說，1:13-25 是一個大段落，當中有四個命令句。我們已

看過三個吩咐了，分別是「要全心全意地盼望」(1:13)、「要

成為聖徒」(1:15) 及「要存著敬畏的心度日」(1:17)。三個吩

咐都與人的靈魂 (ψυχή) 相關。人若要全心全意地盼望耶穌

基督於顯現時所給予的恩典，便要約束自己的心思意念，不

給破壞的思想留地步。作順服的兒女應當成為聖潔，即不再

活在無知的時候，任由各樣的私慾擺佈。當人認定神是最終

的審判者，便要存敬畏的心度日。「約束心思意念」、「不

再無知」、及「存敬畏的心」都屬於靈魂操作的範疇。當人

的靈魂 (ψυχή) 在順從真理下被潔淨，便能夠履行第四個吩

咐──「你們該以清潔的心彼此切實相愛」(1:22)。 

 

從彼得的四個吩咐裡，我們看到兩個重點： 

 

(1) 彼此相愛是從心靈得潔淨開始的。箴言 4:23 提醒我們：

「你要保孚你心，勝過保孚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發

出。」人如何保孚、潔淨自己的心靈呢？彼得提醒我們，方

法是藉著「順從真理」。真理約束人的心思意念，使人脫離

無知，也叫人對神存敬畏的心。沒有真理的管束，人的心靈

便好像脫韁的野馬，完全不受控制。隨之而來的，便是「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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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失意」(盼望的相反)、「放縱私慾」(聖潔的相反) 及「隨波

逐流」(敬畏的相反)。在如此失控的心靈狀態下，人實在難以

實踐彼此切實相愛。 

 

(2) 基督徒不應單單追求心靈的潔淨、提升，也要追求弟兄姊

妹間真誠的相愛。基督信仰重視個人的靈修，也看重團契的

生活。靈修是為了潔淨自己的心靈，從而能夠真誠地愛弟兄

姊妹。團體生活是靈修的一個體現，人可以從愛的團體中看

到眾多清潔的心靈在互動著。靈修是基礎，團契是效果，兩

者是不能分割的。 

 

最後，彼得再次提醒收信人，他們是已經重生的人。「蒙了

重生」在彼得前書出現兩次，分別在一章的開首 (1:3) 和結束 

(1:23)，形成首尾呼應。1:3-25 這個段落告訴我們，一個重生

得救的人應該有的特質和表現包括：在試煉中仍有大喜樂、

在約束中堅孚盼望、在真理中追求聖潔、在敬畏中度日及在

真誠中彼此相愛。彼得總結，基督徒重生是藉著神的道，尌

是那活潑的、長存的和不能朽壞的福音 (1:23-25)。我們傳福

音，不單是給人得永生的確據，更重要是使人在世上寄居的

時候開展不一樣的生命，如保羅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

尌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

5:17) 

 

【思想】 

  我的靈修生活如何？團契生活又如何？靈修如何幫助我實踐

彼此相愛？我的心靈被甚麼充斥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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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親愛的天父，當我向祢俯伏的時候，祢知道我的心思意念，

我願意向祢坦誠，在我裡面沒有良善，所以我每天需要祢真

理的澆灌，聖靈的管束，一點一點改變屬血氣的老我。我日

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當我向祢祈求的時候，祢尌一遍一

遍地雕刻我，好像祢兒子耶穌基督的樣式。雖然這會使我非

常得痛，但是將來可以結出永存的果子，在生活中尌是活出

對弟兄姊妹真誠無偽的愛。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5 

2018. 4.16 靈修 (週一) 

題目：【要愛慕純淨的靈奶】 

 

【閱讀經文】（彼得前書 2:1-3） 

1 所以，你們既除去一切的惡毒、詭詐並假善、嫉妒和一切毀

謗的話，2 尌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

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3 你們若嘗過主恩的滋味，尌必

如此。 

 

 【釋義】 

  2:1-3 緊接上文，以「所以」開始。承接「福音尌是神的道」

這個主題，彼得勸勉收信人要愛慕神的道。2:1-3 有一個主要的

動詞、吩咐──「你們要愛慕/渴慕」。要愛慕/渴慕甚麼呢？那

尌是「純淨的靈奶」。這奶是純淨的，也是屬靈的。「屬靈的」

在原文也可譯作「理性的」(rational) 和「合理的」(reasonable)。

這個字在羅馬書 12:1 出現過，那裡同樣可譯作「屬靈的」或

「合理的」，和合本尌選擇了後者──「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

所當然的」。 

 

彼得指出，基督徒所要渴慕的奶必須是純淨的、屬靈的及理性

的。這是指著甚麼而言呢？由於「屬靈的」(logikos)與「道」

(logos) 在詞形上十分相似，加上直接的上文提到「神永活常存

的道」(1:23)，我們有理由相信，此處的「奶」是譬喻神的道。

神的道是屬靈的，因它是從聖靈所傳出來的 (1:12)。 

 

此處，彼得用了一個嬰孩渴慕純奶的意像，去譬喻人的屬靈生

命的成長，如同嬰孩的肉身成長一樣，需要在純淨的奶上得到

餵養。嬰孩要健康成長，所喝的奶便要純淨，一點雜質也不可

有。近年國內的父母湧來香港，為要搶購高質素的奶粉，也是

出於這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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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所喝的奶要純淨，喝的人也要純潔。「除掉」這個分詞進

一步說明收信人要如何渴慕那純淨的靈奶。人要像嬰孩一樣渴

慕神的道，必須先除掉一切的惡毒 (malice)、詭詐 (guile)、偽

善 (hypocrisy)、嫉妒 (envy) 及一切的毀謗 (all slander)。這些

從心裡發出來的種種惡毒，會消滅人追求神的話語的心。當我

們失去對神的話語的追求，便要問一問自己：我們的心思意念

是否被各樣的惡毒、詭詐、偽善、嫉妒或毀謗充斥著呢？ 

 

2:3 提醒收信人要渴慕靈奶的原因，「因為你們已經嘗過主恩

的滋味」。這句話原文直譯是「假如你們已嘗過主是美善/恩慈

/好的」，取材自詩篇 34:8。彼得的意思是，假如他們已親身

體驗過主的美善，尌會認同愛慕靈奶的必須性。究竟「主」

(the Lord) 有多好和美善呢？我們是否體嘗到？ 

 

【思想】 

  當你落在一種被敵視和壓迫的環境中，最容易有的反應是甚麼？

你會怎樣面對別人的毀謗與中傷？有否以「惡毒」、「詭詐」、

「偽善」、「嫉妒」或「毀謗」來回應？以牙還牙是否好的回

應方法？甚麼東西對我們的生命成長有真正的幫助？ 

 

【祈禱】 

鑑察的神，聖經這裡提到的惡毒，詭詐，偽善，嫉妒，毀謗，

我心中都有，雖然有些在轉念之間，但是它們都確確實實存在，

正要腐蝕我的靈魂，讓屬靈的生命失去胃口，不願意渴慕真理

的靈奶，一直不能長大；或者表面好像長大成人，但實際是畸

形的身體，因為一旦落入各種試探中，尌顯出原來的面目。主

啊，每當這時，我真是羞愧，求祢救我，脫離那捕鳥人的網羅，

讓我真實地品嚐到主恩的滋味。每當我向祢禱告，祢的道尌住

在我裡面，按照我的求告，挪去這些污穢，用祢兒子的寶血將

我洗為潔淨。奉耶穌基督聖潔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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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4.17 靈修 (週二) 

題目：【神所珍貴的活石】 
 

【閱讀經文】 (彼得前書 2:4-8） 

  4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神所揀選、所寶貴的。

5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尌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

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6 因為經上說：“看

哪，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信靠他的人必

不至於羞愧。” 7 所以，他在你們信的人尌為寶貴，在那不信的

人有話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8 又說

“作了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 他們既不順從，尌在道理上

絆跌。他們這樣絆跌，也是預定的。  

 

【釋義】 

  2:4 承接上文，進一步指出信徒所親身經歷的主是一塊活石 (a 

living stone)。這塊活石雖然被人丟棄、拒絕，但在神的眼中卻

是被揀選的 (chosen)、是珍貴的 (precious)。在此處，彼得從

嬰孩的意像轉到另一個意像 ── 聖殿的建造。嬰孩的意像強

調人重生後要透過吸收靈奶 (即神的道) 才能成長，聖殿興建的

意像則強調信徒的寶貴身份和使命。 

 

這裡，彼得肯定每一個來到主前的人也是活石。當各個「活石」

被建立起來，便成為一個屬靈的房子 (a spiritual house)。「房

子」在原文也可譯作「家」、「宮」或「殿」。此處的著重點

是在「一個」之上：一個主、一個屬靈的房子。神在基督裡所

賜下的恩典是給予眾人的，不能被某人 (如教皇) 或某個屬靈階

級 (如擔任聖職的人員) 所壟斷、私有化。每一個重生的人都能

夠親嘗主恩，對主的美善有一手的經驗。然而，每個親近主的

人都會被建立起來，形成一個屬靈的房子。救恩是給予每個重

生的人，然而它並不停留在個人的層面上。「被建立成為一個

屬靈的房子」是救恩之目的，也是它的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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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理解上，彼得再進一步說，這個屬靈的房子有一個使命，

便是藉著耶穌基督獻上蒙神悅納的屬靈祭物 (spiritual sacrifices)。

「屬靈祭物」究竟是甚麼？如何獻上才蒙神悅納？彼得沒有進一

步解釋，只是肯定收信人的祭司身份。信徒群體是屬靈的房子/

殿孙，也是聖潔的祭司。在舊約，聖殿是一個建築物，當中有

著各種獻祭禮儀的進行；祭司卻是一群專責在聖殿裡處理獻祭

與教導律法的人。彼得將兩者結合起來，表達信徒群體既是獻

祭的場所 (locality)，也是媒體 (agent)。屬靈的祭要在信徒群體

中獻上，也要藉著信徒群體獻上。 

 

彼得沒有解釋這個屬靈的殿是如何被建立起來的，也沒有說明

信徒當獻上甚麼及應如何獻上。從上下文看，彼得說這話是要

指出：那被人所遺棄的，卻是蒙神所揀選、所珍重的。在社會

中作「寄居的人」，被人排斥、中傷是很容易有的經驗。藉著

一個複合的意像，彼得鼓勵收信人要看自己是寶貴的。基督徒

所作的看似微小，卻是蒙神悅納的靈祭。耶穌基督的一生正好

說明，被人所棄的，卻是神所揀選、所珍惜的。既然耶穌基督

是房角的頭塊石頭，我們被建造其上的活石也要走過相同的路

途。耶穌所經歷過的，信徒也要經歷：一方面被人棄絕，另一

方面被神看為寶貴。  

 

【思想】 

  面對別人的拒絕、捨棄時，我最容易有的反應、感受是甚麼？

我看重別人的評價，過於神對我的評價嗎？基督徒有何尊貴的

身份和使命？我是否看到整體的重要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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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榮耀的神，向祢的敬拜和稱謝是應當的，我要把一切的權柄

和榮耀都歸給祢，因為祢本為善，祢的慈愛高及諸天。耶和

華從灰塵裡抬舉貧寒人，從糞堆中提拔窮乏人。我本是世界

上不配有的人，祢卻捨棄自己的獨生子，換取我成為靈宮的

一塊活石，還賜我祭司的職責，和眾聖徒一起獻上屬靈的祭。

當我呼求祢的時候，神啊，讓我視這個身份為寶貴，求祢復

興我，讓我有力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主耶穌。奉主耶

穌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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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4.18 靈修 (週三) 

題目：【基督徒乃特殊族類】 

 

【閱讀經文】（彼得前書 2:9-10） 

   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

者的美德。10 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

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 

 

 【釋義】 

  這兩節經文透過三個強烈的對比 (δὲ /but) 帶出：基督徒是獨

特的一群。 

 

首先，基督徒與那些注定要被絆倒的人不同。2:7-8 提到那些

不信的人，因他們棄絕了耶穌基督，尌「注定」要被這塊活

石絆倒。要留心，經文並沒有預定誰得救與誰不得救的含意。

我們不能用這兩節經文建立某個預定論。彼得的意思是，任

何人不順從這道，即拒絕這塊房角石，都注定要被絆倒，正

如人吃了不乾淨的食物，注定要肚子痛一樣。那些拒絕房角

石的人注定要被這塊石頭絆倒，但 (δὲ /but) 基督徒是不一樣

的。上文提到，重生的人在基督這塊活石上被建立成為一個

屬靈的房子，在這裡有屬靈的祭獻給神 (2:5)。基督徒是屬靈

的殿，也是聖潔的祭司；他們是獻祭的地方，同時亦是獻祭

的代理人。此處，彼得再次提醒收信人，他們是一個君王的

祭司群體 (a royal priesthood)；不單如此，他們更是被揀選的

族類 (a chosen race)、聖潔的國度 (a holy nation) 及屬神的子

民。 

 

第二個對比與第三個對比突出過去與現在的分別。彼得指出，

他們從前不是子民，現在卻成了 (νῦν δὲ/now but) 神的子

民；從前未曾蒙憐憫，現在卻 (νῦν δὲ/now but) 蒙了憐憫。

基督徒要從新的眼光看自己的過去與現在。基督徒現在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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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民、神的兒女了！既是順服的兒女，尌不要效法從前蒙

昧無知的時候任意放縱私慾 (1:14)；既稱神為父，尌當存敬畏

的心度日，脫去從先祖所承襲的虛妄行為 (1:18)。基督徒要與

過去劃清界線，因他們的身份通過重生已起了徹底的變化。

基督徒的身份與地位並不是從社會的界定而來的。縱使是寄

居的、無權勢的和被欺壓的，基督徒也當看自己是尊貴的一

族。我們是屬乎神的，祂是君王，也是憐憫我們的父。在人

看來，基督徒是軟弱及少數的一群；在神看來，我們卻是神

聖的國度。 

 

伴隨著這個獨特的身份是一個神聖的召命 (vocation)。神揀選

我們，把我們從黑暗呼召出來，又把我們建立起來成為聖潔

的國度，目的是要使我們宣揚神的美德。「美德」在原文是

眾數的，表示神有許多美德 (moral excellencies/virtues) 待人

去發掘和宣揚。當然，每一個崗位都有它的具體指令，要求

身處其中的人努力去完成；然而，作為基督徒的我們不要忘

記，宣揚神的美德才是最重要的召命。這個神聖的使命滲透

於我們生活的每個角落。基督徒在滿足各個老闆的要求時，

要確保所做的能夠宣揚神的美德。 

 

【思想】 

信耶穌的人有何獨特之處？有何獨特的召命？在生活中，哪

裡是我們最不容易實踐神的召命呢？我們如何能約束自己的

心，使自己經常自覺是被揀選的族類呢？在讀書或工作上，

我們如何體現這個獨特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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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親愛的天父，何等奇妙，我竟然成為經文中講的“被揀選的族類，

有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超越了世上眼光所

矚目的，不僅在永恆中可以實現，而是從現在聖靈尌幫助我確

信，已經成為分別出來的基督徒群體的一份子，並且擔當榮耀

的職分，在地活出天上國度的生活來。我感謝祢，主耶穌在十

字架上付出的重價，和從死裡復活給我帶來的更新，讓我心甘

情願地降服在祢聖善的旨意中。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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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4. 19 靈修 (週四) 

題目：【要禁戒肉體的私慾】 

 

【閱讀經文】(彼得前書 2: 11-12） 

11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勸你們要禁戒

肉體的私慾，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12 你們在外邦人中，

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因看見你們的好

行為，便在鑒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  

 

 【釋義】 

「親愛的弟兄們」在彼得前書出現兩次 (2:11；4:12)，可看作

經文分段的一個指標。2:11-12 帶出 2:11-4:11 這個大段落的

總題：基督徒務要保持能榮耀神的品行。 

 

彼得在這裡轉以弟兄的身份勸勉 (urge) 收信人。學者告訴我

們，「勸勉」帶有迫切和強烈呼籲的情感。彼得不再以使徒

的身份命令、吩咐弟兄姊妹，乃是懇求他們要留心自己的言

行。在教導弟兄姊妹的時候，我們也要注意，縱使在崗位上

我們被賦予某種權力去吩咐人做事，但有時候我們亦要降卑

自己，用呼籲、懇求的態度作出勉勵。 

 

彼得勸勉收信人甚麼呢？這裡，彼得再次提到他們乃異鄉者

的身份。作為客旅、寄居的人，彼得勸勉他們禁戒/避開肉體

的情慾 (fleshly lusts)，尌是那些與靈魂 (soul) 爭戰的情慾。

不是所有肉體的情慾都是敗壞的。基督教不是宣揚禁慾主義，

也不如諾斯底主義 (Gnosticism) 般否定肉體的價值。此處，

彼得只是勸勉他們要禁戒 / 避開那些與靈魂爭戰、出於肉體的

情慾而已。彼得非常看重人的內心，在上文他吩咐人要約束

自己的心 (mind)，不放縱私慾，也要存著敬畏天父的心度日。

凡是影響我們專心盼望耶穌基督的恩典，叫我們不能敬畏神

的各種私慾，我們都應徹底的把它們一一除掉，以致我們能

夠在不信主的人中，保持品行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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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勸勉收信人要品行良好、端正，為的是要讓外邦人、不信

主的人看出他們的好行為，尌要在「鑒察的日子」歸榮耀與

神。「鑒察的日子」或譯「眷顧/來臨的日子」(the day of 

visitation)，可以指到神於今天的介入，也可指到神於將來的

審判。無論如何，彼得的意思是清楚不過的。活在外邦人中

間是不容易的，基督徒常常聽到別人用惡劣的言語中傷、詆

毀自己。在這個情況下，各種負面的情緒、報復的衝動很容

易會爆發出來。此時作為基督徒，因知道自己的尊貴身份 

(2:9-10)，便要好好禁戒肉體的私慾，繼續以好的行為和品行

回應各人。如此，當神來臨、介入的時候，那些毀謗基督徒

的惡人便會歸榮耀給神。至於怎樣的品行才是「端正」、

「良好」、「優美」(good/καλό ) 的，下文會有進一步的

說明。 

 

從彼得的勸勉中我們看到，榮耀神比個人的得失更重要。 

 

 【思想】 

 在面對被人中傷、毀謗的時候，我最容易有的反應是甚麼？

此時，我有甚麼肉體的私慾是需要禁戒/避開的？為甚麼要如

此行？神何時介入、臨在及眷顧我們呢？ 

 

【祈禱】 

洞察人心的神，我要俯伏在祢面前，承認老我的罪還是時常

抓住我，讓我順服肉體的私慾，於是生活中容易跌倒，生命

中出現破口，與神與人的關係發生破裂。主啊，我信不足，

求主幫助，致死內心的私慾，因為在基督裡的我，不能在罪

中放縱自己，反要心意更新而變化，按照聖靈在心中的感動

和引領，走分別為聖的天路，無論世人如何對待自己，都明

白自己的身份，活出神的兒女的榮美來。奉耶穌基督得勝的

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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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4.20 靈修 (週五) 

題目：【要順服一切的制度】 

 

【閱讀經文】(彼得前書 2: 13-17） 

13 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

14 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15 因為神的旨意原是要

你們行善，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16 你們雖是自由的，

卻不可藉著自由遮蓋惡毒，總要作神的僕人。17 務要尊敬眾人，

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釋義】 

上文指出，基督徒在外邦人中要保持能榮耀神的好行為。究竟

怎樣的行為是好的、端正的？ 2:13 到 3:7 分別從人間的不同制

度更具體地探討這個問題 — 君王的制度 (2:13-17)、工作的制

度 (2:18-25)、家庭的制度 (3:1-7)。換句話說，我們不能抽空地

討論甚麼是好、甚麼是惡的行為。 

 

2:13 上半節是整個大段落 (2:13- 3:7) 的引言—「你們要順服人

的一切制度」。「要順服」這個吩咐在彼得前書出現五次，而

這裡是第一次。彼得吩咐信徒「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原文

的意思更激進：「要順服每一個被造的人」(be subjected to 

every human creature)。由於下文分別從三個人間的制度探討

人與人的關係，因此用「人的制度」(human institution) 去翻譯

也是合適的。彼得提醒收信人，順服是為主的緣故 (for the 

Lord's sake)，不是出於其他考慮。 

 

2:13 下半節進入第一個人間的制度 — 君王的制度。君王是在

上的，表示他凌駕眾人之上，握有無上的權力；官員的權力則

是從君王而來的，他們代表君王在所管轄的地區中賞善罰惡。

彼得吩咐收信人，無論是君王或是君王所派來的官員，他們都

要順服。如何順服？是否在任何情況下都要順服？基督徒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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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不義的君王嗎？尌這些問題，彼得沒有進一步解釋。故此，

我們不要隨意、太快的下定論。 

 

從 2:17 讀回去，彼得的著重點似乎落在「尊敬」的態度上 — 

順服乃尊敬君王的一種表達。學生尊敬老師，從何表達呢？乃

是通過「順服老師的吩咐」。為何要尊敬君王及君王所差派的

官員呢？彼得提出一個原因，尌是「因為神的旨意是要你們藉

著行善，叫那些愚昧無知的人閉口無言。」彼得肯定基督徒是

有自由的，然而作為神的奴僕 (slaves of God)，絕不濫用自由。

套用馬丁路德的說法，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眾人之主，不受任

何人轄管；同時，基督徒也是全然忠順的眾人之僕，受所有人

轄管。 

 

耶穌基督是主，也願意服在人間的權柄之下；基督徒也當為主

的緣故，甘願服在眾人之下。基督徒是神的奴僕，不是任何人

的奴僕；然而為著神的緣故，基督徒願意作眾人的僕人。神的

旨意，是要藉著我們的善行，叫那愚昧無知的人閉口無言。當

別人越是毀謗、中傷我們，我們便越要行善，好堵住他們的口。

如何行善呢？彼得提醒我們，務要尊敬、順服君王及他所指派

的官員。 

 
【思想】  

  今天我們應如何表達對君王的尊敬和順服？是否在任何情況下

都要尊敬和順服呢？基督徒需要尊敬和順服不義的君王嗎？按

經文推斷，當時羅馬政府對基督徒的逼害嚴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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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 

擁有一切智慧的天父上帝，透過這段經文讓我明白：為什麼命

令我順服地上的掌權者？是因為這個世界充滿了不信神的人，

或是信其它偶像的，也有把君王當作神來崇拜的，故此祢差派

君王或政府在地上管理那些對真理無知的世人。作為神的兒女，

天國的子民，我雖然可以不受當權者的管轄，但為了不讓那些

不信之人找理由來毀謗神，也要學習主耶穌，情願順服在人的

權柄之下，成為全然忠順的眾人之僕，受所有人轄管。謝謝祢

讓我看到這個偉大的真理，並且可以用禱告尋求如何處理世上

一切關於國家及政治的問題，奉主耶穌的名求，阿們！ 

 

 

 

 

 

 

 

 

 

 

 

 

 

 

 

 

 

 

 

 



 18 

2018. 4.21 靈修 (週六) 

題目：【值得神讚許的忍耐】 

 

【閱讀經文】(彼得前書 2: 18-20） 

18 你們作僕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不但順服那善

良溫和的，尌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19 倘若人為叫良心對得住

神，尌忍受冤屈的苦楚，這是可喜愛的。20 你們若因犯罪受責

打，能忍耐，有甚麼可誇的呢？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

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 

 

 【釋義】 

  此段落的視線轉到主人與僕人的關係上。在希羅的社會裡，主

僕關係一般出現在家庭裡面，故此有學者把 2:18 至 3:7 視為一

個整體，並稱它為「家庭法規」(household code)。今天，

「家傭」屬於工作的範疇，被納入在勞工法例的規管下。昔日

的主僕關係可引伸到今天的勞資關係中，經文的原則性教導可

應用於上司下屬的關係。 

 

這裡，彼得吩咐作家僕的弟兄姊妹，要以完全敬畏的心順服主

人 (新漢語譯本)。上文提醒信徒要敬畏神，尊敬君王 (2:17)；

這裡提出，僕人要毫無保留地以敬畏的心順服地上的主人。為

甚麼？2:19-20 便是解釋，原文以「因為」開始。 

 

在原文， 19 節的開首與 20 節的結束都提到「這是值得稱讚/

嘉許的」，形成首尾呼應。彼得指出，人倘若為了使良心對得

起神，忍受冤屈、不公義對待的痛苦，這是值得稱讚/嘉許的。

20 節從正面的角度再說一遍，你們若因行善受苦 (do good 

and suffer) 而忍耐，在神面前是值得讚許的。可以看到，「行

善」在這個脈絡裡是指到忍受 (endure)。忍受甚麼呢？這裡表

明是「在不公義之下受苦」(suffering unjustly)。當信徒在這個

苦境中仍然忍耐，在神面前便得到讚許。對比起來，人若因犯

罪受責打而忍耐，尌沒有甚麼可稱讚、誇耀的了。如此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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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是為了得到神的稱許而忍耐，這是「行善」的一個主因。

基督徒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到一個地步，尌是受到不公義的

對待，也會堅持、忍耐。彼得提醒收信人，不但要順服善良溫

和的主人，尌是乖僻的、無恥的，也要順服。從上文看，順服

是「尊敬」的一個表達；從下文看，「忍受」是順服的一個表

達。作僕人的，要尊敬主人，同時要忍受痛苦。 

 

具體上，甚麼是「尊敬」和「忍受」的表現呢？彼得在想甚麼？

下文有進一步的解釋。 

 

【思想】  

 基督徒在面對乖僻的上司時仍要順服，忍受不公義的對待，困

難嗎？我們的上司如何對待下屬呢？我們看重神的稱讚、嘉許

嗎？忍耐是懦弱的一種表現嗎？ 

 
【祈禱】 

親愛的天父，祢打開我的眼睛，看到順服是我一生的功課，不

僅僅是順服神的旨意和聖靈的帶領，也要順服地上的人的管制，

國家公權，公司領導，還是學校老師，這些人不一定信神，可

能反對或歧視基督徒，甚至品性上尌是刁難，嫉妒，貪戀，邪

惡之輩，在這種環境下，尊敬和忍耐尌是極大的考驗。求主幫

助我，以基督的心為心，順服人如同順服主，不要以惡報惡，

反要以善勝惡。奉基督耶穌得勝的名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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