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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的責任信徒的責任 彼得前書之二

羅十四7-8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

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

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

我們活在世上是有使命
我們活在世上是有責任的

弟兄姊妹、神的兒女、我們這些得救、信了耶穌的人，

是把主權已經交在愛我們、救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身上了。

所以保羅才會說：

「主，我們不是為自己活，也不是為自己死；

我們是活也好、死也好，都是為著愛我們的主！」

信徒的責任信徒的責任

有一個廣告引起一些不是太好的回應 ─

「只要我高興，有什麼不可以？」
我們思想人活在世上，真的是有責任的…

在這一切責任之上，我們是對主來委身，

是有一個愛的動力在後面的。

我所幅射、散發出去的，其實有好多的關係，

年輕的孩子當他在做一個決定的時候，他想到 ─

「我這個決定、行為做下去，

爸爸媽媽不知道會怎麼想？」

不是做了再說 ─ 如果他有這樣的想法，

他應該是長大了，他的父母應該有安慰了。

信徒的責任信徒的責任

對基督徒 ─ 所做一切不是誡命、規條、律法、非做不可…
那個責任是一個愛的動力，

保羅說：「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
愛的動力在我的裡面、不斷的催逼我，

讓我願意享受神所給我的權利以後，

我要盡上我的責任。

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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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信徒與外邦人‧信徒與國家 ‧僕人與主人 ‧妻子與丈夫 ‧一般教導

確定自己的身分

二11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

希伯來書第十一章 ─ 古時候那些信心的見證人見證人，，

他們所嚮往、羨慕的，是一個在天上的家鄉在天上的家鄉

我們出遠門一個禮拜…，一定會很想回家，

外面再好…，因為在外面就是客旅

如果把整個人生 ─ 在這世上的旅程結束，

我還有更遠、更大、更久的一段，

是在主那裡的，

就讓我們能夠體會什麼叫作客旅、寄居的。

‧信徒與外邦人‧信徒與國家 ‧僕人與主人 ‧妻子與丈夫 ‧一般教導

確定自己的本分 二11 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

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

二10 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

在愛的動力、主慈聲溫柔的提醒之中，

不能做就是不能做、不能說就是不能說

不是被逼迫的不做不說，

乃是生命當中直接的反射 ─ 那個不榮耀神

加拉太書第五章 ─ 肉體跟靈魂在爭戰，

情慾所結的果子不堪一看

聖靈所結的果子 ─ 仁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這就是主要我們在生命當中所散發的

‧信徒與外邦人‧信徒與國家 ‧僕人與主人 ‧妻子與丈夫 ‧一般教導

約翰福音第七章 ─ 耶穌跟祂的家人在一起的時候，

祂的兄弟還不瞭解祂就是彌賽亞，

所以就勸祂：「你要去過節…」

耶穌說：「我的時候是不方便的，

但對你們任何時候都是方便。」

很多時候我們就接受了那個不方便，

很多時候按照我們裡面的意思、或被什麼話激怒…
照著以前的本性，我要直接回擊他…
但是聖靈說不要、聖靈說不可以。

過去一下班、別人吆喝一聲，然後到哪裡，

現在我知道 ─ 有些地方不方便去，「不了不了」」。

這就是禁戒肉體的私慾，是我的本分。

‧信徒與外邦人‧信徒與國家 ‧僕人與主人 ‧妻子與丈夫 ‧一般教導

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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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的責任 ─

如何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

顯出品行端正的見證。

怎麼會有人毀謗毀謗基督徒作惡呢？

很有可能以前你喜歡跟他們在一起、他們也很高興，

而現在你說不了，他們被惱怒、不高興了，

會冷言冷語、嘲諷你…
「什麼時代還要信耶穌啊！

上帝在哪裡？拿出來給我看。」看。」……



‧信徒與外邦人‧信徒與國家‧僕人與主人 ‧妻子與丈夫 ‧一般教導

我們活在一個群體中，也活在一個制度裡…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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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與外邦人‧信徒與國家‧僕人與主人 ‧妻子與丈夫 ‧一般教導

信徒面對國家的責任的時候 ─順服

二13 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

人類基本的制度

動機 不是單單不要讓主蒙羞，

更是顯出基督徒美好的見證。

使徒行傳第三、四章 ─ 彼得講道的時候，公會的人把他們抓去，

他們沒有反抗當時的制度；

但當公會不准傳復活的基督…，彼得說：

他不是反對一切的制度，乃是反對不准他傳復活基督的禁令，

上稅、繳糧，這是基督徒作地上國民應該有的責任。

徒四19-20 聽從你們，不聽從神，

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酌量吧！

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

‧信徒與外邦人‧信徒與國家‧僕人與主人 ‧妻子與丈夫 ‧一般教導

二13 要順服…或是在上的君王。

但四17 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要將國賜與誰就賜與誰。

順服君王是一個普遍的準則，

不是依據統治者的賢能與否、或政體的型式，

而是相信國家既然是神所給、認可的制度，

國家的元首我們就順服。

二14 順服…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

二15 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善…
弗二10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所有一切合神心意的事都叫作善事，

基督徒在世的時候，行神的旨意、做神要求他所做的事。

‧信徒與外邦人‧信徒與國家‧僕人與主人 ‧妻子與丈夫 ‧一般教導

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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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丁路德說：「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不受任何人的挾制，

但他也是眾人之僕、服事所有的人。」

不要忘記，他仍然是服事基督的，

也因著服事基督而服事眾人 ─

甘心樂意的作眾人之僕、

服事所有的人。

二17 務要尊敬眾人，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謹守本分

基督徒要善用自由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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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 19 倘若人為叫良心對得住

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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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

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 22 他並

沒有犯罪，口裡也沒有詭詐。 23 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

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 24 他被掛在木頭

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

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25 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

羊，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

‧信徒與外邦人 ‧信徒與國家‧僕人與主人‧妻子與丈夫 ‧一般教導 ‧信徒與外邦人 ‧信徒與國家‧僕人與主人‧妻子與丈夫 ‧一般教導

放在今天生活裡也是一樣 ─

主管很乖僻、生活的環境不怎麼好…
同樣的道理放在過去的準則、是放諸四海皆準放諸四海皆準，，

我們就應用在今天的生活模式。

因為敬畏神的原故，各種樣的主人 ─ 溫和的、乖僻的，

為著要良心對得起主，都願意去順服。

僕人要順服主人，不是選擇性的順服，

不是他是好主人我就順服，是乖僻的我就抵擋他。

所有一切我們在世上的所行，是為著主的原故，

那是一個最高的、可以激勵我們面對所有的環境，

我們都能夠靠主越過去、靠主站得穩、靠主得勝。

如果沒有這個最高的條件、思想…

當主僕關係建立好，也就建立跟隨基督、效法基督的過程。

‧信徒與外邦人 ‧信徒與國家‧僕人與主人‧妻子與丈夫 ‧一般教導

二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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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

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

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 遇到事情我就想一想 ─
如果主耶穌祂會怎麼做，

就不會那麼衝動的去做…

二22-23 他並沒有犯罪，口裡也沒有詭詐，

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

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

祂所呈現的帶給跟隨祂的人，

有極大的榜樣、極美的樣式，可以讓我們去學習。

耶穌的榜樣 ─ 祂是沒有罪的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三1 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這樣，若有不信從道理

的丈夫，他們雖然不聽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過來；

2 這正是因看見你們有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3 你們不要以

外面的辮頭髮，戴金飾，穿美衣為妝飾， 4 只要以裡面存著長

久溫柔、安靜的心為妝飾；這在神面前是極寶貴的。 5 因為古

時仰賴神的聖潔婦人正是以此為妝飾，順服自己的丈夫， 6 就

如撒拉聽從亞伯拉罕，稱他為主。你們若行善，不因恐嚇而害

怕，便是撒拉的女兒了。 7 你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

同住；因她比你軟弱，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

她。這樣，便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

‧信徒與外邦人 ‧信徒與國家 ‧僕人與主人‧妻子與丈夫‧一般教導

婚姻關係 ─ 夫妻相處之道



‧信徒與外邦人 ‧信徒與國家 ‧僕人與主人‧妻子與丈夫‧一般教導

對妻子而言 三1 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

以弗所書第五章 ─ 婚姻的頌辭，有講到順服。

作妻子的本務就是順服，

當順服的行為做出來之後，有什麼影響呢？

會感化不信從道理的丈夫 ─

三3 你們不要以外面的辮頭髮，戴金飾，穿美衣為妝飾。

更看重的是品格，舊約的例證 ─ 亞伯拉罕的妻子撒拉。

林前七16 你這作妻子的，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
你這作丈夫的，怎麼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看見夫妻的互相影響 ─ 妳的一個忍耐、一個溫柔，

不信的丈夫就會軟化、被感化。

‧信徒與外邦人 ‧信徒與國家 ‧僕人與主人‧妻子與丈夫‧一般教導

丈夫的本務 三7 你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 (知識)
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軟弱。

情理─ 原文就是知識、一些實用的智慧…
知道怎麼樣對妻子、瞭解上帝配的另外一半

跟自己有怎樣的互動、互補

如何的去敬重妻子，她是比你軟弱的器皿

婦女懷孕，在她的心理、生理都會產生微妙的變化，

如果丈夫很粗心、不瞭解，

有時候真沒有辦法讓妻子覺得他體貼到了…
丈夫就按著這樣的知識、

還包括在屬靈的神對作丈夫的教導，

作一個愛妻子的丈夫。

‧信徒與外邦人 ‧信徒與國家 ‧僕人與主人‧妻子與丈夫‧一般教導

丈夫的本務

三7 便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

跟人的關係好了 ─ 特別跟妻子的關係是好的，

喜歡回家，知道妻子愛你、你也愛她

妻子願意順服你、你更願意愛她

會按著該有的知識與她同住，

體貼到她裡面最深的需要

每一個人有不同的習性，

上帝配給你的這一半、是最特別的一位，

你要跟她生活一生之久的，

怎麼能夠不快快的、早一點的，

對她各方面多一點瞭解呢？

‧信徒與外邦人 ‧信徒與國家 ‧僕人與主人 ‧妻子與丈夫‧一般教導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三8 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

憐謙卑的心。 9 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

們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承受福氣。 10 因為經上說：人若愛

生命，願享美福，須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

話； 11 也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12 因為，主

的眼看顧義人；主的耳聽他們的祈禱。惟有行惡的人，主向他

們變臉。



‧信徒與外邦人 ‧信徒與國家 ‧僕人與主人 ‧妻子與丈夫‧一般教導

三8-9 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心，

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心。

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

因你們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承受福氣。

蒙召就是叫過來 ─ 「你找我嗎？有事嗎？」

神召我們有事的，神召我們有目的的。

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

作神的兒女有好清楚的生活教導，讓我們感謝主吧！

二章廿一節 ─ 受苦是神召我們的目的，跟隨祂的腳蹤行

三章九節 ─ 召我們的目的讓我們可以承受福氣承受福氣，，

跟弟兄姊妹和睦相處的時候

彼此相愛的時候

面對惡的相待，不以惡報惡、用祝福來回應用祝福來回應的時候的時候

禱告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

讀你的話我們心中就有了亮光，

讀你的話我們就知所而行。

我們看見了一個方向、看到一些準則，

我們願意盡上我們的責任；

我們願意就像保羅所說的 ─

或活或死不是為自己、乃是為主。

謝謝主呼召我們，讓我們承受福氣。

我們感謝禱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