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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是奥斯汀·凯特尔，我正在受训成为麦克莱恩长老会教会的牧师，那间教会离这里只有几英里远。 我很高

兴今天能和你们在一起。 我和我的妻子以前来过One Voice，我们喜欢和你们一起敬拜。 我很高兴今晚与你们一起

分享神的话语。

上一次我教新城教理问答时，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那里是缅甸的一个基督徒儿童之家，我和我的妻子瑞秋在

那里住了四年。 在那段时间里，我每周都教这些孩子一两次英语。 他们来自缅甸全国各地，但主要来自那些冲突严

重的地区。 那里的孩子们一共说五六种不同的语言。 有一年，我教他们英语语法，带他们一起玩语法游戏。 然后

我决定带他们通读新城教理问答。 每周，我们会阅读问题和答案，也会阅读英文的圣经经文。 然后按照母语将孩子

们分成不同的小组。 每个小组用他们自己的母语阅读经文，然后将问题和答案翻译成他们的母语。 到年底，他们用

自己的母语完成了整个教理问答的翻译。

所以我才覺得在美國與你們一起重溫這個教理問答是如此美妙。 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母语。 神的话

语在每一种语言中都是真实的。

在我们继续之前，可以和我一起为那些孩子祷告吗？ 2021年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其中许多孩子失去了他们所盼望

的未来。 教育机会消失了，经济崩溃了，内战变得更糟了。 让我简短地祷告。

新城教理问答很好地总结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所相信的内容。 我现在要读问题34，然后让我们一起读答案。

問34：既然我們單靠恩典，單靠基督得到救贖，我們還是
必須⾏善，順服神的話語嗎？

是的，因为基督⽤他的宝⾎救赎了我们，也⽤他的灵更新了我们。



好让我们在⽣命中显明对神的爱和感恩;

好叫我们因所结的果⼦⽽更加确信我们的信⼼;

这样，通过我们敬虔的⾏为，别⼈就可以被吸引到基督⾯前。

还有另一种提问方式：如果耶稣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为什么要选择顺服神的话呢？ 这是回答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

式： 被耶稣拯救的人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尊荣，即用他们的生活方式来宣告神的伟大。

这就是使徒保罗在今天的经文中教导的。我现在要读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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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

5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 

藉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

6 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7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8 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 

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

9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10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上帝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作上帝的仆人。

11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12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

阿们。



在这些经文中，使徒彼得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顺服神很重要。 当我们清楚地看到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时，我们就

会出于感激而顺服他。 其中一部分是他过去做的，一部分是他现在做的。 我们记得耶稣过去所做的，我们也认识到

他现在正在为我们做些什么。 在过去，耶稣过着完美的生活。 你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耶稣无私地做出了每一个

决定。 他每时每刻都顺服神。 耶稣一直良善、忍耐又有爱心。 他很睿智，很殷勤，也不怕人。

在這個完美的一生結束時，耶穌選擇了極其痛苦地死去。 为什么？为了替我们犯的悖逆神的罪付出代价。 我相信你

们也知道这一点。 就是我们每个人如何悖逆神。 有时反叛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压迫或邪恶的政府，获得自

由。 但是，当人们反抗一个真正好的统治者时，这种反抗对各方就都是毁灭性的。 上帝是完全慈爱、完全智慧的。

他从不为堕落所诱惑。 上帝从来都不是不公正的。他为弱者而战，保护受苦之人。 神是一位奇妙的统治者，但我们

加入了悖逆他的阵营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受到惩罚。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我们配受惩罚。 耶稣承

受了我们所有的惩罚，他看起来被打败了。 我们经文第4节说：

4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 

我们都拒绝了耶稣，但他仍然选择为我们付出一切——甚至是他的生命。

这就是被耶稣救赎的意义。 他为我们的悖逆付出了我们应付的代价。 耶穌沒有掏出錢包，付一個月的工資來修復我

們損壞的汽車，或者類似的東西。 耶稣乃是用他的生命付出了代价。

有些人问：“我真的需要顺服神的话吗？” 而他们真正要问的问题是： “我需要服从那位完美、慈爱的君王，他流

血死去的君王，才能活着吗？” 是的，我认为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应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去为他而活。

基督徒的生活不僅僅是關於耶穌過去所做的事。 被救赎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跟随耶稣，你在历史上就

被救赎了，但你现在也得到了救赎。 神赐给你他的灵住在你里面。 现在，对于凡来到耶稣面前并在他里面接受新生

命的人来说，都是这样。 请看第5节：

5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 

藉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

你明白神现在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吗？ 他正在把我们一起建造成一样美丽的东西。 我们稍后将更多地讨论这一尊荣，

但现在请先思想： 耶稣为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是故意这样做的。 他看到了他能把你变成什么样子。 他流血而

死，好背负你的刑罚，他还赐下他的灵住在你里面。

不要错过第6节末尾的内容： 我们不仅在谈论过去和现在，还在谈论未来。

6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耶稣应许说，在万物显露的那一天，他的子民将是安全的。 任何你觉得后悔的事情都无法定你的罪。 你的罪已经钉



在十字架上了。 圣灵现在在你里面动工。 如果你属于基督，你将在审判日欢欣鼓舞。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顺服神的话呢？ 因为当我们看到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时，我们就看到了他赐给我们的那惊人的

东西。 他给了我们饶恕，他给了我们他的灵。 在我們認識耶穌之前，我們生活在絕望、恐懼和空虛中。 现在，上

帝给了我们平安、盼望和更好的生活方式。

顺服神话语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第二，我们蒙神呼召去相信他，这是非常大的尊荣，因

此顺服他就成了我们的特权。 我们在7-9节中发现了这一点。

在讲下面的内容之前，我们要记住每个人都有责任顺服神，无论他们是否是基督徒。罗马书1章教导我们，每个人都

不遗余力地拒绝我们对神当尽的责任。 但是，对一个美好的事业负责是一件好事。

作为父亲，照顾女儿是我的责任。 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这是一件坏事吗？ 不！这是一种尊荣——我竟然成了她

可以寻求帮助的人。

能成为一名宇航员，我感到非常尊荣。 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是不公平或错误的，你会像宇航员一样生活吗？ 你会接

受训练，学习忍受，独自度过几个月，吃脱水的食物，并冒死亡的风险吗？

要做艰难的事情，要以不同的方式生活，我们就需要一个很好的理由。 世人认为照着神的道去生活是不值得的。 那

些不相信基督的人认为，按照他的方式生活不仅是没必要的，而且会让他们觉得被冒犯。

顺服神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尊荣。 请看7-9节。

7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 

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8 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 

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

9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在第7节中，彼得告诉我们，当神呼召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时，他就已经给了我们尊荣。 然后彼得告诉我们这种尊

荣是什么样子的。

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有尊荣，但那些不相信的人并不享有这样的尊荣。 这是我们顺服神话语的第二个理由：因为照



着神的方式生活是一种特权。 在旧约中，以色列人没有因为他们必须遵守上帝的律法，而所有其他民族都不用遵守

就觉得懊恼。 律法是他们的特权！ 神如此爱他们，甚至教导他们该如何像专门属于他的人那样生活。

你在这些经文中看到同样的呼召了吗？ 第9节告诉我们，上帝赐给我们尊荣，让我们顺服他有着一个很具体的原因：

即成为他在世界上的代表。 他的子民四个名字中的每一个名字都在向我们讲述这一点。 我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

但我们被称为得蒙拣选的人。 上帝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属于他的人，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 他也称我

们为君尊的祭司。 君尊意味着你是属于国王的。 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属于万王之王。 你有成为上帝家庭一员的

特权。 你也是一位君尊的祭司，你有工作要做！ 祭司负责把人带到神面前。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上帝为何让我们得到这种尊荣。 彼得用另外两个意象来解释这一点： 彼得说，我们是一个圣洁的

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上帝珍惜我们，尊荣我们。

你怎么知道一个人真的尊荣你，而不只是嘴上说说？ 如果有人真正尊荣你，他们就会在困难的事情上信任你。 神知

道我们不是很善于顺服他。 神知道我们在过圣洁的生活上很挣扎，也很难告诉别人耶稣的事。 但神尊荣我们，因为

他要求我们做这些艰难的事。 他赐给我们圣灵，好叫我们能做单靠我们自己做不了的事情。

请允许我回顾一下。 首先，神尊荣我们，称我们为专门属于他的。 第二，我们顺服神是出于感恩，但顺服他也是我

们的一种特权。

这是第三点： 神使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因此我们顺服他可以证明我们的生命确实是有意义的。 有时我们很容易相信

我们的生命并不重要。 我们看到有钱有势的人，就认为自己微不足道。 我们这周担心的事情很多，这让我们觉得我

们只是勉强活了下来而已。 我們可能會被誘惑去相信上帝的話語與我們生活中的日常現實很遠。 我们可能会觉得我

们的生活方式并不重要。 第10节认识到这种感觉，但也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10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上帝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作上帝的仆人。”

当我们觉得自己微不足道时，神却说我们是他的子民。 當我們認為上帝一定對我們充满错误的平凡生活感到失望

时，我們却讀到我們已经蒙了憐憫。

然后，第11节和第12节告诉我们，我们将面临两个选择： 我们可以像神的子民一样生活，所以我们的生活和决定是

有意义的。 或者我们可以像迷失的人一样生活，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 再读一遍11和12节：

11 “11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12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 

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

彼得提醒我们，我们可以选择像神的子民一样生活，顺服他的话语。 我们的身份将通过我们不做什么以及我们选择

做什么而揭示出来。 我们会对上帝告诉我们不要做的事情说不。 我们将“品行端正”，活出尊荣的生活。 我们将

选择照着上帝的话语做好的事情。 为什么？并不是为了让人认为我们是好人。 他们不会的。他们会认为我们做错

了，认为我们愚蠢，甚至认为我们很坏。

但是，当我们选择按照神的方式生活时，我们的生活就成了活生生的见证。 我们成为神可以接受的灵祭，这是我们

在经文开头看到的。

这将产生两种影响： 我们将互相鼓励，告诉对方神正在他子民身上动工。 我们将为失丧之人做见证。 我们透过我

们所做的事情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做见证。 我们给出证据，证明神是良善的，神是君王。 这是神吩咐我们用我们的话

语和生命来做的。 有一天，每个人——得救的和未得救的——都会荣耀神，被他良善的证据所折服。 不是每个人都

会来到耶稣面前。 但神会得荣耀，哪怕人选择拒绝他，像悖逆之人一样生活。

本周，让我们都试着问自己这些问题： 我因为是属于神的，而要拒绝什么样的诱惑？ 我能做些什么来向世界表明神

是良善的？ 我怎样才能用我的言语和行动来宣扬他的光明呢？

当你被诱惑无视神的话语并“跟随你的心”时，请记住耶稣爱你的方式： 他流血为你而死。 他给了你一个尊荣的地

位。 耶稣使你的行为和你的生命有意义，可以带来影响，变得非常重要。

耶稣对你很好，因此顺服神是好的。 我们以顺服表达感激之情，并将顺服作为我们的一种特权 因为我们认识到，拥

有充满意义的生活是多么蒙福。 赞美神！ 上帝非常关心我们，以至于他关心我们如何生活，并教导我们如何活出这

样的生活。 他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 他用耶稣基督美好的福音带走了我们对失败的所有恐惧。

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

One Voice Fellow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