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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使徒彼得在其一生末了的年日裏撰寫了他的書信（彼得前書、彼得後書），在他的書

信中，開始於一個不起眼的詞－『這些事』{1}，也結束於這個相同的詞－『這些事』

{2}，深藏在彼得心中的『這些事』倒底是指甚麼？又有何重要性此乃本文所探討的中

心焦點。 

  在彼得後書三章 16 節彼得所說的『這些事』，乃是指著神的經綸說的；他放膽指出他

在他的書信中所寫的一切與保羅所寫的一致{3}，而保羅職事的中心主要也是說到神的

經綸，特別是神新約經綸的職事{4}[1]；不僅如此，彼得也與當時的使徒們，像是使徒

約翰，也有著同樣且相同的職事{3}，所以彼得所說的『這些事』就是指神的經綸；同

時整本聖經，從創世記到啟示錄，主要也是陳明神的經綸{5}。本文綜觀其一生，從他

開始盡職到殉道，在他的服事裏，都是被此異象抓住，實在可做我們的榜樣與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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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ostle Peter writes his two Epistles at his survival. In his two Epistles starts in a 
commonplace word - 'these things' {1} and finished in this same word - 'these things' 
{2}, what deep Tibet 'these things' but actually the bottom refers to Peter's heart? Also 
has what important this is the center focus which was discussed in this thesis. 
 Peter said 'these things' in 1 Pet. 3:15-16 were point at God's economy. He was bold 
in admitting that correspondence with Paul{3}. But Paul's ministry center is mainly 
speaks of God's economy, the ministry of New Testament {4}[1]. Not only that Peter 
also with early apostles, such as John, also have similarly same ministry {3}. 
Therefore we must say Peter said 'these things' referred to God's economy. 
Simultaneously puts in order this entirely Holy Bible mainly is also explains in detail of 
God's economy {5} from Genesis to Revelation. This thesis comprehensive surveys 
his whole life. And he, Peter, when he began to minister until martyrdom was held by 
this vision of the Load. He may become our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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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本文主要是陳明使徒彼得所說的『這些事』是指神的經綸說的。主要的分段依序如下：

首先，在第一段中，我們會談到神的經綸基本的定義；其次，在第二段中，我們從彼得

的書信來看，在彼得的書信裏，他從已過的永遠，說到將來的永遠，說到神經綸中重要

的事{3}；第三段從行傳中，他在猶太議會前做見證，說到他是『這些事』的見證人，並

且在他三次公開的傳揚福音中，說到他是『這事』{6}{7}、『一切事』{8}的見證人；第四

段從福音書中，特別在馬可福音中，從他說到主耶穌說的『許多事』，是神經綸中關鍵

的事；末了，我們看見，彼得與早期的使徒如約翰、保羅，雖然風格不同，發表不同，

但他們都有分於同樣惟一的職事，就是新約獨一的職事。 
 
貳、研究背景與動機 
  本文主要是參考[2]的信息，說到彼得前後書中神的經綸，該篇信息主要引自{3}這一

個聖經註解，也參考[4]、[5]、[9]、[6]等四篇信息；行傳的部分是根據[2]的信息衍生出

來的，主要是根據彼得在使徒行傳中三次福音的傳揚{11}{12} {13}；而福音書的部分也

是衍生出來的，主要參考[3]的信息中，說到一種完全照著神新約經綸，並為著神新約經

綸的生活。 
 
叁、內文 

一、神的經綸[7] 
  在我們還沒有開始說到彼得的著作以前，我們先來看神的經綸這件事，因為我們必須

要先對神的經綸有一定的認識之後，才能明白神的經綸與彼得著作甚至彼得這一個人的

關係，但是前面我們也提到，整本聖經都說到神的經綸，所以這樣的範圍太大，我們無

法在有限的篇幅中，簡單且扼要的說明神的經綸，所以我們參考了[7]這課程中的信息，

它幫我們整理出神經綸中重要的部分。 
  在[7]的信息中，將神的經綸共歸納為五個大點，（一）從希臘原文看『經綸』的字義

解釋。（二）從聖經中特別是以弗所書來看神的經綸。（三）神經綸裏的七件大事。（四）

聖經專講神的經綸，『神成為人，好使人能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為神』是全部聖經的綱要。

（五）從以西結書看神的經綸如同一個大輪，有基督為其中心。 
  以下我們針對我們需要知道的部分分成三個部分作說明。 

1、『經綸』的字義 
  在中文恢復本聖經中，共有四節聖經節提到經綸一詞，分別是以弗所書一章10節、以

弗所書三章9節、提摩太前書一章3、4節；我們參考提摩太前書一章4節註4前半段：『經

綸的原文，是指家庭律法；含分配意，（字尾與約十9的草場同源，含分配草場給羊群意，）

指家庭管理，家庭行政，家政，引伸為行政（分配）的安排（dispensation），計畫（plan）
或經綸（economy），所以也是家庭經營。….』，以弗所書一章10節註2前半段『經綸或

可譯為計畫。希臘文，oikonomia，奧依克諾米亞，意家庭律法，家庭管理，家庭行政，

引伸為行政的安排，計畫，經綸。….』，所以從以上二處聖經註解我們便清楚經綸一辭

原文的字義。 
  所以神的經綸是指神的家庭行政{14}說的，經綸一詞有安排、計畫的意思，神為著要

執行他的家庭行政（家規），自然就帶著安排，帶著計畫；既是安排、計畫，也必然具

有一個目的，而這個目的就是三一神要將祂自己分賜到他所揀選的人裡面。 
2、神經綸裏的七件大事 

  在神奧祕的經綸裏，有七件大事[8]。這七件事分別是，（一）神成肉身，（二）基督

的經過人生，（三）基督的釘十字架，（四）基督的復活，（五）基督的升天，（六）

基督的身體，（七）新耶路撒冷，其中頭五件是神經綸的五個步驟，這五個步驟產生第

六件大事，是一個大的結果，就是召會，就是基督的身體；而這五個步驟也產生第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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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是一個終極的完成，就是新耶路撒冷。這使我們清楚看見神經綸裏的這七件大事，

乃是五大步驟產生二面的結果，其終極的完成就是新耶路撒冷。 
3、『神成為人，好使人能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為神』 

  所以我們已經達到整本聖經神聖啟示的最高點，神的經綸就是『神成為人，為要使人

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為神』，這分為二個部分，（一）神成為人的部分，即神成為肉體、為

人生活、釘死、復活、升天。（二）人成為神的部分，即人經過重生、聖別、更新、變

化、模成、得榮、終極完成於新耶路撒冷。 
  『神成為人，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為神』，這句話聽來很簡單，但是到底神怎

樣能成為人，以及如何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為神，就需要我們花工夫來查考聖經。嚴

格的說，這句話就是全部聖經的綱要，全部聖經就是神永遠經綸的說明。猶太人開始讀

舊約，到今天已經三千五百年了；基督徒讀新舊兩約，也有兩千年了。有上億萬的人都

讀過這本聖經。而今日真正聖經的正意、真諦、聖經中的異象，已藉神的經綸這異象向

我們完全開啟。 
  所以『神成為人，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為神』這句話正是神經綸的最佳說明，

而本文並非針對全本聖經作說明，僅是針對使徒彼得的著作與記載中所說到的『這些事』

作論述。 
 

二、在彼得的書信中 
  彼得前書的主題是神行政下的基督徒生活，彼得後書的主題是神聖的供備與神聖的行

政，所以這二卷書有一共同主題就是神的行政，雖然彼得在他的二封書信中說到神的行

政，從主題來看好像神只有管教與審判，但是從他的二封書信的內容來說我們看見到處

滿了神聖的供應，而神聖的供應就是指神的經綸說的，在[2]的信息中，它幾乎引用彼得

前後書三分之二以上的經文，也就是說彼得前後書都在說神的經綸。 
1、彼得前後書的內容 

  從中文恢復本聖經的綱目中，我們可以將彼得前後書的內容簡單的鳥瞰，彼得前書共

分七段，（一）引言─給在三一神工作下，寄居的信徒。（二）三一神完全的救恩及其結

果。（三）生命的長大及其結果。（四）基督徒的生活及其苦難。（五） 長老的牧養及其

賞賜。（六）神大能的手及其目標。（七）結語。彼得後書可分四段，（一）引言─給分

得同樣寶貴之信的信徒。（二）神聖的供備（三）神聖的行政。（四）結語─要防備並在

主的恩典和知識上長大。 
  而以下我們將跟據彼得後書中，特別是彼得後書一章 3 至 12 節和彼得後書三章 16
節，來說明『這些事』與神經綸的關係。 

2、彼得後書中的『這些事』 
a、『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為神』 

  彼得在彼得後書一章 3 節說到：『神的神能，藉著我們充分認識那用祂自己的榮耀和

美德呼召我們的，已將一切關於生命和敬虔的事賜給我們。』，接著在彼得後書一章 4
節說到：『藉這榮耀和美德，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你們既逃離世上

從情慾來的敗壞，就藉著這些應許，得有分於神的性情。』，3 節說到神將生命賜給我

們，4 節說到我們有們有分於神的性情，這生命與性情一點不差乃是指神的經綸說的，

就是『神成為人，為要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成為神』，彼得在這二節聖經經文中告訴我

們，人成為神並非是像神一樣成為敬拜的對象，乃是要我們在生命與性情上與他一樣，

這正是神賜給我們的生命，也是我們有分於神的性情，就是神的經綸。 
b、有分於神的性情與有（擁有）神的性情不同 

  在彼得後書一章 4 節中，說到有分於神的性情（become partakers of the divine 
nature），但有分於神的性情與有（擁有）神的性情不同，當神的兒女得重生之後，我

們就有神的性情，那是在人靈裡的事；然而我們還必須經過生命長大的過程，才能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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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有分於神的性情，這是在人的魂得更新、變化、長大的部分，所以彼得並不是告訴我

們有神的性情，而是說到有分於神的性情，其實這正是前段所提及我們要生命與性情上

成為神的過程，而這過程一點不差就是有分於神的性情的過程。 
c、有分於神性情的路 

  在[9]的信息中啟示我們有分於三一神作我們之分的路，這條路與心中隱藏的人{15}有
關，這隱藏的人就是我們的靈。論到我們的靈，彼得用它獨特的發表『心中隱藏的人』

{15}一辭。這隱藏的人，就是我們人的靈，乃是我們享受三一神作我們之分的憑藉。雖

然彼得只有幾次題到神的靈，但他的用辭很美妙。他在彼前四章十四節說，『你們若在

基督的名裏受辱罵，便是有福的，因為榮耀的靈，就是神的靈，安息在你們身上。』這

裏原文直譯是榮耀的靈和神的靈。榮耀的靈就是神的靈。彼得也說到基督的靈{16}。我

們人的靈作為心中隱藏的人，以及神的靈作為榮耀的靈和基督的靈，乃是我們有分於神

作我們之分的憑藉。 
d、藉生命長大發展，得豐富進入神永遠的國 

  在彼得後書一章 5 至 11 節彼得就說到生命長大的發展，從『信』出發，經由『美德』、

『知識』、『節制』、『忍耐』、『敬虔』、『弟兄相愛』，至終發展到『愛』，這個過程就是生

命長大的過程，至終在彼得後書一章 11 節彼得說到這會使我們豐富充足的進入神永遠

的國。這就是生命長大的發展與結果，就是有分於神的性情，就是我們要生命與性情上

成為神，就是神經綸的完成。 
e、彼得所說的『這些事』 

  在彼得後書一章 12 節彼得就說到『這些事』，彼得後書一章 12 節說：『所以，你們雖

已知道這些事，且在現有的真理上得了堅固，我還要常常題醒你們；』，這裏的『這些

事』就是指著前面生命長大，也就是有分於神的性情，也就是我們要生命與性情上成為

神，並神經綸的完成說的。所以根據彼後一章這一段聖經可以使我們清楚的看見彼得的

思想完全是為著神的經綸，他要將這樣的思想清楚的傳輸給當時的基督徒。不僅如此，

在彼得後書一章 12 節說：『不僅如此，我也要竭力，使你們在我去世以後，時常記念這

些事。』，彼得更提醒此封書信的讀者要常常紀念『這些事』，所以這思想不僅傳輸給當

時的聖徒，也傳輸給今日我們這般神的兒女。 
f、彼得生命長大並所是的彰顯 

  在彼得後書三章 14 至 16 節說：『並且要以我們主的恆忍為得救的機會，就像我們所

親愛的弟兄保羅，照著所賜給他的智慧，也寫了信給你們；他在一切的信上也都是講論

這些事；信中有些是難以明白的，那無學識不堅固的人曲解，如曲解其餘的經書一樣，

就自取毀壞。』，彼得題到保羅的著作以加強自己的著作，特別是關於神對信徒行政和

管教的審判。保羅在他的著作裡，也一再有力的強調神經綸的事，這該是彼得極力推薦

保羅著作的原因。 
  這裏我們要來看二個點，（一）彼得生命的長大與成熟：我們訝異彼得推薦保羅，因

為保羅曾當面抵擋彼得，所以我們要說彼得的度量實在大，因為這不太容易作到，然而

彼得卻作了，可以看出他在一章 3 至 11 節所說的生命長大並發展，並非是說真理而已，

而是說到它自己的經歷，特別它與保羅這一段過去，我們可以從他的生命度量看見他的

成熟。（二）彼得的所是已完全被神的經綸構成：彼得推薦保羅的著作可以看出他只在

意神的經綸，也只有一個被神經綸構成的人，才能很強的說出神時代的心意。 
g、彼得前後書中神的經綸 

  在{3}及[2]中都提及，彼得在他的八章兩封書信裏，說到整個神的經綸，從已過的永

遠，說到將來的永遠，主要從四方面揭示神經綸中重要的事，分別從（一）從三一神一

面，（二）從信徒一面，（三）從撒但一面，（四）從宇宙一面；而『這些事』的中心點，

乃是將包羅萬有的基督，三一神的具體化身供應給人；這三一神經過了成肉體、過人生、

釘十架、復活、升天等過程後，藉著基督的救贖並憑著聖靈的運行，把祂自己分賜給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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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贖民，作他們惟一的生命之分，並生命的供應和一切，好照著父永遠的定旨，建造召

會作基督的身體，總結於三一神完滿的彰顯，就是三一神的豐滿。 
 

三、在使徒行傳中 
  使徒行傳記載了早期使徒們的行動與召會生活的光景，而召會在剛開始建立之初，傳

福音是召會中重要的事，而彼得又是其中最首要的一位，因為神要他作一位得人的漁

夫，以下我們將從彼得三次重要的福音傳揚和在猶太議會前做見證時，他如何將神的經

綸陳明給人，其實就是他所說的『這些事』。 
1、彼得對猶太人的第一篇信息{11} 

a、背景 
  彼得在本次福音傳講中，背景開始於門徒們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並堅定持續的禱告

了十日，因著這樣的禱告便帶進聖靈的工作，並且因著神的主宰天下各國的虔誠人都聚

集到耶路撒冷來；所以當時門徒們都被聖靈充溢並說方言，而且他們所說的都是當時寄

居在耶路撒冷的各國人民所能聽得懂的本地話，這令他們希奇，並且彼此猜疑，不知發

生了甚麼事？還以為這些門徒是喝醉酒了。但是我們今天再看這一段歷史都清楚，這的

確是神經綸的靈藉著他的門徒們所帶進神福音大能的行動。 
b、信息要點 

  全篇信息分為三部分，（一）解釋聖靈經綸的充溢。（二）見證作工、受死、復活、並

升天的耶穌。（三）勸導受靈感的人悔改、受浸、得救。 
  因著門徒們說這些外地人能聽的懂的本地話，他們以為門徒們被新酒灌滿了，所以當

彼得和十一位使徒站起來傳福音時，彼得就先引用了約珥所說的，說到被聖靈澆灌的一

般人，將要說豫言、見異象並作異夢，而門徒們能說他們聽得懂的本地話乃是因為聖靈

澆灌的緣故，接著彼得就把福音轉到主耶穌身上，說到神的經綸中神成為人的這一段，

說到：『主耶穌親自來成為一個人，並在他在地上生活的過程也施行異能、奇事、神蹟，

然後被不法的人釘在十字架上殺了，然後神叫祂復活，因為死不能拘禁祂。』，並且引

大衛的詩作見證，連大衛都知道神的經綸中神要成為人並釘死復活的過程，最後在使徒

行傳二章 36 節，整個福音信息的結語，彼得說：『所以，以色列全家當確實的知道，你

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神已經立祂為主為基督了。』，彼得說完眾人聽了都覺得

扎心。 
c、彼得所說的『這些事』 

  在使徒行傳二章 31 節下半至 32 節，彼得說：『…. 祂不被撇在陰間，祂的肉身也不

見朽壞。這位耶穌，神已經叫祂復活了，我們都是這事的見證人。』，其中『這事』或

可譯為『這位』{17}，彼得在他的福音中所說的『這事』其實就是這位主耶穌，因為『這

事』就是『這位』，其實神的經綸一點不差就是這位三一神自己這活活的人位。 
  彼得在這裏說的『這事』主要是指著他信息中說到主耶穌的部分和他引大衛的詩作佐

證的這二段，前一段說主耶穌的部分，從 22 節至 24 節，說出主耶穌在地上行事、作工、

被釘死、復活這個過程；後一段引大衛的詩，從 25 節至 28 節，特別 27 節下半，『…. 也
不叫你的聖者見朽壞。』，乃是大衛指著主的復活所說的豫言，而這二段就是神經綸中

神成為人的部分。接著 38 節，彼得指出得救的路就是受浸，並且只有如此才能接受所

賜的聖靈，這裏的『接受聖靈』乃是接受神就是主耶穌作生命，所以是神經綸中人在生

命性情上成為神的部分，所以綜觀本篇信息彼得實在是有負擔，要把神的經綸告訴人。 
2、彼得對猶太人的第二篇信息{12} 

a、背景 
  彼得在一次要到聖殿去禱告的時候，在聖殿門口遇見一位瘸腿者向他乞討，原本瘸腿

者僅是向他要一點錢，但是彼得卻告訴他金、銀我都沒有，我只有主耶穌，所以他就奉

主耶穌基督的名叫他起來行走，原本只求賙濟的的瘸腿者，得著了神奇的醫治，便和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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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走著跳著進了聖殿；眾百姓看見這樣的情景，一面為著瘸腿者得醫治讚美神，一面又

覺得滿了希奇驚駭，當然這也給彼得一個傳福音並陳述神經綸的絕佳機會。 
b、信息要點 

  全篇信息分為二部分，（一）見證受死並復活的耶穌。（二）勸人回轉，有分於升天並

再來的基督。 
  因著彼得行了神蹟，眾人就希奇，但彼得並非要人在意神蹟，乃是要人在意神自己，

就是這位主耶穌，所以這又給彼得一次絕佳傳福音的機會，所以彼得又把主耶穌如何經

過人生、被釘死、復活升天的過程，藉福音再向人陳明。 
c、彼得所說的『這些事』 

  在使徒行傳三章 15 節說：『你們殺了那生命的創始者，神卻叫祂從死人中復活了，我

們都是這事的見證人。』，其中『這事』，是指 13 至 14 節中神的經綸說的；25 節下半

更說：『….地上萬族，都要因你的後裔得福。』，神給人最大的福就是他自己，而這生

命進到人裏面能夠長大，那福是更大的，這是神施行他經綸的最大目的。 
3、彼得在哥尼流家對外邦人的信息{13} 

a、背景 
  福音能夠傳向外邦對彼得或是猶太人來說，乃是一件大事，因為猶太人有三項很強的

律法，關乎割禮、守安息日、飲食上的規定{19}，但因著外邦人不守這三項律法，使外

邦人被認為是不潔的，因著猶太人不與不潔的人、事或物接觸，所以猶太人就不與外邦

人來往，避免沾染不潔，而這合乎舊約律法的實行，卻大大影響神新約福音的開展，所

以神為著他的經綸親自作工，興起異象，讓彼得和哥尼流都在他們自己的禱告裏看見異

象，這是神向他們說話，這使他們能以此為憑藉並與神合作，使他們能傳揚福音並接受

福音。於是彼得接受負擔至義大利百夫長哥尼流家，而哥尼流也早就把他的親屬密友召

齊，預備好接受這位真神，於是這重要的一刻就要到來，在哥尼流的家中，福音在神大

能的手下，第一次傳向外邦。 
b、信息要點 

  彼得的信息分為二段，中間卻被聖靈的降臨打斷；彼得的福音開始於神的不偏待人，

原本外邦人沒有資格接受神，但因著主耶穌的緣故人得以接受神，所以彼得就把主如何

受聖靈所膏，周遊各處行善事，與神同工，然後被釘死，三日後復活，並向門徒顯現，

成為審判活人死人的神，這完整神成為人的過程，向他們陳明，當他還要繼續說的時候

聖靈就澆灌在一切聽道的人身上，所以彼得就尊主為大，奉主的名為他們施浸。 
c、彼得所說的『這些事』 

  使徒行傳十章 39 節：『我們就是祂在猶太人之地，並耶路撒冷所行一切事的見證人；

他們竟把祂掛在木頭上殺了。』，這裏的『一切事』，是說到主耶穌在地上的一切行事與

工作，至終被釘死，40 節說到復活，42 節說到祂的得榮耀，因祂是審判活人死人的神，

43 節說到祂成為賜生命的靈，使人得信入他的名，所以這一切都是指神的經綸中神成

為人的過程。 
4、彼得在猶太議會前，所做的見證{21} 

a、背景 
  當召會一日一日的繁增，人數日漸增多，仇敵的迫害也加多，因此使徒們遭受的逼迫

也加多；彼得當然也不例外，他不只一次被捉拿下監，在猶太議會前受審問，被恐嚇，

遭責打，但因著神與他同在，並且被聖靈充溢，使他每次在大祭司面前，都能毫不退縮

放膽講明神的話語，就像主耶穌一樣，愈是有外在的環境與逼迫，愈讓主有機會陳明神

的心意。 
b、見證要點 

  從五章 29 至 32 節，在短短的四節，十句話，彼得就把整個神的經綸都講完了；從主

的釘死，被掛在木頭上，復活，升天，作元首，彼得說他是這些事的見證人，可見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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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的經綸在地上得著了一個擴增，而那個擴增就是彼得。 
c、彼得所說的『這些事』 

  使徒行傳五章 32 節：『我們就是這些事的見證人，神賜給順從之人的聖靈，也是這些

事的見證人。』，其中這些事也可譯為這些話{18}，即時的話，彼得因著被聖靈充滿，

神與他同在，他所說的話就是神的說話，所以神藉彼得把整個神經綸講明了，他不需運

用太多的詞藻，只需用四節聖經節便可，可見彼得全然被這些事所構成。 
5、彼得福音的超越 

  彼得的福音與見證叫人激賞，他不傳福利平安的福音，不告訴人信耶穌上天堂，不告

訴少年人信耶穌可以有好成績，不告訴青年人信耶穌可以家庭美滿、事業順利，不告訴

老年人信耶穌病可得醫治，乃專一的把三一神自己給人，讓人認識神的經綸，這很值得

我們跟隨，也是我們的好榜樣，也難怪那時的福音滿有神的同在，因為那樣的繁增沒有

一點摻雜，完全是高品且純淨的福音，很喜樂召會一開始被興起來的光景就是如此，願

這光景，藉彼得的榜樣，也影響並延續至主今日的召會。 
 

四、在彼得的福音書中 
  在召會初期，馬可福音就被認為是經由彼得口述，馬可筆錄的，所以馬可福音可視為

彼得的福音書{22}，而馬可福音的主題乃是說明這位主耶穌基督是奴僕救主，所以彼得

對主耶穌的珍賞，乃是珍賞祂是像奴僕一樣來服事人。 
  彼得在馬可福音中，詳細記載了主耶穌的生活，主耶穌給他最大的印象就是祂的生

活，他是完全服在神的經綸底下過生活，例如主耶穌的職事開始於至施浸者約翰那裡受

浸，他可以不必受施浸者約翰的浸{23}，因他是無罪的，然而他卻來到約旦河邊受了約

翰的浸，為了盡全般的義{24}，主耶穌在這裏宣告了一件事，祂是一個人，並且只願死

與埋葬；又如，祂也三次向門徒們揭示祂的死與復活{25}，並且至終為了完成救贖，他

親自上了十字架，擔當了我們的罪；所以主耶穌給彼得一個深刻的印象，祂是全能的神，

祂可以照自己意思做許多，但祂卻甘願服在神的經綸下，這也使彼得照主的榜樣生活，

所以彼得才鼓勵我們要服在神大能的手下{20}。 
  神的經綸有二部分，一是神成為人，一是人成為神，本段我們不再對前一部分，神成

為人的部分多作贅述，因為這個部分在前段使徒行傳中，已有相當多的說明，本段將針

對後一部分，人成為神的部分加以說明，主要引用馬可福音第四章中，主耶穌所說的一

個比喻，神國撒種的比喻，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比喻，四卷福音書，有三卷說到這個比喻，

這也是我們在生命長大中重要的比喻。 
1、撒種的比喻經文說明 

a、外在比喻 
  在馬可福音四章 1 至 9 節，主耶穌在海邊向群眾施教，他說了一個撒種的比喻，說到

那撒種的出去撒種，種子被撒在四種不同的土地上，第一種落在路旁，第二種落在土淺

石頭地，第三種落在荊棘裏，第四種落在好土裏。落在路旁的種子，被飛鳥喫了；落在

土淺石頭地的，因為根不深，太陽一出來，便枯乾了；落在荊棘裏的，因為被擠住了，

所以就不結實；只有落在好土的，發苗、長大、結實百倍。這比喻門徒們聽了一頭霧水，

不明白主所說的，所以就問主耶穌。 
b、內在說明 

  馬可福音四章 10 至 20 節，主就向門徒們說明這比喻，這撒種的所撒的就是這道，撒

在路旁的，就是一聽了道，道就被撒但奪去，撒在土淺石頭地，就是聽了道就歡喜接受，

但因為接受的不深，所以遭遇患難或逼迫就絆倒了，撒在荊棘裏的，就是聽了道，後來

有今世的思慮、錢財的迷惑、其他的貪慾，就進來把道全擠住了，就不能結實，只有那

好土，就是聽了道，接受了並且結實百倍。 
2、我們的心成了生命長大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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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段比喻中主是撒種者，祂也是那生命種子，祂把祂自己作為生命撒到我們裡面，

而這土地就是我們的心，我們的心有四種不同的情形，有的是『硬心』，沒有辦法接受

神的話，就被撒但奪去，有的是『無心』，膚淺的接受主，所以患難與逼迫來了，就離

開主，有的是『貪心』，被神以外的事務霸佔，所以生命無法長大與繁增，只有『好心』

的人，在他裡面讓出每一分土地給主，完全接受主的話，使主有路在他心裡長大。 
  而這生命長大的路，也是人成為神的路，只有在這經歷不斷長大的過程中，才能使神

的生命長在我們的心裏，也使神的經綸在我們的身上通行無阻。 
3、彼得所聽見的『這些事』－『許多事』 

   在馬可福音四章 2 節說：『祂就用比喻教訓他們許多事，….』，其中『許多事』是主

說到許多比喻，而這撒種的比喻是其中之一，也是最關鍵的，因為他關乎神的經綸，彼

得聽見主的這話，也就像好土，全然接受，並且讓他長大，至終神的經綸也就構成在彼

得的心裏。 
4、生命的種子在彼得裡面的發展 

  主耶穌所說的關於撒種的比喻，對彼得來說，不僅是記在他的心裏面而已，並且也在

生活中經歷他，所以在彼得後書一章 5 至 7 節，彼得說：『……，在你們的信上，充足

的供應美德，在美德上供應知識，在知識上供應節制，在節制上供應忍耐，在忍耐上供

應敬虔，在敬虔上供應弟兄相愛，在弟兄相愛上供應愛。』，彼得在這裏有一幅生命長

大的圖畫，從信的種子開始，經過六個階段，分別是美德、知識、節制、忍耐、敬虔、

弟兄相愛，至終發展到愛；這是一幅寶貴的圖畫，從我們的『信』作種子開始，藉著『美

德』、『知識』向下扎根，然後因『節制』發展為樹榦，又因『忍耐』與『敬虔』發展為

樹枝，後因『弟兄相愛』而開花，最後因『愛』而結果[10]。 
  這幅圖畫與他在馬可福音四章中撒種的比喻完全一致，主耶穌告訴彼得種子必須撒在

好土裏才得以發展長大，彼得告訴我們這種子藉著我們的信發展長大，至終長成神的

愛，這真是一幅生命樹長大發展的圖畫，也是彼得在經歷中所發表的鐵證。 
 

五、彼得與新約使徒們一致的觀點 
  彼得後書三章 15 至 16 節：『並且要以我們主的恆忍為得救的機會，就像我們所親愛

的弟兄保羅，照著所賜給他的智慧，也寫了信給你們；他在一切的信上也都是講論這些

事；信中有些是難以明白的，那無學識不堅固的人曲解，如曲解其餘的經書一樣，就自

取毀壞。』，彼得在保羅殉道後，向猶太信徒推薦保羅的著作，說他和保羅所說的這些

事是相同的事，這說出他們都是相同的職事。 
  我們在約翰的著作裡，主要的是看見神的愛，彰顯在神的生命裡；在保羅的著作裡，

主要的是看見神的恩，分配在神的經綸裡；在彼得的著作裡，主要的是看見神的義，維

持在神的行政裡。神的生命、經綸和行政，乃是這三位使徒職事的基本結構。生命是出

於愛，經綸是藉著恩，行政是基於義{31}。 
  這指明彼得放膽承認，早期的使徒如約翰、保羅和他自己，雖然風格、辭句、發表、

見地的角度、教訓的陳明，各不相同，但他們都有分於同樣惟一的職事，就是新約的職

事；這樣一個職事的中心點，乃是將包羅萬有的基督，三一神的具體化身供應給人；這

三一神經過了成肉體、過人生、釘十架、復活、升天等過程後，藉著基督的救贖並憑著

聖靈的運行，把祂自己分賜給祂的贖民，作他們惟一的生命之分，並生命的供應和一切，

好照著父永遠的定旨，建造召會作基督的身體，總結於三一神完滿的彰顯，就是三一神

的豐滿{3}。 
 
肆、結論 
  因著彼得被神的經綸充滿，所以當他寫信給四散的猶太信徒時，不論他向何種人，像

是僕人、主人{26}，男人、女人{27}；或是面對不同環境與情形，像是在外邦作寄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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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面對地上的政權{29}，或是面對召會中的弟兄姊妹{30}，他所在意的只有神的經

綸，因為這是基督為他留下的榜樣，也是他的生活，更是他的所是。 
  所以我們實在享受主在我們裡面用生命供應我們，在外面為我們立下榜樣，叫我們有

可跟隨的對象，最後我用二處聖經節結束全文，彼得前書五章 10 節：『但那全般恩典的

神，就是那曾在基督耶穌裡召你們進入祂永遠榮耀的，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

成全你們，堅固你們，加強你們，給你們立定根基。』，彼得後書一章 11 節：『這樣，

你們就必得著豐富充足的供應，以進入我們主和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願主親自

成全我們、堅固我們、加強我們、給我們立定根基，好使我們豐富充足進入祂永遠的國，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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