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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6 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

四6、三18 – 22 都是非常难解的经文…

四6 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
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

这段经文是不是暗示 不信的人死了以后这段经文是不是暗示 - 不信的人死了以后，

还可以有机会听到福音、信福音、然后得救呢？

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符合圣经的总原则的如果这样的话，是不符合圣经的总原则的。

死人、传福音、肉体受审判是什么意思？
这几个问题都可以有很多种解释…这几个问题都可以有很多种解释…

有人在彼得前书的背景下把死人解释成殉道士，

也就是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而殉道的基督徒也就是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而殉道的基督徒

传福音就不可能是平常所说的传福音–
把福音传给不信的人、为要使他们得救；把福音传给不信的 、为要使他们得救；

因为殉道士已经信了福音、已经得救了

传福音，在圣经的用法当中

不 定是传给不信的人 要他们得救 不一定是传给不信的人，要他们得救

福音的原文 euangelion
就是「好消息」的意思就是「好消息」的意思

传的原文是「宣告」的意思，

传福音可以指「宣告好消息」传福音可以指「宣告好消息」，

可以是基督的降生、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得胜，

这节经文就是 – 殉道士也曾经被宣告好消息。这节经文就是 殉道士也曾经被宣告好消息。

并没有说是他们死前、还是死后，被宣告这个好消息
也不知道这里的殉道士是指也不知道这里的殉道士是指

 彼得那个时代的人

 旧约所有的殉道士

 彼得时代之后历世历代的殉道士

这里泛指为福音而死的人，

总而言之，有好消息宣告给殉道士。

四6b 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

殉道士受到不义的人审判，

好像耶稣受彼拉多审判那样；

但这些不义的人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

主耶稣说：

「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
这正是彼得在这里要带给信徒的安慰…

他们被刀杀死 被锯锯死他们被刀杀死、被锯锯死、

眼看着家人在自己面前被罗马的士兵杀死，

在这样暴政下 基督徒为义受逼迫在这样暴政下、基督徒为义受逼迫。

彼得告诉我们：基督在肉身受苦、为义受逼迫，

而我们既然因信与基督联合而我们既然因信与基督联合，

 不但要得着他一切的好处、他的义、他的生命

 要与他同钉十字架 在受逼迫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要与他同钉十字架，在受逼迫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四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 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用这样的想法来武装自己、装备自己

这里讲的不是要作好受苦的心志，

心志原文是想法、思想，

 要去思想主耶稣基督怎样在肉身受苦，

要藉由思想主耶稣来装备自己

 不是自己立定心志要去受苦，要靠主耶稣

来十二2-3 鼓励受迫害的基督徒，来十二 鼓励受迫害的基督徒，
要思想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自己受苦的心志上面

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基督这块盘石上面的

希伯来书作者及彼得共同的信息…

四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想法来武装自己，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是说我们只要在肉身受苦就可以赎罪吗？

中世纪有一些苦修主义的天主教徒，中世纪有 些苦修主义的天主教徒，

就以为自己只要身体受苦就可以赎罪，

所以他们犯了罪就苦待自己的身体，罪 待 ，

用饥饿、或虐待自己的身体、或参加十字军，

觉得这样子就可以赎罪

这节经文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意思是…
为主的缘故在肉身受苦、为基督受世界逼迫时，

可以得着一个得救的确据 –
知道自己已经跟罪断绝关系了，

知道已经有神称我们为义、已经不再定罪了。

并不是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有得救的确据，

有 种得救的确据是从成圣的果子来的有一种得救的确据是从成圣的果子来的：

当发现圣灵在我们里面与情欲争战，

而我们渐渐成为圣洁 结出果子的时候而我们渐渐成为圣洁、结出果子的时候，

就看见这种果子不是我靠自己结得出来的，

我就得到了证明 - 知道是主耶稣在我里面活着的我就得到了证明 知道是主耶稣在我里面活着的，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向我证明

我的罪成了他的罪、他的义成了我的义，我的罪成了他的罪、他的义成了我的义，

所以成圣的果子可以证明我们与基督联合。

在这里彼得提出了另外一个证据…在这里彼得提出了另外 个证据…
就是为了作神国度圣洁的子民，

而受这个世界的逼迫、在肉身受苦，受苦，

基督在肉身受苦，如果我们为了基督也在肉身受苦，

那么与基督的联合这个实质就在受苦的形状上彰显出来，

让我有确据知道 - 我真的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凡是为基督在肉身受过苦的，就证明已经与罪断绝关系了，

这包括过去 现在 以及将来所有的罪这包括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所有的罪，

这些罪都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如果你在台湾 香港 可能会想说如果你在台湾、香港，可能会想说：

那我可能会没有机会得到这样子的确据，

在自由民主的国家 基督徒不会为义受逼迫在自由民主的国家，基督徒不会为义受逼迫。

圣经没有叫我们自己去找逼迫，

活在自由的国家却还要为了受逼迫的缘故活在自由的国家却还要为了受逼迫的缘故

故意跑到一些极权主义国家、伊斯兰教国家，

自己让身体被杀 没有！自己让身体被杀，没有！

我们也不会来苦待、虐待自己的身体，

然后就觉得自己在受逼迫 很圣洁；然后就觉得自己在受逼迫、很圣洁；

我们能够在这样信仰比较自由的地区作基督徒，

不用受那么多的逼迫，不用受那么多的逼迫，

为此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但其实就连我们在这样自由的地方，

作基督徒也 样要为神付代价 为福音付代价作基督徒也一样要为神付代价、为福音付代价…
在台湾好多的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明明变得更加地孝顺，

但是他们的父母却因为自己孩子信了耶稣但是他们的父母却因为自己孩子信了耶稣，

就跟他们一哭二闹三上吊

我们中华福音神学院有非常优秀的学生 曾为照顾父母我们中华福音神学院有非常优秀的学生，曾为照顾父母
牺牲自己留学的前途，回到台湾来；

但是当他们决定要读神学院的时候，但是当他们决定要读神学院的时候，

父母却与他们断绝关系，

他们仍然爱他们的父母、孝敬他们的父母

作基督徒不容易，在不同的程度上都要为主付代价。

而当为主付代价、在肉身受苦的时候，

彼得就安慰我们：四1b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用这样的想法装备自己，

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四2 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
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

这节经文又非常强烈地暗示之前反复强调的真理 -
就是两个国度，在世寄居，

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
四1 我们已经与罪断绝了，

已经被称义、不再定罪了。
马上又教导怎样才可以不再犯罪 不从人的情欲四2 马上又教导怎样才可以不再犯罪、不从人的情欲？
教导怎样可以胜过自己的罪而成为圣洁？

 我们既已经与罪断绝了 我们既已经与罪断绝了，

同时又还是罪人、还是会犯罪
 圣洁子民的身分对我们来说 是已然同时又未然 圣洁子民的身分对我们来说，是已然同时又未然
我们要存怎么样的心、思想、心态，

才能够远离罪恶，才能够远离罪恶，

顺服神的旨意、成为圣洁呢？

我们的行为如果要被改变、要活出圣洁的生命，

不是因为害怕我们像仆人 样被主人赶出去 不是因为害怕我们像仆人一样被主人赶出去

 是因为已经得着了这样子的身分 - 儿女的身分
所以要不断告诉自己：我们是所以要不断告诉自己：我们是

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
已经与罪断绝了 所以不可以再犯罪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不可以再犯罪。

我们的行为、活出来的生命、样式，

要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要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

当我们碰到试探的时候，应该告诉自己-
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

这样污秽的事情与我的身分不相称的，

我不该做这样子的事情我 样 事情

当偶然被过犯所胜时，也要告诉自己：

我已经与罪断绝关系、

不要再这样藕断丝连了

彼得这几句话与保罗的教导（罗马书）相互印证…

八15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八16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八17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

如果我们和他 同受苦 也必和他 同得荣耀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八33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八34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八34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

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我们所受的心是儿女的心我们所受的心是儿女的心。

彼得说：你们要存这样的心，
从今以后就可以成为圣洁从今以后就可以成为圣洁、

活出圣洁的样式，
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

在世度余下的光阴。



四3 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
荒宴 群饮 并可恶拜偶像的事 时候已经够了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

八4 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
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

是当死的

也跟保罗的教导互相印证…

罗一32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
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人的罪性总是有一种集体性 -
犯罪的人总是希望别人跟他一起犯罪…

我岳父是非常正直的人，从前在公家机关做事，

别人都搞贿赂、贪污这些勾当，他从来不参与，

很多人就为难他，觉得这个人孤傲、不识相…
这样的人会被人讨厌、被人毁谤

可是其实讨厌他们的人 也会尊重这样子的人 可是其实讨厌他们的人、也会尊重这样子的人

彼得强调：我们既然已经与罪断绝关系，

就不要再像从前 样随从外邦人的 意就不要再像从前一样随从外邦人的心意…
这已经够了，不要再这样了、要分别为圣！

就再次呼应彼得前书核心立论就再次呼应彼得前书核心立论-
 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圣洁的国度必须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 世人必要恨我们圣洁的国度必须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世人必要恨我们

约十五18-19 主耶稣告诉我们：世人若恨你们，
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

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
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世界因着我们追求圣洁而恨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着安慰：知道我们被这个世界恨时，

就有确据 - 晓得我们是属基督的，
晓得自己是与基督联合的！

这是我们或生或死惟一的安慰。

如果我们因为坚持美善的良心不肯与恶人为伍，

因此受到他们的毁谤因此受到他们的毁谤…

四5 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

所以弟兄姊妹，不需要觉得不公平，

 基督徒如果有能力改变这些不公义的现象，

应当尽我们的努力来改变

 当没有办法改变这些现象的时候、

或当自己为义受逼迫时，也不需要斤斤计较

因为这些恶人今天当道，明天就必要在那将要

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上帝是公义的。

在这里彼得已经开始教导他的末世论了，

使徒信经：主耶稣现在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就是这 宣告的经文根据之彼前四5 就是这个宣告的经文根据之一。

基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时候，藉由被恶人审判，

在十字架上化恶为善 化腐朽为神奇在十字架上化恶为善、化腐朽为神奇、

化死亡为生命、化羞辱为荣耀，

一直到今天 基督徒在基督里仍然都是一直到今天，基督徒在基督里仍然都是

走这样十字架的道路来荣耀神！

而这条十架道路是有 个目的的而这条十架道路是有一个目的的…
四7a 万物的结局近了。结局的原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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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那一天。

到了那一天，上帝的荣耀到了那 天，上帝的荣耀
就不再是借着自我隐藏彰显出来的，

上帝的荣耀要直接彰显出来…
 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借着被审判来彰显他的公义

 再来的时候，却要借着审判世界来彰显他的公义

第一次来所铺下十架道路，是为第二次再来所作的预备。



使徒信经：耶稣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圣经多次提到基督升天以后 去到父神的右边圣经多次提到基督升天以后，去到父神的右边…

原来在圣经文化、就是古代的近东文化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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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或弟弟领兵出征，凯旋归国以后，

坐在父亲或兄长的右边 两个王地位是平等的坐在父亲或兄长的右边，两个王地位是平等的，

一个是负责出征再凯旋归国的国王，

这位凯旋归国的就掌管帝国所有的领土这位凯旋归国的就掌管帝国所有的领土。

圣经就用这样子的暗喻来描述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

怎样借着死与复活 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怎样借着死与复活、胜过了死亡的权势，

叫我们在他里面得胜有余，然后回到天上，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就与父神一同掌权，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就与父神 同掌权，

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神所拣选的人得益处。

基督第一次来就已经决定了胜利，

而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要完全地彰显这个胜利而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完全地彰显这个胜利…
到时候就不再有所谓的已然、未然，

上帝救恩计画 十字架道路的目的上帝救恩计画、十字架道路的目的，

到那天就完全实现 - 国度就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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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说：万物的目的近了，

也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 到那一天也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到那 天，

 恶人必在那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

义人呢？也就是因信称义的人呢？义人呢？也就是因信称义的人呢？

到那天也一样要站到审判台前，

上帝要在活人、死人、众天使、魔鬼的面前，帝 ，

作出最后的宣告 – 称我们为义，把公义的冠冕赐给我们，

他要在一切毁谤我们的人面前称赞我们：

「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不只如此，当我们戴上公义冠冕的时候，

我们还 会离席我们还不会离席，

会与基督一同坐上审判者的宝座…
林前六 到那日 我们要与基督 同审判世界林前六2-3 到那日，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审判世界，

甚至要审判天使。

四6 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
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

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

死人，应该是指为基督受逼迫而死的殉道士

传福音，是指宣告基督的得胜

1-5 我们就看见这的确是个合理的解释。

可以更广义来讲：

凡为主耶稣受这个世界逼迫、不公义审判的人，

都 节 得到 慰都可以从这节经文得到安慰。

因为我们在受苦的形状上与主基督联合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受苦的形状上与主基督联合的时候，

就晓得我们诚然是属基督的人，

我们是有盼望的 这个盼望是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是…
基督再来的盼望、

是永生的盼望、是永生的盼望、

身体复活的盼望、

 那必朽坏的要成为不朽坏的

 必死的要成为不死的

到时候基督完全地得胜，

我们也与他一同得胜有余！

彼得就不断强调 -彼得就不断强调

我们要在这个盼望之下，

度过今生在世寄居的每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