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18-2019
聚會#1: 伯前大綱、序言、得沾主恩
A

CSB –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 Hebrews
CCSS – Cath Commentary on Sacred Scriptures
on 1&2 Peter, Jude
NJBC –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SN = Special notes NAB = New American Bible
SK = 中文思高聖經 CCC=天主教教理

伯前大綱
•

目的：準備好小亞細亞五地區內的新興教會，為效法基督而
受苦。

CCSS17, CSB448

•

主題：在苦難問題上，舊約有約伯傳，新約有伯前。從神學
角度看，人因基督而受苦不是咀咒而是祝福；參與基督的痛
苦經歷能將人煉淨，變得更堅強，更像基督；在苦難背後，
等待著我們的是光榮和靈魂的救恩。從道德觀看，人應以基
督做榜樣，拒絕以牙還牙，「把自己的靈魂託付給忠信的造
物主，專務行善」(4:19)。

CSB448

•

作者：教會傳統認為是伯多祿 (見 1:1, 5:1) 。近代學者因
本書希臘文體流暢，和論及似乎是第一世紀初羅馬對基督徒
的政治迫害，所以相信它是後人借伯多祿名而寫。但巴勒斯
坦一帶漁民常用基本希臘語文來經營漁業，加上卅載福傳的
需要，伯多祿的希臘文體流暢是可能的。至於論及的苦難，
可以是伯多祿時代在小亞世亞猶太人和外邦人對基督徒的攻
擊。此外，本書思想與伯多祿在宗徒大事錄的演說相似。所
以作者是伯多祿或伯多祿門徒(見 5:12) 的可能性較高。

CSB447, CCSS1819

•

寫作時期地點：若作者是伯多祿 - 六十年代於羅馬(即
5:13「巴比倫」所指)。若是後人借伯多祿名而寫 – 70100A.D.

CSB448

•

收信人：散居小亞細亞(本都、迦拉達、卡帕多細雅、亞細
亞和彼提尼雅) 的基督徒。他們可能主要是猶太人(1:1
的”dispersion” 指巴勒斯坦境外猶太人) 。但「昔日在無
知中生活」(1:14) ，「由你們祖傳的虛妄生活」(1:18) ，
「你們從前不是天主的人民」(2:10) 等用語令人相信收信人
主要是外民。

•

引用舊約：極廣泛，共 18 次直接和 25 次間接引用。主要來
自七十賢士希臘版(LXX)。相對各新約書信，本書特別著重
用依撒意亞的苦難僕人(依 53) 來看基督。

CCSS20

CCS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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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伯前大綱 (…續上)
•

B

實用教導：1. 如當年信眾，我們也要謹守天主子女身份，
「做順命的子女」，不跟隨其他人「在無知中生活」
(1:14)；2. 也領受了福傳召叫，「在外教人中要常保持良
好的品行」(2:12) ，助他們接受福音；3. 也要準備好自
己，「若有人詢問你們心中所懷希望的理由」(3:15) ，能
正確回答；4. 也決心要與主一起受苦，「受辱罵，卻不還
罵；他受虐待，卻不報復，只將自己交給那照正義行審判的
天主」(2:23) 。

CCSS24

經文大綱

1:1-12

•

問候小亞細亞五地區內的新興教會。

1:1-2

•

讚美天主(v.3,「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受美」)，
並藉聖父(vv.3-5)、聖子(vv.3,7-8)、聖神(vv.10-12)的各
種工作和恩賜，祝福信眾。聖父例：「他因自己的大仁慈，
藉耶穌…重生了我們」。聖子例：「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
卻愛慕他…看不見他，還是相信他」。聖神例：「在他們內
的基督的聖神，預言那要臨於基督的苦難」。

1:3-12

序言：得沾救恩的福分

1:3-9

•

用猶太傳統稱為「祝福」(barakah) 的祈禱讚美天父(包括
信(v9) 望(v3) 愛(v8)。)祂按「自己的大仁慈」給人兩大恩
典。其一是藉耶穌的復活讓人重生，成天主子民，居天主之
家中，讓人「充滿生命的希望」。

1:3，CSB451,
CCSS31
若 3:3-5

•

另一恩典是「已存留在天上的不壞、無瑕、不朽的產業」。
天主不但為我們保護這產業，也在現世保護我們，讓我們因
信德「而獲得那已準備好，在最後時期出現的救恩」。

1:4-5，瑪 6:20,
CCSS 32

•

在此短暫時期，要歡躍地在各種試探中受苦，像黃金般得以
精煉。「因為你們已把握住信仰的效果：靈魂的救恩」－
「已把握住」原文是現在進行式，即基於信德繼續朝向把握
靈魂的救恩的目標。復活時，靈魂的救恩包括復活的身體。

1:6-9, 格後 4:17，
依 28:23-29, 智
3:5-6, SN1,
CCSS33-35

•

這救恩和「要臨於基督的苦難，和以後的光榮」是先知們在
「基督的聖神」內，為了我們而預告；也因聖神「藉著給你
們宣傳福音的人」而傳報。曾隱藏天主內的「這一切奧蹟，
連眾天使也都切望窺探」，我們怎能麻木地接收？

1:10-12, CSB452,
CCSS37-38
弗 3: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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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Notes:
1. “The endurance of the saints is well likened to gold, because just as there is no metal more
precious than gold, so this [endurance] is most worthy of all praise in the sight of the
Lord…For just as gold shut up in the furnace is purified by the flames but gleams when it is
brought out, so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faithful appears contemptible and foolish indeed
during the persecutions of the faithless, but when the struggle with tribulations is over and
the time of retribution is at hand, then it is clear how worthwhile their glory is, how much
their virtue has produced in the flames of their sufferings” (Bede the Venerable (c.672-735),
CCSS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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