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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的责任信徒的责任 彼得前书之二

罗十四7-8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若死了 是为主而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弟兄姊妹、神的儿女、我们这些得救、信了耶稣的人，
是把主权已经交在爱我们、救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身上了。

所以保罗才会说所以保罗才会说：

「主，我们不是为自己活，也不是为自己死；

我们是活也好 死也好 都是为着爱我们的主 」

我们活在世上是有使命
我们是活也好、死也好，都是为着爱我们的主！」

我们活在世上是有使命
我们活在世上是有责任的

信徒的责任信徒的责任
有一个广告引起一些不是太好的回应 ─

「只要我高兴 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
我们思想人活在世上，真的是有责任的…

在这一切责任之上，我们是对主来委身，

是有一个爱的动力在后面的。

我所幅射、散发出去的，其实有好多的关系，

年轻的孩子当他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想到 ─
「我这个决定、行为做下去，

爸爸妈妈不知道会怎么想？」

不是做了再说 ─ 如果他有这样的想法，

他应该是长大了，他的父母应该有安慰了。

信徒的责任信徒的责任
对基督徒 ─ 所做一切不是诫命、规条、律法、非做不可…

那个责任是一个爱的动力那个责任是一个爱的动力，

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
爱的动力在我的里面、不断的催逼我，

让我愿意享受神所给我的权利以后，

我要尽上我的责任。

二11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12 你们在外邦人中，

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

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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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自己的身分

客旅 寄二11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古时候那些信心的见证人见证人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 古时候那些信心的见证人见证人，，
他们所向往、羡慕的，是一个在天上的家乡在天上的家乡

我们出远门 个礼拜 定会很想 家我们出远门一个礼拜…，一定会很想回家，

外面再好…，因为在外面就是客旅

如果把整个人生 ─ 在这世上的旅程结束，
我还有更远 更大 更久的 段我还有更远、更大、更久的一段，

是在主那里的，

就让我们能够体会什么叫作客旅、寄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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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自己的本分 二11 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加拉太书第五章 ─ 肉体跟灵魂在争战，
情欲所结的果子不堪一看情欲所结的果子不堪 看

圣灵所结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就是主要我们在生命当中所散发的

二10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

在爱的动力、主慈声温柔的提醒之中，在爱的动力、主慈声温柔的提醒之中，
不能做就是不能做、不能说就是不能说

不是被逼迫的不做不说，不是被逼迫的不做不说，

乃是生命当中直接的反射 ─那个不荣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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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第七章 ─ 耶稣跟他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兄弟还不了解他就是弥赛亚，

所以就劝他：「你要去过节…」

耶稣说：「我的时候是不方便的耶稣说：「我的时候是不方便的，

但对你们任何时候都是方便。」

不方便很多时候我们就接受了那个不方便，

很多时候按照我们里面的意思、或被什么话激怒…
照着以前的本性，我要直接回击他…
但是圣灵说不要、圣灵说不可以。

过去一下班、别人吆喝一声，然后到哪里，

现在我知道 ─ 有些地方不方便去，「不了不了」」。现在我知道 有 地方不 便去， 不了不了」」。

这就是禁戒肉体的私欲，是我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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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2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

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怎么会有人毁谤毁谤基督徒作恶呢？怎么会有人毁谤毁谤基督徒作恶呢？
很有可能以前你喜欢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也很高兴，

而现在你说不了 他们被恼怒 不高兴了而现在你说不了，他们被恼怒、不高兴了，

会冷言冷语、嘲讽你…
「什么时代还要信耶稣啊！

信徒的责任

「什么时代还要信耶稣啊！

上帝在哪里？拿出来给我看看。」。」……

信徒的责任 ─
如何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

品行端正的见证显出品行端正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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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活在一个群体中，也活在一个制度里…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二13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

14 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15 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

行善 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16 你们虽是自由的 却不可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16 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

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作神的仆人。17 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

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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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服信徒面对国家的责任的时候 ─ 顺服
二13 你们为主的缘故 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人类基本的制度
二13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 切制度。

动机 不是单单不要让主蒙羞，
更是显出基督徒美好的见证更是显出基督徒美好的见证。

使徒行传第三、四章 ─ 彼得讲道的时候，公会的人把他们抓去，
他们没有反抗当时的制度他们没有反抗当时的制度；

但当公会不准传复活的基督…，彼得说：

徒四19-20 听从你们，不听从神，
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酌量吧！吧！

他不是反对一切的制度 乃是反对不准他传复活基督的禁令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他不是反对 切的制度，乃是反对不准他传复活基督的禁令，
上税、缴粮，这是基督徒作地上国民应该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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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3 要顺服…或是在上的君王。
但四17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与谁就赐与谁。

顺服君王是一个普遍的准则，
不是依据统治者的贤能与否 或政体的型式不是依据统治者的贤能与否、或政体的型式，

而是相信国家既然是神所给、认可的制度，

国家的元首我们就顺服国家的元首我们就顺服。

二14 顺服…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

二15 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
弗二10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作， ，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所有一切合神心意的事都叫作善事所有 切合神心意的事都叫作善事，
基督徒在世的时候，行神的旨意、做神要求他所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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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自由
二16 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

基督徒要善用自由
二16 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

总要作神的仆人。

马丁路德说 「基督徒是最自由的 不受任何人的挟制马丁路德说：「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不受任何人的挟制，

但他也是众人之仆、服事所有的人。」

不要忘记，他仍然是服事基督的，

也因着服事基督而服事众人 ─
甘心乐意的作众人之仆、

服事所有的人。事

谨守本分
二17 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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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二18 你们作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

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19 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

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20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

能忍耐，有甚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

神看是可喜爱的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神看是可喜爱的。21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22 他并没有犯罪，口

里也没有诡诈 23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里也没有诡诈。23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

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24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

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25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

魂的牧人监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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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人要顺服主人 不是选择性的顺服仆人要顺服主人，不是选择性的顺服，

不是他是好主人我就顺服，是乖僻的我就抵挡他。

所有一切我们在世上的所行，是为着主的原故，

那是一个最高的、可以激励我们面对所有的环境，

我们都能够靠主越过去、靠主站得稳、靠主得胜。

如果没有这个最高的条件、思想…
放在今天生活里也是一样 ─

主管很乖僻、生活的环境不怎么好…
同样的道理放在过去的准则、是放诸四海皆准放诸四海皆准，，

我们就应用在今天的生活模式。我 应 在今 模式。

因为敬畏神的原故，各种样的主人 ─ 温和的、乖僻的，

为着要良心对得起主，都愿意去顺服。为着要良心对得起主，都愿意去顺服。

当主仆关系建立好，也就建立跟随基督、效法基督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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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1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甚么可夸的呢？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遇到事情我就想一想 ─
如果主耶稣他会怎么做，如果主耶稣他会怎么做，

就不会那么冲动的去做…

他并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诈

耶稣的榜样 ─ 他是没有罪的

二22-23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所呈现的带给跟随他的人，他所呈现的带给跟随他的人，
有极大的榜样、极美的样式，可以让我们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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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关系 ─ 夫妻相处之道

请自行阅读 列经文 左 角 继续课程

三1 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 若有不信从道理的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三1 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

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2 这

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3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

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妆饰，4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

安静的心为妆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5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

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妆饰，顺服自己的丈夫，6 就如撒拉听从亚

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

的女儿了 7 你们作丈夫的 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的女儿了。7 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

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

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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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妻子而言 三1 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婚姻的颂辞 有讲到顺服以弗所书第五章 ─ 婚姻的颂辞，有讲到顺服。
作妻子的本务就是顺服，

当顺服的行为做出来之后 有什么影响呢？当顺服的行为做出来之后，有什么影响呢？

会感化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

林前七16 你这作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
你这作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看见夫妻的互相影响 ─ 妳的一个忍耐、一个温柔，
不信的丈夫就会软化、被感化。

三3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妆饰。

不信的丈夫就会软化、被感化。

更看重的是品格，旧约的例证 ─ 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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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丈夫的本务 三7 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 (知识)
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

情理 ─ 原文就是知识、一些实用的智慧…
知道怎么样对妻子 了解上帝配的另外 半知道怎么样对妻子、了解上帝配的另外一半
跟自己有怎样的互动、互补
如何的去敬重妻子 她是比你软弱的器皿如何的去敬重妻子，她是比你软弱的器皿

妇女怀孕，在她的心理、生理都会产生微妙的变化，
如果丈夫很粗心、不了解，

有时候真没有办法让妻子觉得他体贴到了…
丈夫就按着这样的知识、

还包括在属灵的神对作丈夫的教导，在 的 作 教 ，

作一个爱妻子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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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丈夫的本务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习性，每 人有 同的 性，
上帝配给你的这一半、是最特别的一位，

你要跟她生活一生之久的，你要跟她 活 之久的，

怎么能够不快快的、早一点的，

对她各方面多一点了解呢？

三7 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对她各方面多 点了解呢？

跟人的关系好了 ─ 特别跟妻子的关系是好的，
喜欢回家 知道妻子爱你 你也爱她喜欢回家，知道妻子爱你、你也爱她
妻子愿意顺服你、你更愿意爱她

会按着该有的知识与她同住会按着该有的知识与她同住，

体贴到她里面最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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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三8 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

怜谦卑的心。9 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

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10 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

命，愿享美福，须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也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心追赶 因为 主的眼看11 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12 因为，主的眼看

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惟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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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督耶稣的 为
三8-9 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

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
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

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

蒙召就是叫过来 ─「你找我吗？有事吗？」

神召我们有事的 神召我们有目的的神召我们有事的，神召我们有目的的。

二章廿一节 ─ 受苦是神召我们的目的，跟随他的脚踪行
三章九节 ─ 召我们的目的让我们可以承受福气承受福气，，

跟弟兄姊妹和睦相处的时候

彼此相爱的时候

面对恶的相待，不以恶报恶、用祝福来回应用祝福来回应的时候的时候

作神的儿女有好清楚的生活教导，让我们感谢主吧！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读你的话我们心中就有了亮光，

读你的话我们就知所而行。

我们看见了一个方向、看到一些准则，

我们愿意尽上我们的责任；我们愿意尽上我们的责任；

我们愿意就像保罗所说的 ─
或活或死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主。

谢谢主呼召我们 让我们承受福气谢谢主呼召我们，让我们承受福气。

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