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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殉道聖人堂 

聖經研討會 2019-2020 

聚會#10: 基督徒應如何在世上生活 

CSB –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CCSS – Cath Commentary on Sacred Scriptures  

CP – Catholic Priesthood, Fr. Thomas Lane 

SN = Special notes NAB = New American Bible 

SK = 中文思高聖經   CCC=天主教教理  

A 對老人、婦女、青年人、奴隸的教導 

 

• 老人、婦女、青年人、奴隸都是家庭要員，保祿吩咐弟鐸

好好教導他們，因為家庭是教會縮影。 

 

• 保祿在其它書信堅持基督徒當活在信德和基督的恩寵中，

而不是靠遵行法律。為甚麼在這裡卻著意要老人、婦女、

青年人、奴隸遵行各種德行呢？ 

 

• 「教訓老人…在信德、愛德和忍耐上，要正確健全」- 

「忍耐」= 望德(見得前 1:3) 。随年紀增長，和生活上經

歷過各種傷害，很多老人變得不耐煩和多疑，沒有信望愛

的德行。能祥和喜樂，活出愛和希望的老年人，見證著聖

神的臨在，天主是他們力量的泉源。人到老年，成熟和充

滿智慧，是天主恩寵的形象，應受尊重。可惜當今著重消

費的社會，一切以生產力為依歸，視老年人為負累。 

 

• 「服從自己的丈夫」- 對保祿，妻子服從丈夫「如同服從

主一樣」。是在不同崗位和職份内的互相服從，以至為對

方「捨棄了自己」。 
 

• 新約書信對奴隸問題不置可否，但堅持在天主面前人人平

等。為奴或為主都應該用愛心相待。 

2:1-10 

 

CCSS p.229 

SN1 

 

 

CCSS p.230 

 

 

 

2:2, CCSS 

 

 

 

JPII, Letter to the 

Elderly 8-9, 詠
90:12; 92:13, 15-

16 

 

2:5 CCSS, 弗 5:22-

25 

 

 

2:9-10, 見 BSP#5

筆記 

 

B 天主的「出現」決定了信友應如何在世上生活 

 

• 「天主救眾人的恩寵已經出現」…「期待…救主耶穌基督

光榮的顯現亅-「出現」一詞與”epiphaneia” (GK) 

“epiphany”(EN) 相連。信友應如何在世上生活被天主

兩次關鍵性的「出現」所決定：基督降生成人帶來救恩，

讓人成為天主子女；救主再來審判生者死者。 
 

• 故此，人當「棄絕不虔敬的生活，和世俗的貪慾」；為了

自己「有節地」，為了別人「公正地」，為了天主「虔敬

地在今世生活」。 

 

2:11-15 

 

CCSS, 3:4; 弟後

1:10; 得前 3:12-

13；默 22:20 

 

 

 

2:12 CC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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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信友應服從政權 

 

• 「你要提醒人服從執政的官長，聽從命令」- 保祿訓導從

教會內轉向教會外。有見於巴勒斯坦猶太人政治上蠢蠢欲

動(AD 66-70反羅馬) ，要弟鐸特別吩咐克里特猶太基督

徒要服從政權。對保祿來說，除特殊情況，這本是基督徒

應有的態度。 
 

• 「不要辱罵，不要爭吵，但要謙讓，對眾人表示極其溫

和」- 基督徒風範：討論和對話，不辱罵和爭吵；尋求和

解與結合，避免訴訟和分裂。當意見不同時，不用強權或

旁門左道去得逞，反信賴對方會循真理一起尋求解決方

案。這待人接物的態度，源於愛和謙卑，反影著人的屬靈

修維。 

3:1-3 

 

3:1, CCSS, 羅 

13:1-7, 弟前 2:2, 

伯前 2:13-14, 若

19:1，宗 5:29 

 

 

 

3:2-3, CCSS, 瑪
11:29 

 

 

 

 

 

D 聖神的重生和更新 

 

• 人得救「不是…義德…而是…他的憐憫」- 天主在創世以

前已揀選了我們。這份無條件的愛是我們做一切事情的推

動力。 
 

• 「藉着聖神所施行的重生和更新的洗禮，救了我們」- 藉

入門聖事，包括水洗和覆手，聖神帶給人重生和不斷的更

新。 

 

• 「這聖神是天主藉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豐富地傾注在我

們身上的」- 形象來自依、岳。聖神的傾注已在聖神降臨

教會誕生應驗；是「藉基督」的->聖父聖子共發。

Filioque的爭論。聖神使人「信奉天主…熱心專務行善」 

 3:4-8 
 

3:5, CCSS, 羅 3:24, 

弗 1:4, SN2 

 

 
 

CCSS, 伯後 1:4;宗

8:17, 9:17, 19:6; 格

後 3:18, 得前 4:8 

 

3:6-8, CCSS, 依

32:15, 岳 3:1;宗

2:17-21；若 16:13-

15, 14:16, 20:22, 迦

4:6, 羅 8:9；瑪 5:16 

 

E 遠離異端、囑託、祝福 

 

• 「對異端人，在譴責過一次兩次以後，就該遠離他」-逐

出教會。不是為懲罰，而是幫助他們悔改。 

 

• 保祿不知道將打發阿爾特瑪或提希苛到克里特替代弟鐸。

提希苛後來被派去厄弗所替代弟茂德，所以阿爾特瑪可能

被派去克里特。阿頗羅是亞歷山大里亞出生的猶太人，信

奉了主，有口才，長於聖經，在厄弗所事奉。 

3:9-15 
 

3:10-11 CSB, 瑪

18:15-18, 格前 5:1-

5, 弟前 1:19-20 

 

3:12-13 CCSS, 弟後

4:12；宗 18:24-26, 

格前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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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Notes: 

 

1. The family is, so to speak, the domestic church. In it parents should, 

by their word and example, be the first preachers of the faith to their 

children…(Lumen Gentium, n.11). 
 

The history of mankind, the history of salvation, passes by way of the 

family…The family is placed at the centre of the great struggle between 

good and evil, between life and death, between love and all that is 

opposed to love.” (Letter to Families, n.23) 
 

2. “My friends, we cannot tolerate or turn a blind eye to racism and 

exclusion in any form and yet claim to defend the sacredness of every 

human life.” – Pope Francis condemns racism in US, June 3,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