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18-2019
聚會#4: 作為天主子民和殿宇的人的生活：受苦
A

B

CSB –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CCSS – Cath Commentary on Sacred Scrip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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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前 3:13-4:11

•

今節經文重點：面對外教人的迫害，信徒應準備好為基督而
受苦。

•

熱心行善的人，誰能加害？為正義而受苦是有福的。要常準
備好以溫和敬畏之心答覆心懷希望的理由。保持純潔良心，
使誣告者感到羞愧。因行善而受苦比作惡而受苦更好。

3:13-17

•

基督也曾一次為罪而死。死後復活，「曾去給那些在獄中的
靈魂宣講過」。諾厄時日的洪水預表聖洗，助人「向天主要
求一純潔的良心。」帶給人救恩的耶穌基督已升天為王。

3:18-22

•

應跟隨基督在肉身上受苦，不犯罪，隨從天主意願地過度餘
日。停止一切過去的惡行。因不喜歡你們歸向主而誹謗你們
的，要向審判生死者交賬。因著福音，亡者的神魂能同天主
一起生活。結局已近，應醒寤祈禱，相愛；「照自己所領受
的神恩，彼此服事」，善做「恩寵的管理員」；在一切事上
讓天主因基督而受光榮。

4:1-11

為仿效基督而受苦和見證

3:13-17

•

只要熱心行善，在天主面前無人能加害於你。若因行善而在
世上受苦，你是有福的。所以不用害怕恐嚇你的人。

CCSS, CSB, 瑪 5:1011，依 8:12, 路 12:4

•

基督苦架是一個愛的邀請。這邀請不是鼓勵人受苦，而是要
人效法基督，為了別人而交出自己，基於愛而勇於接受痛苦

SN1, SN2

•

如何面對這些迫害者？首先，「要在心內尊崇基督為主」；
其次，要時常準備好答覆心懷希望的理由，用溫和敬畏天主
之心答覆他們。

CCSS, CSB

CCSS
•
C

結論：「若天主的旨意要你們因行善而受苦，自然比作惡而
受苦更好」= 2:19-20，是基督徒應有精神。
基督因苦難得勝

3:18-22

•

3:18, 希 7:27

基督的苦難是「一次」的，「為罪而死」，「是義人代替不
義的人」，「為將我們領到天主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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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基督因苦難得勝(…續上)

3:18-22

•

耶穌「將我們領到天主面前」的經歷：肉身被處死後復活，
藉神魂給「獄中的靈魂」宣講，升天，坐天主右邊為王。

•

「他藉這神魂，曾去給那些在獄中的靈魂宣講過」的意思。
1.教會傳統解釋：基督死後神魂進入陰府拯救期待救恩的義
人。2. 按創 6:1-4，猶太傳統和哈諾客一書解釋耶穌死後
發生的事；基督死後神魂進入陰府向被囚獄中犯罪的天使宣
告勝利，和拯救期待救恩的義人。

•

這是涉及煉獄的重要經文：1. CCC632-3; 2. Sheol(HB),
Hades(GK), 不同 Gehenna(CCC1034), 路 16:22-26; 3. 宗
2:27, 弗 4:9; 4. 瑪 12:32, 路 12:58, CCC 1031。

J. Naz I p.215

•

「這水所預表的聖洗」- 伯多祿對預象法的肯定。

CCSS

基督徒生活：接受痛苦隨主意願度日
•

以基督為榜樣，接受痛苦，不再「順從人性的情慾」去犯
罪，只隨從天主意願度餘日。不要顧慮因你們離開「淫蕩的
洪流」而誹謗你們的人，他們要受天主審判。

•

「也正是為此，給死者宣講了這福音」- 學者認為不必將這
節與 3:19 拉上關係；不是指陰府中亡魂，是指要趁亡者尚
在世時向他們宣講福音。

•

「結局已臨近了」，該慎重、醒寤、祈禱、熱切相愛服事，
讓天主在一切事上受光榮。對伯多祿，天主計劃的結局在耶
穌來臨後已來到；我們已身處「最末的時期」。

CSB p.456, CCSS

4:1-11

CSB, CCSS, 智
3:1-4

1:20

Special Notes:
1. Suffering is redemptive. Col 1:24.
“Those who join together in the celebration of the Eucharist not only offer to God the sacrifice of
Christ but offer themselves and their lives in union with the Savior (Vat II, Sacrosanctum Concilium,
n.48).
“Grant that we may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become one Body one Spirit in Christ and may
He make us an everlasting gift to you” (2nd invitation of Holy Spirit at Mass after consecration).
“For Jesus, then, Christian faith can only be a Eucharistic faith. Acceptance of the Eucharist is an
essential condition for acceptance of Christ” (The Eucharist, Gift of Divine Life, TheologicalHistorical Commission for Year 2000, p. 25, on John 6:67).
2. God’s power is made perfect in weakness. 2 Cor 12:9-10. “God gives us what we need, not always
what we want” (CSB on 2 Cor 12:9). Martyrs and early Church. St. JP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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