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18-2019
聚會#2: 作為天主子民和殿宇的人生活應聖潔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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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大綱

1:13-2:10

•

明白了你們是誰(藉耶穌復活獲重生，成天主子民的人)
後，現學習應如何生活：聖潔、相愛、做王家司祭。以色列
的逾越是這一切教導的背景。

CCSS39

•

你們既領受了這重大的恩寵，便應「謹守心神」等待主再來
時更大的恩寵。不再像「昔日在無知中生活」，應聖潔地，
「懷著敬畏，度過你們這旅居的時期」。因為你們是用「羔
羊基督的寶血」贖出來的。他再來是要讓人歸於天主。

•

服從真理，潔淨心靈後，該熱切相愛，「因為你們原是賴天
主生活而永存的聖言」，這「不能壞的種子」而重生。

1:22-25

•

「應如初生的嬰兒貪求屬靈性的純奶」，在「嘗到了『主是
何等的甘飴』」後去接近主。他是被人擯棄，「但為天主所
精選」的活石。你們因他也「成了活石，建成一座屬神的殿
宇，成為一班聖潔的司祭」，奉獻屬神的祭品。為信賴他的
人，這是榮幸；為不信他的人，這是絆腳石。「至於你們，
你們卻是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屬於主的
民族」，如今都蒙受了愛憐。

2:1-10

1:13-21

應度聖潔的生活

1:13-21

•

1:13-16, CCSS41-2
出 12:11

「束上腰，謹守心神，要清醒」地生活是為了「在耶穌基督
顯現時，給你們帶來的恩寵」。就如天主吩咐以色列人如何
吃逾越羔羊般，又如「順命的子女」，放下過去一切不是，
等待最終的逾越。願為世人以身作則，以成聖為使命。

•

慈愛的天父也是「那不看情面，而只按每人的作為行審判
者」。審判人是否願意悔改，在此塵世「旅居的時期」跟隨
天主聖意和話語做人。

•

「由你們祖傳的虛妄生活中被贖出來」- 從福音看，外民傳
統和文化中，有不少虛妄迷信習俗。然而，我們已被贖，
「不是用能朽壞的金銀」(市場買賣)，是用「羔羊基督的寶
血」(聖殿祭獻) 。「你們的信德和望德」建基於「創世以
前就被預定」和「在最末的時期」出現和復活的基督身上。

肋 19:2, 瑪 5:48,
CCC1546-7
1:17, CCSS42,
CSB, 羅 2:4-11, 瑪
12:50
1:18-21, CCSS43,
CSB, S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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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應赤誠相愛

1:22-25

•

「你們既因服從真理，而潔淨了你們的心靈」- 洗禮涉及的
是人因悔改和信德而領受和服從福音，並因此得到潔淨，帶
給人源自基督的，「真實無偽的弟兄之愛」。故此，你們
「該以赤誠的心，熱切相愛」。

1:22, CSB,
CCSS47, 若 13:3435

•

我們都領受了洗禮，要明白這是我們生命中一件天覆地翻的
大事！它讓我們「賴天主生活而永存的聖言」這「不能壞的
種子，得以重生」。「但上主的話卻永遠常存」來自依
40:8，套用在基督身上因它滿全於基督。伯多祿將「天主的
話」改為「上主的話」，天主(God) 與上主(Lord, Kyrios)
交替使用正證實基督的神性。

1:23-25, CCSS4749, 創 27, 依 55:10,
路 8:11

做天主特選種族，王家司祭，聖潔國民的召叫

2:1-10

•

「應如初生的嬰兒貪求屬靈性的純奶」- 聖言的形象從「不
能壞的種子」成了「屬靈性的純奶」，和可以品嘗其甘飴的
聖體，都是「你們靠著它生長，以致得救」所必需的。

2:1-3, CCSS51,
CSB, 詠 34:8

•

如基督是活石，你們也「成了活石，建成一座屬神的殿
宇」，天主的居所，在殿宇內「成為一班聖潔的司祭，以奉
獻…屬神的祭品」。

•

結論：你們的召叫是做「天主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聖
潔的國民，屬於主的民族」。這召叫的背後，是依 42:2021 和出 19:6 的預告；是埃及奴役和巴比倫充軍所預示的，
由基督帶來的真正釋放。

2:9-10, CCSS5556, CSB, 歐 2:23

•

召叫是為了甚麽？「為叫你們宣揚那由黑暗中召叫你們，進
入他奇妙之光者的榮耀」。為了從黑暗出來，進入基督之
光。如「上主僕人」，做萬民的光明，開啟盲人的眼目，釋
放被囚的人 ->福傳。

CCSS55, 依 42:6-7

2:4-8, CSB, CCSS5253, 詠 118:22, 弗
2:19-22, 出 19:6,
CCC1546-7, 羅 12:1

Special Notes:
1. Bishop Melito of Sardis (c. 190) on how Christ, the spotless lamb, fulfills the Passover in
himself: “He is the one led like a lamb and slaughtered like a sheep; he ransomed us from the
worship of the world as from the land of Egypt, and he set us free from the slavery of the
devil as from the hand of Pharaoh, and sealed our souls with his own spirit, and the members
of our body with his blood. This is the one who clad death in shame and, as Moses did to
Pharaoh, made the devil grieve. This is the one who struck down lawlessness and made
injustice childless, as Moses did to Egypt. This is the one who delivered us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from darkness into light, from death into life, from tyranny into an eternal kingdom,
and made us a new priesthood, and a people everlasting for himself. This is the Passover of
our salvation” (CCSS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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