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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過試探兇惡勝過試探兇惡 彼前五7 - 14

五 7 – 11是延續上次所查考的勸勉段

五12 – 14是彼得前書結尾的附言，裡面有問安、有祝福

五7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

五8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要謹守 警醒 為 魔

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五9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

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

五10 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裡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

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

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

五11 願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願權能歸 直到永永遠遠

這是彼得前書勸勉段的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是在勸勉教會裡資深、資淺的信徒，

要彼此服事 順服 建立合神 意的倫理次序要彼此服事、順服，建立合神心意的倫理次序，

是正面、行善的勸勉。

第二部分是負面的勸勉，要信徒抵擋兇惡、試探，第二部分是負面的勸勉，要信徒抵擋兇惡、試探，

 7 – 9出現了三個祈使句 - 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

務要謹守、警醒，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魔鬼務要謹守、警醒，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魔鬼

 10轉為肯定句，肯定那個永遠的榮耀的盼望，

用肯定語氣、正面的修辭，來加強前面的負面勸勉用肯定語氣 正面的修辭 來加強前面的負面勸勉

在這些負面的勸勉中，

並沒有用恐嚇的方式讓信徒遠避魔鬼，並沒有用恐嚇的方式讓信徒遠避魔鬼

有很真實地告訴信徒說：魔鬼有多可怕

但也提醒聖徒：要正面地去倚靠上帝的大能提 聖徒 要 倚靠 帝的 能

彼得這段勸勉讓我們看見他到了年老的時候，

已經從莽撞的加利利漁夫、已經從莽撞的加利利漁夫

成為大有智慧的教會領袖。

一個失敗的領袖會用恐嚇的方式，讓下面的人聽他的話，

但是 個成功的領袖但是一個成功的領袖，

會用正面的動機來引導他的團隊，

在公司、在企業中，可以用金錢、物質在公司、在企業中，可以用金錢、物質

作為獎勵，來給他的團隊一些動機

在教會事奉當中就不可能用在教會事奉當中就不可能用

物質、金錢的獎勵，當作動機來策動團隊

所以一個牧師所講的道非常重要 -所以 個牧師所講的道非常重要 -
他在所講的道當中帶來盼望，

用盼望來策動教會、事奉的團隊。用盼望來策動教會 事奉的團隊

所謂文以載道，講道信息要帶出上帝話語的能力，

在修辭上也需要有所考究。在修辭 需要有所考究

彼得的修辭是極有智慧的，

他以榮耀的盼望作為正面的動機，他 榮耀的盼望作為正面的動機

來勉勵信徒抵擋試探、抵擋兇惡。



在這裡彼得用修辭，不是用恐嚇、控制狂的管理方式，

告訴信徒說 可 這樣 可 那樣告訴信徒說：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

也不是用零容忍政策，

追討 切的錯誤 做得不好的地方；追討一切的錯誤、做得不好的地方；

有沒有使用負面修辭？的確有 –
試探、兇惡、魔鬼，都是負面、可怕的，而是真實的。試探、兇惡、魔鬼，都是負面、可怕的，而是真實的。

如果你在一間公司上班，主管整天都用正面的話，

讓你非常陶醉，告訴你說讓你非常陶醉，告訴你說…
可能這間公司是非常有問題的，

這樣正面策動團隊的方式，也是很不真實的。這樣正面策動團隊的方式，也是很不真實的

彼得非常真實，沒有避免負面修辭，

但是也知道基督徒的成聖、抵擋試探，但是也知道基督徒的成聖、抵擋試探，

必須出於信心、盼望、愛心，而不是懼怕

所以他用了負面修辭作出勸勉之後，所以他用了負面修辭作出勸勉之後

就用正面的肯定句，作為這些勸勉的基礎

正面的肯定句…

五7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

出自主耶穌登山寶訓的講道

太六25-26 所以我告訴你們，

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

生命 勝於飲食 身體 勝於衣裳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嗎？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

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

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

彼得在修辭上面作了一些修改，彼得在修辭上面作了 些修改，

耶穌說：不要為生命憂慮

彼得很小心地避免負面的修辭，彼得很小心地避免負面的修辭

用正面的語氣說：要把一切的憂慮卸給神

並不是彼得比耶穌更高明，不 高

而是彼得跟耶穌面對不同的處境、不同的群眾…

當年在山上聽耶穌的講道的群眾，大多是社會底層的人群，

活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 受希律傀儡政府的欺壓活在羅馬帝國的統治下，受希律傀儡政府的欺壓，

猶太人的宗教領袖又經常假冒為善、作威作福，

所以這些群眾的生活非常苦、有很多的憂慮所以這些群眾的生活非常苦、有很多的憂慮…
耶穌對這些群眾說：不要為明天憂慮，不要憂慮！

彼得前書寫作的年代 那時所面對的難處已經大不相同了彼得前書寫作的年代，那時所面對的難處已經大不相同了，

羅馬帝國大規模地迫害基督徒，基督徒憂慮的

已經不只是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已經不只是吃什麼、喝什麼、穿什麼，

所憂慮的是刀劍、是赤身露體，不只擔心明天有沒有得吃，

要擔心明天有沒有可能要擔心明天有沒有可能

被抓到競技場去餵給獅子吃，

要擔心遠方的親人現在是不是已經要擔 遠方的親 在是不是

被羅馬帝國的士兵給殺死了？

他們面對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

彼得帶著牧者的心腸、用非常敏銳的心、與信徒感同身受。

勸導有憂鬱症的人、或面臨極大的痛苦逼迫的人時，

要用的言語必須非常小 要盡量避免負面的話要用的言語必須非常小心 - 要盡量避免負面的話，

應該要用盡量正面的話語來引導他。

彼得在這裡就是用這樣的修辭彼得在這裡就是用這樣的修辭

來引導患難中的弟兄姊妹，

他沒有說「不要憂慮他沒有說「不要憂慮」，

他說「要把憂慮卸給神」，

用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字眼 - 卸給神，用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字眼 - 卸給神，

原文是「丟給神」的意思、丟到神的身上，

我們把一切的憂慮統統丟到上帝身上，我們把 切的憂慮統統丟到上帝身上

因為天父顧念麻雀、看顧野地的花草，

我們在祂眼中是更加貴重、知道祂顧念我們，我們在 眼中是 貴重 道 念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把一切的憂慮、患難丟給祂

我們來想一下：這對當年那些患難、我們來想 下 這對當年那些患難

逼迫當中的基督徒，是何等大的安慰！



五8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

如同吼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 尋找可吞吃的人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五9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

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

彼得前書的核心立論就是要謹慎自守，

現在彼得又再次勸勉信徒要謹守 要警醒現在彼得又再次勸勉信徒要謹守、要警醒。

偉大的十七世紀清教徒約翰歐文曾經這樣說：

「使基督徒敗壞的原因之一就是對撒但缺乏警醒，

我們剛剛信主的時候、在那個蜜月期當中，

基督初來掌管我們的心基督初來掌管我們的心，

撒但遭到挫敗與折損而撤退

但就像牠初次試探耶穌無功而返時，但就像牠初次試探耶穌無功而返時

只是暫時離開而已，

一旦牠再次發現羈絆信徒的優勢時，

牠就會再次進攻！」

主耶穌教導我們的禱告 –
求神使我們不落入試探 又救我們脫離兇惡求神使我們不落入試探、又救我們脫離兇惡。

試探、兇惡，就是魔鬼吞吃我們的兩大方式

魔鬼用威逼、利誘，想要讓我們遠離神魔鬼用威逼、利誘，想要讓我們遠離神

這些兇惡在當時，就以羅馬帝國的迫害呈現出來…
很多基督徒躲了起來很多基督徒躲了起來

羅馬帝國就會用利益誘惑一些基督徒、

出賣其他的基督徒，出賣其他的基督徒

撒但就利用這一點來利誘、試探基督徒

基督徒可能在苦難當中就會想：基督徒可能在苦難當中就會想

上帝不愛我？上帝雖然愛我，但是祂

不全能、能力不足、對我愛莫能助？不 能 能 不 對我愛莫能

如果上帝真的是全能的父神、愛我的主，

為什麼我還會遭受這些苦難、逼迫呢？

撒但知道我們會這樣想，就用羅馬帝國的兇惡來逼迫我們！

面對魔鬼撒但攻擊、威逼、利誘時，怎麼樣才能抵擋牠？

要用堅定 堅固的信心來抵擋牠！要用堅定、堅固的信心來抵擋牠！

堅固的信心是以全能父神的恩慈為對象，

知道祂既是全能者、掌管萬有，又知道祂是愛我們的知道祂既是全能者、掌管萬有，又知道祂是愛我們的

這個認識乃是建立在主耶穌所應許的一切盼望上，

這個盼望的真理，就是我們信心的基礎這個盼望的真理，就是我們信心的基礎

這樣的信心是藉由聖靈啟示給我們的理性、又印記在身上，

是堅固的，不是黑暗中的跳躍、不是盲目的，是堅固的 不是黑暗中的跳躍 不是盲目的

信心是堅定確實地認識神，

這認識是在基督裡、藉由聖靈賜給我們的，

要藉著這樣堅固的信心才能夠抵擋魔鬼的試探、攻擊

當用這樣子的信心抵擋魔鬼時，當用這樣子的信 抵擋魔鬼時

使徒彼得告訴我們：我們不是孤單的 -
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

一起來抵擋撒旦的試探！

使徒信經：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們是在 主 信 洗的相通上我們是在一主、一信、一洗的相通上，

一起抵擋兇惡、抵擋試探。

但以裡三位朋友被丟到火窯時，但以裡三位朋友被丟到火窯時，

並不是孤單地面對火的試煉，

三個人團結在一起，而火窯當中不止三個人，三個人團結在 起，而火窯當中不止三個人，

還有第四位、就是上帝親自走到火窯當中與他們同在。

我們經常在患難當中會想說：「神使萬事互相效力，我們經常在患難當中會想說： 神使萬事互相效力，

祂在幕後掌管一切、能救拔我們脫離兇惡。」

弟兄姊妹，這是似是而非、魔鬼撒但引誘我們上當的謊言，弟兄姊妹 這是似是而非 魔鬼撒但引誘我們上當的謊言

上帝不是遠在天邊掌控一切，是親自走到火窯當中

上帝救拔我們脫離兇惡、脫離罪惡權柄、脫離死亡的方式，帝 拔我們 離兇惡 離罪惡權柄 離 的方式

不是遠在天邊，而是自己走上十字架

當我們與基督一同背負十字架苦難的時候，當我們與基督 同背負十字架苦難的時候

就能更加體會那在患難當中所賜給我們的盼望。



而這個榮耀盼望，就是我們抵擋兇惡的基礎！

因此彼得用這樣的肯定句因此彼得用這樣的肯定句…
五10 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裡召你們，

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

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

他用一句祈使句來表達他堅定的盼望…
五11 願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權能不論如何，都要永永遠遠歸給基督，權能不論如何 都要永永遠遠歸給基督

問題不在於這個會不會實現，

問題在於我們願不願意這個實現

問題不在於主耶穌會不會來，

主耶穌說祂必快來，

問題在於我們願不願意主快來

而彼得在這裡說：願權能歸給祂直到永永遠遠，

就用這樣的盼望，總結了他的勸勉段。

問安與祝福…

五12 我略略地寫了這信，託我所看為忠心的兄弟西拉轉交你們，

勸勉你們，又證明這恩是神的真恩。

你們務要在這恩上站立得住你們務要在這恩上站立得住。

五13 在巴比倫與你們同蒙揀選的教會問你們安。

我兒子馬可也問你們安。我兒子馬可也問你們安。

五14 你們要用愛心彼此親嘴問安。

願平安歸與你們凡在基督裡的人！

的確彼得前書非常簡短，但句句扎心，

每一句話都帶著無限的智慧與能力。每一句話都帶著無限的智慧與能力。

有的人說加利利的漁夫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字，

因此推論說是西拉代筆；因此推論說是西拉代筆；

但彼得在這裡說：這信是他寫的，西拉只不過是負責轉交，

西拉作為一個信差、一個跑腿的，西拉作為 個信差 個跑腿的

所以把這封信傳遍了散居各地的教會。

彼得說他用這封書信勸勉我們，

又證明這恩是神的真恩又證明這恩是神的真恩，

要我們在這恩上站立得住，

這句話就道出了整卷彼得前書的用意這句話就道出了整卷彼得前書的用意…
從開始的信息、到核心立論、

到主文的論證、到後來的勸勉，到主文的論證 到後來的勸勉，

這一整卷書都是要向我們證明 -
我們所領受的恩典是真實的、是真恩，我們所領受的恩典是真實的 是真恩

好讓我們能夠在這恩典上面能夠站立得住。

基督徒能夠站立、不被魔鬼打敗，基督徒能夠站立 不被魔鬼打敗

不是靠我們自己、不是靠行為、

甚至不是靠信心本身甚 不是靠 本身

而是藉由信心、信靠真實的恩典

因此彼得說：

我們是在這恩典上才能站立得住！

接著彼得就問收信人的安，這在新約書信是很普遍的習慣。

作者會替身邊的人問收信人安，

當時馬可在彼得身邊…
使徒行傳記載馬可跟隨使徒到處傳福音

這位隨侍在使徒左右的馬可被彼得稱為

「我的兒子 可見他們之間的關係有多麼親密「我的兒子」，可見他們之間的關係有多麼親密

以事工為導向的領袖，不會與周圍的人建立這樣的關係，

他與周圍的人的關係都是功能性的、都是為了事工。他與周圍的人的關係都是功能性的、都是為了事工。

但是彼得的事工是為了牧養，

所以彼得跟身邊的人建立如此親密的關係所以彼得跟身邊的人建立如此親密的關係，

他牧養這些小弟兄目的是要榮耀神、服事神，

知道服事最小的弟兄就是在服事主耶穌了。知道服事最小的弟兄就是在服事主耶穌了。

他不是以事工為導向

他是以服事人、服事神為導向他是以服事人 服事神為導向

這兩者是不一樣的。



這段問安當中比較不尋常的地方…
五13 巴比倫與你們同蒙揀選的教會問你們安五13a 巴比倫與你們同蒙揀選的教會問你們安。

從第二世紀的文獻中，發現初代教會、使徒時代的教會，

普遍以「巴比倫 來比喻當時的羅馬帝國；普遍以「巴比倫」來比喻當時的羅馬帝國；

啟十七、十八把羅馬帝國比喻為巴比倫。

這個是把上帝子民擄去的邪惡的國度這個是把上帝子民擄去的邪惡的國度

當時因為羅馬帝國開始迫害基督徒，

所以彼得用「巴比倫」來代替「羅馬」所以彼得用 巴比倫」來代替 羅馬」

沒有指出他是在哪一座城市寫這封書信的，

可能因為怕這封信落入羅馬政府的手中，可能因為怕這封信落入羅馬政府的手中

羅馬政府就知道他在哪裡寫信、

那裡有一個基督徒重要的據點，那 有 基督徒重要的據

就去那裡迫害基督徒。

所以彼得在寫信時，不只用屬靈的話語與魔鬼對抗，所以彼得在寫信時 不只用屬靈的話語與魔鬼對抗

也運用普通的常識跟智慧，避免羅馬帝國的迫害。

五13a 巴比倫與你們同蒙揀選的教會問你們安。

與 1 2前後呼應與 一1 – 2前後呼應，

講出了上帝的揀選、兩個國度、基督再臨的盼望

告訴我們：我們在地上誠然是客旅、是寄居的，告訴我們：我們在地上誠然是客旅、是寄居的，

是屬神的子民、是聖潔的國度、是君尊的祭司

最後彼得又不忘提醒：五14 你們要用愛心彼此問安最後彼得又不忘提醒：五14a 你們要用愛心彼此問安，

以祝福結束了他這封書信，

五14b 願平安歸與你們凡在基督裡的人。五14b 願平安歸與你們凡在基督裡的人。

這平安不是世人所求的平安、

也不是世界能夠給的平安也不是世界能夠給的平安 -
主耶穌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

這是主的話語，我們感謝主的話 -這是主的話語 我們感謝主的話

願平安歸與你們凡在基督裡的人，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