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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6 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傳給他們，要叫他們的肉體

四6、三18 – 22都是非常難解的經文…

四6 為此 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傳給他們 要叫他們的肉體

按著人受審判，他們的靈性卻靠神活著。

這段經文是不是暗示 不信的人死了以後這段經文是不是暗示 - 不信的人死了以後，

還可以有機會聽到福音、信福音、然後得救呢？

如果這樣的話，是不符合聖經的總原則的。如果這樣的話，是不符合聖經的總原則的。

死人、傳福音、肉體受審判是什麼意思？

這幾個問題都可以有很多種解釋…這幾個問題都可以有很多種解釋…

有人在彼得前書的背景下把死人解釋成殉道士，

也就是為福音的緣故受逼迫而殉道的基督徒也就是為福音的緣故受逼迫而殉道的基督徒

傳福音就不可能是平常所說的傳福音 –
把福音傳給不信的人、為要使他們得救；把福音傳給不信的人 為要使他們得救

因為殉道士已經信了福音、已經得救了

傳福音，在聖經的用法當中

不 定是傳給不信的人 要他們得救不一定是傳給不信的人，要他們得救

福音的原文 euangelion
就是「好消息 的意思就是「好消息」的意思

傳的原文是「宣告」的意思，

傳福音可以指「宣告好消息」，傳福音可以指 宣告好消息」，

可以是基督的降生、基督的復活、基督的得勝，

這節經文就是 – 殉道士也曾經被宣告好消息。這節經文就是 殉道士也曾經被宣告好消息

並沒有說是他們死前、還是死後，被宣告這個好消息

也不知道這裡的殉道士是指也不知道這裡的殉道士是指

彼得那個時代的人

舊約所有的殉道士舊 所有的殉道

彼得時代之後歷世歷代的殉道士

這裡泛指為福音而死的人，

總而言之，有好消息宣告給殉道士。

四6b 要叫他們的肉體按著人受審判，他們的靈性卻靠神活著。

殉道士受到不義的人審判，

好像耶穌受彼拉多審判那樣；

但這些不義的人只能殺身體、不能殺靈魂，

主耶穌說：

「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

這正是彼得在這裡要帶給信徒的安慰…
他們被刀殺死 被鋸鋸死他們被刀殺死、被鋸鋸死、

眼看著家人在自己面前被羅馬的士兵殺死，

在這樣暴政下、基督徒為義受逼迫。在這樣暴政下、基督徒為義受逼迫。

彼得告訴我們：基督在肉身受苦、為義受逼迫，

而我們既然因信與基督聯合而我們既然因信與基督聯合，

不但要得著祂一切的好處、祂的義、祂的生命

要與祂同釘十字架，在受逼迫的形狀上與祂聯合要與祂同釘十字架，在受逼迫的形狀上與祂聯合



四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

為在肉身受過苦的 就已經與罪斷絕了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

用這樣的想法來武裝自己、裝備自己

這裡講的不是要作好受苦的心志，

心志原文是想法、思想，

要去思想主耶穌基督怎樣在肉身受苦，

要藉由思想主耶穌來裝備自己

不是自己立定心志要去受苦，要靠主耶穌

來十二2-3 鼓勵受迫害的基督徒，來十二 鼓勵受迫害的基督徒

要思想那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我們的盼望不是建立在自己受苦的心志上面

我們的盼望是建立在基督這塊磐石上面的

希伯來書作者及彼得共同的信息…

四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想法來武裝自己，

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

是說我們只要在肉身受苦就可以贖罪嗎？

中世紀有一些苦修主義的天主教徒，中世紀有 些苦修主義的天主教徒

就以為自己只要身體受苦就可以贖罪，

所以他們犯了罪就苦待自己的身體，所 們犯了罪 苦待自 的身體

用飢餓、或虐待自己的身體、或參加十字軍，

覺得這樣子就可以贖罪

這節經文不是這個意思，這裡的意思是…
為主的緣故在肉身受苦、為基督受世界逼迫時，

可以得著一個得救的確據 –
知道自己已經跟罪斷絕關係了，

知道已經有神稱我們為義、已經不再定罪了。

並不是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有得救的確據，

有 種得救的確據是從成聖的果子來的有一種得救的確據是從成聖的果子來的：

當發現聖靈在我們裡面與情慾爭戰，

而我們漸漸成為聖潔、結出果子的時候，而我們漸漸成為聖潔、結出果子的時候，

就看見這種果子不是我靠自己結得出來的，

我就得到了證明 -知道是主耶穌在我裡面活著的，我就得到了證明 知道是主耶穌在我裡面活著的，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向我證明

我的罪成了祂的罪、祂的義成了我的義，我的罪成了祂的罪 祂的義成了我的義

所以成聖的果子可以證明我們與基督聯合。

在這裡彼得提出了另外一個證據…在這裡彼得提出了另外 個證據…
就是為了作神國度聖潔的子民，

而受這個世界的逼迫、在肉身受苦，受這 界 逼迫 在肉身受苦

基督在肉身受苦，如果我們為了基督也在肉身受苦，

那麼與基督的聯合這個實質就在受苦的形狀上彰顯出來，

讓我有確據知道 - 我真的與基督同釘十字架了！

凡是為基督在肉身受過苦的，就證明已經與罪斷絕關係了，

這包括過去 現在 及將來所有的罪這包括過去、現在、以及將來所有的罪，

這些罪都跟我們沒有任何關係了。

如果你在台灣 香港 可能會想說如果你在台灣、香港，可能會想說：

那我可能會沒有機會得到這樣子的確據，

在自由民主的國家 基督徒不會為義受逼迫在自由民主的國家，基督徒不會為義受逼迫。

聖經沒有叫我們自己去找逼迫，

活在自由的國家卻還要為了受逼迫的緣故活在自由的國家卻還要為了受逼迫的緣故

故意跑到一些極權主義國家、伊斯蘭教國家，

自己讓身體被殺，沒有！自己讓身體被殺，沒有！

我們也不會來苦待、虐待自己的身體，

然後就覺得自己在受逼迫、很聖潔；然後就覺得自己在受逼迫、很聖潔；

我們能夠在這樣信仰比較自由的地區作基督徒，

不用受那麼多的逼迫，不用受那麼多的逼迫

為此感謝神、這是神給我們的恩典！



但其實就連我們在這樣自由的地方，

作基督徒也 樣要為神付代價 為福音付代價作基督徒也一樣要為神付代價、為福音付代價…
在台灣好多的基督徒信了主以後，明明變得更加地孝順，

但是他們的父母卻因為自己孩子信了耶穌，但是他們的父母卻因為自己孩子信了耶穌，

就跟他們一哭二鬧三上吊

我們中華福音神學院有非常優秀的學生，曾為照顧父母我們中華福音神學院有非常優秀的學生，曾為照顧父母

犧牲自己留學的前途，回到台灣來；

但是當他們決定要讀神學院的時候，但是當他們決定要讀神學院的時候

父母卻與他們斷絕關係，

他們仍然愛他們的父母、孝敬他們的父母

作基督徒不容易，在不同的程度上都要為主付代價。

而當為主付代價、在肉身受苦的時候，而當為主付代價 在肉身受苦的時候

彼得就安慰我們：四1b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們也當用這樣的想法裝備自己，

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

四2 你們存這樣的心，從今以後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慾，

只從神的旨意在世度餘下的光陰只從神的旨意在世度餘下的光陰。

這節經文又非常強烈地暗示之前反覆強調的真理 -
就是兩個國度，在世寄居，

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
四1 我們已經與罪斷絕了，

已經被稱義、不再定罪了。

馬 教導怎樣才 再 從 的情慾四2 馬上又教導怎樣才可以不再犯罪、不從人的情慾？

教導怎樣可以勝過自己的罪而成為聖潔？

我們既已經與罪斷絕了我們既已經與罪斷絕了，

同時又還是罪人、還是會犯罪

聖潔子民的身分對我們來說，是已然同時又未然聖潔子民的身分對我們來說，是已然同時又未然

我們要存怎麼樣的心、思想、心態，

才能夠遠離罪惡，才能夠遠離罪惡

順服神的旨意、成為聖潔呢？

我們的行為如果要被改變、要活出聖潔的生命，

不是因為害怕我們像僕人 樣被主人趕出去不是因為害怕我們像僕人一樣被主人趕出去

是因為已經得著了這樣子的身分 - 兒女的身分

所以要不斷告訴自己：我們是所以要不斷告訴自己：我們是

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

已經與罪斷絕了，所以不可以再犯罪。已經與罪斷絕了，所以不可以再犯罪。

我們的行為、活出來的生命、樣式，

要與我們蒙召的恩相稱，要與我們蒙召的恩相稱，

當我們碰到試探的時候，應該告訴自己 -
我是神的兒女，我是神的兒女

這樣汙穢的事情與我的身分不相稱的，

我不該做這樣子的事情我不 這樣子的事情

當偶然被過犯所勝時，也要告訴自己：

我已經與罪斷絕關係、

不要再這樣藕斷絲連了

彼得這幾句話與保羅的教導（羅馬書）相互印證…

八15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

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八16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八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

如果我們和他 同受苦 也必和他 同得榮耀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八33 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們為義了。

八34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八34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

而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我們所受的心是兒女的心我們所受的心是兒女的心。

彼得說：你們要存這樣的心，

從今以後就可以成為聖潔、從今以後就可以成為聖潔、

活出聖潔的樣式，

不從人的情慾、只從神的旨意，不從 的情慾 從神的旨意

在世度餘下的光陰。



四3 因為往日隨從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惡慾、醉酒、

荒宴 群飲 並可惡拜偶像的事 時候已經夠了荒宴、群飲，並可惡拜偶像的事，時候已經夠了。

八4 他們在這些事上，見你們不與他們同奔

那放蕩無度的路，就以為怪，毀謗你們。那放蕩無度的路，就以為怪，毀謗你們。

也跟保羅的教導互相印證…

羅一32 他們雖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
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

人的罪性總是有一種集體性 -
犯罪的人總是希望別人跟他一起犯罪…

我岳父是非常正直的人，從前在公家機關做事，

別人都搞賄賂、貪汙這些勾當，他從來不參與，

很多人就為難他，覺得這個人孤傲、不識相…
這樣的人會被人討厭、被人毀謗

是其實討厭 會尊重這樣子可是其實討厭他們的人、也會尊重這樣子的人

彼得強調：我們既然已經與罪斷絕關係，

要再像 前 樣隨 外邦 意就不要再像從前一樣隨從外邦人的心意…
這已經夠了，不要再這樣了、要分別為聖！

就再次呼應彼得前書核心立論就再次呼應彼得前書核心立論 -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的，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聖潔的國度必須從這個世界被分別出來，世人必要恨我們聖潔的國度必須從這個世界被分別出來，世人必要恨我們

約十五18-19 主耶穌告訴我們：世人若恨你們，

你們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你們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

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

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

世界因著我們追求聖潔而恨我們的時候，

我們可以得著安慰：知道我們被這個世界恨時，

就有確據 - 曉得我們是屬基督的，

曉得自己是與基督聯合的！

這是我們或生或死惟一的安慰。

如果我們因為堅持美善的良心不肯與惡人為伍，

因此受到他們的毀謗因此受到他們的毀謗…

四5 他們必在那將要審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帳。

所以弟兄姊妹，不需要覺得不公平，

基督徒如果有能力改變這些不公義的現象，

應當盡我們的努力來改變

當沒有辦法改變這些現象的時候、

或當自己為義受逼迫時，也不需要斤斤計較

因為這些惡人今天當道，明天就必要在那將要

審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帳，上帝是公義的。

在這裡彼得已經開始教導他的末世論了，

使徒信經：主耶穌現在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彼前四5就是這個宣告的經文根據之一。

基督第一次來到世界上的時候，藉由被惡人審判，

在十字架上化惡為善 化腐朽為神奇在十字架上化惡為善、化腐朽為神奇、

化死亡為生命、化羞辱為榮耀，

一直到今天，基督徒在基督裡仍然都是一直到今天，基督徒在基督裡仍然都是

走這樣十字架的道路來榮耀神！

而這條十架道路是有 個目的的而這條十架道路是有一個目的的…
四7a 萬物的結局近了。結局的原文是 telos，

就是目的的意思、指十架道路的目的，就是目的的意思、指十架道路的目的，

也就是主耶穌第二次降臨的那一天。

到了那一天，上帝的榮耀到了那 天 上帝的榮耀

就不再是藉著自我隱藏彰顯出來的，

上帝的榮耀要直接彰顯出來…帝的榮耀要 接彰顯出來

第一次來的時候，是藉著被審判來彰顯祂的公義

再來的時候，卻要藉著審判世界來彰顯祂的公義

第一次來所鋪下十架道路，是為第二次再來所作的預備。



使徒信經：耶穌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

坐在全能 帝的右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聖經多次提到基督升天以後 去到父神的右邊聖經多次提到基督升天以後，去到父神的右邊…

原來在聖經文化、就是古代的近東文化當中，

起作王的通常是父子 或者是兄弟一起作王的通常是父子、或者是兄弟，

兒子或弟弟領兵出征，凱旋歸國以後，

坐在父親或兄長的右邊，兩個王地位是平等的，坐在父親或兄長的右邊，兩個王地位是平等的，

一個是負責出征再凱旋歸國的國王，

這位凱旋歸國的就掌管帝國所有的領土。這位凱旋歸國的就掌管帝國所有的領土。

聖經就用這樣子的暗喻來描述基督第一次降臨的時候，

怎樣藉著死與復活、勝過了死亡的權勢，怎樣藉著死與復活、勝過了死亡的權勢，

叫我們在祂裡面得勝有餘，然後回到天上，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就與父神一同掌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就與父神 同掌權

使萬事互相效力，叫神所揀選的人得益處。

基督第一次來就已經決定了勝利，

而基督再來的時候 祂要完全地彰顯這個勝利而基督再來的時候，祂要完全地彰顯這個勝利…
到時候就不再有所謂的已然、未然，

上帝救恩計畫、十字架道路的目的，上帝救恩計畫、十字架道路的目的，

到那天就完全實現 - 國度就降臨，

神的旨意在就完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在就完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彼得說：萬物的目的近了，

也就是主耶穌再來的日子近了，到那一天，也就是主耶穌再來的日子近了，到那 天，

惡人必在那審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帳

義人呢？也就是因信稱義的人呢？義人呢？也就是因信稱義的人呢？

到那天也一樣要站到審判台前，

上帝要在活人、死人、眾天使、魔鬼的面前，帝要在 眾 使 魔鬼的 前

作出最後的宣告 – 稱我們為義，把公義的冠冕賜給我們，

祂要在一切毀謗我們的人面前稱讚我們：

「你這忠心又良善的僕人！」

不只如此，當我們戴上公義冠冕的時候，

我們還不會離席，

會與基督一同坐上審判者的寶座…
林前六 到那 我們要與基督 同審判世界林前六2-3 到那日，我們要與基督一同審判世界，

甚至要審判天使。

四6 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傳給他們，

要叫他們的肉體按著人受審判，

他們的靈性卻靠神活著他們的靈性卻靠神活著。

死人，應該是指為基督受逼迫而死的殉道士

傳福音，是指宣告基督的得勝

1-5我們就看見這的確是個合理的解釋。

可以更廣義來講：

凡為主耶穌受這個世界逼迫、不公義審判的人，

都可以從這節經文得到安慰。

因為我們在受苦的形狀上與主基督聯合的時候因為我們在受苦的形狀上與主基督聯合的時候，

就曉得我們誠然是屬基督的人，

我們是有盼望的，這個盼望是我們是有盼望的，這個盼望是…
基督再來的盼望、

是永生的盼望、是永生的盼望

身體復活的盼望、

那必朽壞的要成為不朽壞的那 壞 壞

必死的要成為不死的

到時候基督完全地得勝，

我們也與祂一同得勝有餘！

彼得就不斷強調 -彼得就不斷強調

我們要在這個盼望之下，

度過今生在世寄居的每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