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18-2019
聚會#7: 信靠聖言、提防假教師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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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B –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CCSS – Cath Commentary on Sacred Scriptures
JR – J. Ratzinger, Pilgrim Fellowship of Faith
SN = Special notes NAB = New American Bible
SK = 中文思高聖經 CCC=天主教教理

經文大綱

1:12 – 2:10

•

自知將離世，但「有義務以勸言來鼓勵你們。」我們的宣講
「不是依據虛構的荒誕故事」，而是按真實經歷，包括顯聖
容。先知的話是確實的，當留神。經上一切預言是聖者「在
聖神推動之下說出來的」，「決不應隨私人的解釋」。

1:12-21

•

假先知過去已有，將來也要出現。會有許多跟隨，但終要喪
亡。正如天主懲罰了「犯罪的天使」，用「洪水淹滅了惡人
的世界」和「降罰了索多瑪和哈摩辣城」，他也要從惡人中
「拯救虔誠的人，脫離磨難」。

2:1-10

臨別贈言

1:12-15

•

伯多祿自知死期已近，極望離世前用自己獨有經歷，提醒教
友們一些重要的訊息和真理。

CCSS

•

「縱然你們已知道這些事…我還是要常提醒你們」- 縱知
道，會忘記和動搖，要重新堅定，所以要常提醒。這工作還
包括「鼓勵」，即令人心靈振奮的說話。

1:12-13, CCSS, 若
一 2:21，弗 4:1214

•

人的肉身恰似帳幕，在曠野飄流，建搭的目的是助人進入天
鄉，但最終也要拆除，不能長久。伯多祿按主耶穌指示，知
道他的帳幕快要拆卸，不久於世。

1:14-15，CCSS,
CSB, 格後 5:1，若
21:19

天主的話語是確實的

1:16-21

•

宗徒們有關「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來臨」的宣講，被指為
「虛構的荒誕故事」。對伯多祿，這宣講是確實的，因為它
根據的是「我們親眼見過」的經歷，特別是顯聖容的奧蹟。

1:16-18, CCSS

•

要信靠天主話語的另一原因:「經上的一切預言…從來不是
由人的意願而發的，而是由天主所派遣的聖人，在聖神推動
之下說出來的。」對伯多祿，經上預言是天主在舊約中的話
語。這教導說明默感的意思。可否藉聖神個人地解釋聖經？

1:19-21, CCSS,
CSB, SN1

天主話語如「晨星在你們的心中昇起」: 驅去黑夜，宣佈新
的一天；「由雅各伯將出現一顆星」；讓人全面認清真理。

CCSS, CSB
戶 24:17, 默 2:28,
22:16, 格前 13:12

•

Group Time QA1

BSP7/1

D

E

反對假教師

2:1-3

•

開始引用猶達書道理(2:1-18, 3:1-3 與猶 4-13, 16-18 有
關)。

CSB

•

如古時已有假先知，「將來在你們中，也要出現假教師，他
們要倡導使人喪亡的異端」。

天主懲罰惡人的例證

申 18:20-22, 耶
14:14, CCSS
2:4-10

•

例 1 - 囚禁犯罪的天使在幽暗的深坑，拘留到審判之時之
說來自猶太傳统，與創 6:1-4 記載有關。

2:4, CCSS, CSB

•

例 2 - 「宣講正義的諾厄一家八口」=> 天主保護義人，懲
罰惡人；古時用洪水，末世用烈火 (3:10-12)；古時天主審
判後，由諾厄之家開始潔淨了的新世界；末日天主審判後，
由基督徒開始新天新地。人應像諾厄在邪惡的洪流中「保存
了宣講正義」。

•

例 3 - 索多瑪和哈摩辣「化為灰燼，至於毀滅，以作後世
作惡者的鑑戒」。

•

假教師和跟隨者都是「輕視『主權者』的人」，上面三例證
明天主必「拯救虔誠的人，脫離磨難，而存留不義的人，等
候審判的日子受處罰」。

2:5, CCSS, CSB

2:6-8, CCSS, CSB

2:9-10, CCSS, CSB

Special Notes:

1. Meaning of “men moved by the Holy Spirit” to speak God’s word (2 Peter 1:21)
• “There is a dual authorship of Scripture, divine and human” (CCSS p154).
• “Christianity is the ‘religion of the word of God’, not of ‘a written and mute word, but
of the incarnate and living Word’” (BXVI, Verbum Domini, n.7).
• “In composing the sacred books, God chose men and while employed by him they
made use of their powers and abilities, so that with him acting in them and through
them, they as true authors consigned to writing everything and only those things
which he wanted. Therefore…everything asserted by the inspired authors or sacred
writers must be held to be asserted by the Holy Spirit” (Dei Verbum, 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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