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 of Sermon: 2020年 九⽉20⽇ 

⾏善受苦 

新⽵歸正福⾳教會　⽪敦⽂講章 
講道時間: 60 分鐘

經⽂

請讀彼得前書三章17-20節:「17上帝的旨意若是叫你們因⾏善受苦, 總強如因⾏惡受苦,18因基
督也曾⼀次為罪受死, 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 為要引我們到上帝⾯前, 按著⾁體說, 他被治死, 按
著靈性說, 他復活了。19他藉這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裏的靈聽,20就是那從前在挪亞豫備⽅
⾈, 上帝容忍等待的時候, 不信從的⼈; 當時進入⽅⾈, 藉著⽔得救的不多, 只有八個⼈。」

上週回顧
主已將未來必發⽣的事啟⽰給我們知道, 我們就必須按這啟⽰來制定今⽇的作為。使徒約翰說:
「我⼜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證, 並為上帝之道被斬者的靈魂, 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 也沒
有在額上和⼿上受過他印記之⼈的靈魂, 他們都復活了, 與基督⼀同作王⼀千年, 這是頭⼀次的
復活。」(啟20:4,5a) 這句話顯明我們今⽇之為決定著我們基督徒是否在未來頭⼀次的復活上
有份, 因此, 我們若要穩當於這未來, 今⽇就必須給耶穌作⾒證, 堅守上帝的道, 表明信仰立場, 
即便被斬也不退縮, 以及不接受假先知的教訓以避免有獸像和獸的印記。

以上是正⾯論述, 是絕對的, ⾄於那些沒有上述正⾯作為的基督徒, 他們也會復活, 但不在頭⼀
次復活的⾏列中, 要等到⼀千年之後, 使徒說:「其餘的死⼈還沒有復活, 直等那⼀千年完了。」
(啟20:5b) 問, 頭⼀次復活與千年後復活的差別在那裏? 其中的差別在於,「在頭⼀次復活有分
的有福了, 聖潔了, 第⼆次的死在他們⾝上沒有權柄。」(啟20:6a) 然, 等候千年才復活的基督
徒卻沒有這等福份, 更糟的是, 還與第⼆次的死有份。

我們細觀使徒所指的三要件作為, 發現其中的共同點就在傳講上帝的話語(聖經)上, 即講道; 也
就是, 以基督之名的講道決定著我們是否在頭⼀次復活的⾏列當中, 講道者乃是站在死與復活, 
樂園與火湖的關鍵點上。講道者是蒙召者或是假先知, 端賴他是否為耶穌作⾒證, ⾒證這位⽣
命的主被殺, 上帝卻叫他從死裏復活的道理(徒3:15)。假先知講道必迷惑⼈(啟20:10; 19:20), 他
們恨惡那些可以⾒證耶穌的⼈, 極⼒抵擋之, 甚或殺之(啟11:7; 14:12)。耶穌責備猶太⼈殺害先
知, 是殺害先知者的⼦孫(參太23;29-37), 因此, 當先知講道要聽者⾯對死裏復活的耶穌時, 常受
到被⼈棄絕, 甚或被殺害的命運。

教會的軟肋: 講道
教會 基本的項⽬就是講道, 任何活動皆可無, 但就是不能沒有講台。然, 講道是所有教會的軟
肋,  碰都碰不得, ⼀碰, 講道者就如刺蝟般豎起防衛的刺, ⽽基督徒可以想念世上 好的, 但對
於講道⽔準只要聽得就好, 即便次要的也無所謂。教會上下全都認為⾃⼰的教會是正統的, 不
可能出現假先知。然, 絕⼤多數基督徒定先知的標準乃是憑⾃⼰的感覺, 印象, 或看那⼈的忠⼼
與熱誠, 凡符合⾃⼰⼼中喜愛的, 那⼈絕不可能是假先知。請問各位, 若問猶太會眾, 祭司長該
亞法和亞那是不是假先知? 沒有⼀個猶太⼈會說是。若問主, 祭司長該亞法和亞那是不是假先
知? 主耶穌必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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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業的領袖均必有他獨到之處, 有他吸引⼈的地⽅, 宗教領袖可為領袖也不例外。我們看
宗教領袖⼤多是慈眉善⽬, 氣勢凌⼈, 他⼀說話, 少有⼈不受影響; 主任牧師說話, 會眾必敬聽。
但, 屬主的基督徒當知我們有主的指⽰, 有主的話, 有聖經, 所以我們當聽主的話來認識教會領
袖,「有耳可聽的, 就應當聽。」基督說的話要我們不可憑情感論事, ⽽是要冷靜的照他話來檢
定⽽看出假先知來。

假先知佯稱是基督的⾼級秘書
耶穌說:「那時, 若有⼈對你們說基督在這裏, 或說基督在那裏, 你們不要信。...若有⼈對你們
說, 看哪! 基督在曠野裏, 你們不要出去; 或說, 看哪! 基督在內屋中, 你們不要信。」(太24:23, 
26) 這裏的“有⼈”指的就是假先知(太24:24), 這些⼈⼤膽地說基督在這裏, 在那裏, 在曠野, 在內
屋, 顯出⼀副是基督⾼級秘書的態勢, 好像對耶穌的⾏蹤瞭若指掌, ⼗分肯定基督何時出現, 何
處出現。然, 耶穌卻說:「閃電從東邊發出, 直照到⻄邊, ⼈⼦降臨, 也要這樣。...那⽇⼦, 那時
辰, 沒有⼈知道, 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惟獨⽗知道。」(太24:27,36) ⼈⼦如閃
電般出現的不可預期性否定了這些⼈之說, 並進⼀步地指出這些⾼級秘書就是假先知。

聽假先知的⼈必陷入泥沼
耶穌要選⺠不要相信這些假先知說的話, 但若選⺠不理會主這命令, 執意要聽假先知的話, 到假
先知所指的地⽅去(現在通常是他的教會)的時候, 耳朵聽不到任何關乎基督的信息, 他們的屬靈
的眼睛⾃然也就看不到基督。選⺠違背主耶穌命令的後果就是將⾃⼰陷入泥沼當中, 抽拔不
得。要知道, 屬靈的事因是屬靈的, 常使⼈看不清, 視不透, 故當有⼈以極肯定的態度講述屬靈
的事時, ⼈漂浮的⼼以為找到了岸⼝, 再加上那些敢說基督在何處的⼈必是經驗豐富的資深傳
道⼈, 選⺠在尊老的情懷下, 不再檢視他是否傳揚基督。

耶穌已清楚指⽰假先知⼈數並非寥寥幾⼈, ⽽是「好些」(太24:11), 假先知與其建構的團體有
其魅⼒所在, 他們塑造的屬靈氛圍與⾔語能輕易地蒙蔽了選⺠的⼼。聖經記, 祭司長不是他⼀
⼈審問耶穌, ⽽是與⽂⼠和長老⿑審之(太26:57), 可⾒, 群聚⽣發迷惑⼈的效應, 其⼒道不容⼩
覷。今⽇教會情況也不遑多讓, 尤其是⼈數眾多的教會。主任牧師不為耶穌作⾒證, 其他年輕
牧師起⽽效尤, 這樣的牧師群之迷惑⼈的⼒量豈不⼤哉? 然, (好些)的量多不能改變本質, 假就
是假, 無論⽤怎樣的⾔語意欲遮掩之, 假先知就是假先知。四百個巴⼒先知站出來, 聲勢浩⼤, 
他們還是假先知, 以利亞雖只有他⼀⼈, 他還是上帝的先知。使徒約翰說:「他們從我們中間出
去, 卻不是屬我們的, 若是屬我們的, 就必仍舊與我們同在; 他們出去, 顯明都不是屬我們的。」
(約⼀2:19) (注意紅字) 請注意, 使徒⽤了⼀個多數詞, “他們”, 我們豈能⼩看假先知的能⼒?

主是看內⼼
使徒約翰說假先知是污穢的靈(啟16:13b), 是⿁魔的靈(啟16:14a), 他們揮著基督的⼤旗, 吸引
⼈(到教會)來聽他講道(參太24:23-26), 但他講道內容卻沒有基督。⼈看假先知如同溫和無害的
⽺, 然上帝說:「主不像⼈看⼈, ⼈是看外貌, 主是看內⼼。」(撒下16:7) 且使徒約翰說:「耶穌
知道萬⼈, 也⽤不著誰⾒證⼈怎樣, 因他知道⼈⼼裏所存的。」(約2:24,25) 耶穌論這些外表和
善的假先知是殘暴的狼, 因為他們的講道不讓⼈曉得他和他的作為, 對他是陌⽣的, 不認識他是
上帝的兒⼦, 是⽣命的主, 不清楚他死的痛苦, 對此完全沒有興趣。 

我可以告訴各位, 講道者只要有⼀回不將⾒證耶穌放在他講道核⼼, 爾後必兵敗如⼭倒, 再也沒
有⾒證基督的勇氣與氣勢。若使徒彼得在聖靈降臨後的新約第⼀篇講章不⾒證耶穌, 他爾後說
話必然氣短, 靈性不⾜, 教會將無⼒⾒證基督。這是神學院與差傳教會沒有告訴他們的畢業⽣
與蒙差者當注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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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著⾁體說, 基督被治死; 按著靈性說, 基督復活了
彼得⼝說,「上帝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 叫他復活, 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彼得寫說「按著⾁
體說, 他被治死, 按著靈性說, 他復活了」, 由於這兩者意義相同, 所以, 今⽇⼀併講述之, 也就是
我們今天讀的請讀彼得前書三章17-20節。

在主裏有好品⾏的⼈受毀謗
彼得前書第三章前半部⾄第16節講述在「基督裏有好品⾏的⼈」是怎樣的⼈, 使徒述及作妻⼦
的(1-6節), 作丈夫的(7節), 彼此為弟兄的(8-11節)等當有的品⾏, 第12節則將主的名提了出來, 
謂這些好品⾏皆看在主的眼裏。按理說, 這些好品⾏的⼈當是⼈稱讚羨慕的對象, 必褒之模範
夫妻等類的話, 但使徒接下來卻寫說這樣好品⾏的⼈會受苦, 會受到⼈的威嚇, 毀謗, 誣賴等負
⾯的攻擊, 這就讓我們感到不解。

這中間⼀定發⽣了什麼事, ⽽「有⼈問你們⼼中盼望的緣由」⼀語給了我們這事的答案。原來, 
有⼈問基督徒, 你怎會有這樣好品⾏時, 基督徒必回答, 乃是因為耶穌基督是他的主的緣故。⼈
⼀聽到耶穌的名, 頓時收起本來和悅的臉, ⾔語開始不友善了。因主⽽有好品⾏卻受到惡⾔惡
語, 任誰都覺得難過與錯愕, 這時, 使徒要基督徒的眼⽬定睛在基督⾝上, 也就是我們今天讀的
經⽂。

今⽇基督徒⾒證他的好品⾏皆說是“神”改變了他, ⽽不說是因為“主耶穌”的緣故; 前者不會聽到
負⾯⾔語, 後者卻會。從事家庭事⼯婚前婚後輔導的基督徒總踩著“神”的順風⾞前奔, 卻不願頂
著“耶穌”的逆風踽踽⽽⾏。在教會裏論任何關係, 尤其是夫妻關係, 沒有基督在其中的任何輔導
⾔語都是虛無的, 講的話, 提的議, 與世俗之論沒什麼兩樣, 只不過可以把“神”放在對話當中⽽已。

妻⼦軟弱?
彼得對作丈夫的寫說:「你們作丈夫的, 也要按情理(知識)和妻⼦同住, 因她比你軟弱(或她是軟
弱的器⽫), 與你⼀同承受⽣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她。」在今天這個社會聽到妻⼦必丈夫軟弱, 
沒有⼀個妻⼦是服氣的, 軟弱絕不可能是作妻⼦的註腳, 反⽽我們看到的是作妻⼦的在⽣活的
⽅⽅⾯⾯往往比作丈夫的剛強, 聰明, 有智慧。那, 基督徒如何理解這句話? 彼得告誡丈夫說, 
妻⼦乃與丈夫⼀同承受⽣命之恩, 這告訴我們, 丈夫在了解⽣命之恩, 也就是屬靈真理的深度上
要強於妻⼦。當耶穌背著⼗字架上各各他⼭的路上, 路加記「婦女們為他號咷痛哭」(路
23:27b), 耶穌轉⾝責備她們這哭, 對婦女們說:「耶路撒冷的女⼦, 不要為我哭, 當為⾃⼰和⾃⼰
的兒女哭。」(路23:28) 為何不是男⼦⾨徒哭, ⽽是婦女們哭, 這讓我們深思。 

這是上帝啟⽰基督徒夫妻當知的事, 使徒這句話雖寫給作丈夫的, 然⽽在今⽇女權⾼漲的時代
中, 作妻⼦的卻要好好深思這句話。保羅說:「婦女若要學甚麼, 可以在家裏問⾃⼰的丈夫。」
(林前14:35a) 這裏的“甚麼”就是關乎聖經真理的事。我們教會離開的幾對夫妻均是妻⼦下 後
決定, 舉凡妻⼦在屬靈事上做 後決定的基督徒夫妻, 均是越走越遠, ⾄為可惜, 他們忽略了這
是屬靈的決定, 與世上決事的性質不同。

受罪⼈頂撞的要思想
回到在主裏有好品⾏的⼈受毀謗⼀事, 請⼤家再讀希伯來書說:「2b他(耶穌)因那擺在前⾯的喜
樂, 就輕看羞辱, 忍受了⼗字架的苦難, 便坐在上帝寶座的右邊。3那忍受罪⼈這樣頂撞的, 你們
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4你們與罪惡相爭, 還沒有抵擋到流⾎的地步。」(來11:3,4) 保羅說:「你
們所遇⾒的試探, 無非是⼈所能受的, 上帝是信實的, 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 在受試
探的時候, 總要給你們開⼀條出路, 叫你們能忍受得住。」(林前10:13)

彼得則說:「上帝的旨意若是叫你們因⾏善受苦, 總強如因⾏惡受苦, 因基督也曾⼀次為罪受死, 
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 為要引我們到上帝⾯前, 按著⾁體說, 他被治死, 按著靈性說, 他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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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使徒在此說, 我們⾏善受苦乃是上帝的旨意。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在上帝的旨意中, 
親傳義者耶穌的⼀切卻受到了⼈⾔侵擾, 無情的對待, 這就是⾝為基督徒的難題之⼀。

上帝的旨意: 要我們⾏善⽽⾒證基督
彼得在此⼜提上帝的旨意, 這在我們⾝上所定的旨意就是要我們⾏善。屬主的基督徒履⾏上帝
的旨意就要⼼裏尊主基督為聖(彼前3:15a), 可以講出⼼中(在基督裏)盼望的緣由(彼前3:15b), 
做⼀個在基督裏有好品⾏的⼈(彼前3:16b)。使徒沒有忘記上帝對我們的旨意不得脫離上帝在
主基督⾝上的定旨先⾒, 所以, 基督徒⾏善的點點滴滴皆離不開主基督。⼤家可上耶和華⾒證
⼈等異端網站, 他們也講上帝的旨意, 但是從來不提基督。

使徒的安慰
使徒安慰⾏善⽽受苦的基督徒, 乃是讓他們看到基督和他為罪受死的作為; 請注意, 這裏講的是
因⾒證基督⽽來的受苦, 不是因犯罪⽽受苦。使徒將基督徒⾏善受苦拉引到基督的受苦, ⽽不
是讓他們看到寶座上榮耀的基督, 這讓我們深思。當⼈受苦⼼裏難受時, 需要的是⼀個厚實的
胸膛與鼎立的肩膀, 好讓他靠上, 有個肯定的⽀撐, 得以繼續走下去。然, 使徒卻要我們依靠毫
無能⼒的基督, 注視他羞辱的⼀⾯。為什麼?  希伯來書的作者要我們思想, 免得疲倦灰⼼; 受苦
的⼈要的是情感的依託, 但聖經卻要那⼈思想, 為何勞苦擔重擔的⼈到為罪受死的耶穌這裏來, 
必得安息(參太11:28)。

親愛的弟兄姐妹, 使徒將基督徒為⾒證基督⽽受苦與基督受苦相提並論, 這是何等⼤的光榮啊! 
上帝親⾃解釋了基督死的痛苦, 祂也必看重基督徒為⾒證基督⽽受的苦; 這是受苦基督徒的安
慰之⼀。我們的本體不過是塵⼟(詩103:14), ⽽敵⼈的勢⼒這般強⼤, ⾏善的基督徒在受苦的過
程中難免會氣餒。以保羅為例, 他在哥林多傳道時, 於安息⽇時在會堂裏辯論, 勸化猶太⼈和希
利尼⼈, 因為道迫切, 向猶太⼈證明耶穌是基督(徒18:4,5)。路加記,「他們既抗拒毀謗, 保羅就
抖著衣裳, 說:『你們的罪(⾎)歸到你們⾃⼰頭上, 我卻乾淨, 從今以後, 我要往外邦⼈那裏
去。』」(徒18:6) 

⾏善受苦的基督徒總有那麼⼀個時刻著感概⾃⼰所為何來, 他退後入沈淪的凶險就在霎時間(來
10:39), 轉念之間可能懷疑⾒證基督的⼈⽣。在這樣狀態下的基督徒唯⼀能夠扶住他信⼼不致
墮落只有⼀個, 就是主的愛。保羅說:「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的時候為我們死, 上帝的愛就
在此向我們顯明了。...上帝的兒⼦愛我, 為我捨⼰。」(羅5:8; 加2:20c), 約翰說:「主為我們捨
命, 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約⼀3:16b)。當⾏善的基督徒思想到基督的受苦乃是展現上帝
和基督對我們⾄深的愛, 他將對他的受苦便看如鴻⽑, 不值⼀提。

⾔於此, 再請各位不要忘了, 受苦的意思指的是為基督作⾒證受到各⽅的毀謗, 誣賴, 威嚇, ⽽不
是其他⽅⾯如⽣活上的苦。今⽇的聖經輔導事⼯, 對象常是在罪中活⽽來的苦, 但使徒卻是看
重在義中活⽽來的苦。

我要問, 誰來輔導做聖經輔導的牧師傳道? 輔導⼈的⾃認⾏在義中就不需被輔導, 那就表⽰他沒
有因⾏善⽽受苦。無怪乎, 今⽇從事聖經輔導的基督徒只引導受輔者要來到基督耶穌⾯前來, 
卻不提基督「也曾⼀次為罪受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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