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得前書 

第一章（1:1-25） 

 

彼得前後書與雅各書，約翰壹、貳、參書，及猶大書被分類為新約的「一般書信」。本書作者為使徒彼

得，著於尼祿迫害羅馬基督徒之前不久（65AD），可能是寫於羅馬。彼得前書寫成時，尼祿對基督徒的殘

酷迫害剛要開始（參 2:14, 3:13），但彼得大概已預計迫害會臨到，想預先給羅馬以外的教會有所準備，以

防大屠殺同樣臨到他們。本書主題為苦難中的盼望。 

 

1. 救恩的源頭（1:1-2） 

1:1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細亞、庇推尼寄居的， 

1:2 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著聖靈得成聖潔，以致順服耶穌基督，又蒙他血所灑的人。願恩惠、平安

多多地加給你們。 

 

1-2 我們成為基督徒乃是三一真神同工的結果﹕由父神的揀選開始，經過聖靈的感動，認罪悔改，接

受耶穌為主，因此蒙主寶血潔淨，罪得赦免，而且在生活上願意順服基督的帶領。因此父的揀選乃

是一切恩典的源頭。 

 

1 在這短短的問安中，彼得提到很多關於揀選的真理。 

第一提到揀選的條件。 

「寄居的 paroikos」彼得提醒這些信徒他們不但是蒙神揀選屬天的子民，他們暫時也是地上的居

民。Paroikos 是形容在異鄉寄居，但心卻無時不想家的人。基督徒也是如此，無論身處何方，眼睛

總是朝向上帝，心也永遠忠於上帝。所以他的讀者是分散在各地的基督徒。彼得寫信的目的是安慰

當時正在受逼迫的基督徒，提醒他們是蒙神揀選的。 

 

第二提到揀選的範圍。 

「分散（diaspora）」是一個專用名詞，獨指那些由於被擄的緣故而流亡於巴勒期坦以外各地的猶

太人而言。非地域性的（不是只有耶路撒冷或猶太人才被揀選），而是普世性的（分散）。 

 

2 第三提到揀選的源頭。 

「照父神」揀選完全出於神的主權，揀選也是完全出於神的愛 (弗 1:11) 。耶穌也教導揀選的真理 

(約 6:44) ，因此彼得指出基督徒是父神所揀選的。 

「先見 foreknowledge」不單單是知道未來的事情 (knowledge of the future) ，更是指神的永恆，預

定，愛，和拯救的用意。本節的預知不是說神預先知道誰會接受救恩，而是說神預先知道祂會揀選

誰；它也包括神的旨意和目的（參摩 3:2; 徒 2:23; 羅 8:28-30, 11:2; 林前 8:3; 加 4:9）。因此認為

「神看到將來誰會接受救恩而揀選他」的說法是不太符合聖經原則的。它認為﹕1 人的決定勝過神的

主權 (約 15:16)；2 人在自己的得救有功勞（我決定相信），並分享神的榮耀 (弗 2:8-9)；3 假設墮落

的人能尋求神 (羅 3:11)。 



 

第四提到揀選的結果。 

「得成聖潔」有些學者認為聖靈在救恩的工作上所作的都包括在「得成聖潔」裏。「得成聖潔」使

我們在得救的時候地位上分別為聖，與罪和世界隔絕 (2:9-10) 。而聖靈在我們得救以後繼續使我們

的生活也成聖 (林後 7:1) 。基督徒生活的起點與終結，都是聖靈的工作。 

 

第五提到揀選的保障。 

「蒙他血所灑」蒙耶穌基督的血所灑好像舊約時摩西灑血在以色列人身上。出 24:5-8 就將「灑血」

當成是立約的憑據。藉著耶穌的捨身流血，基督徒便與上帝立了一個新的約，是堅立到永遠的，過

去的罪完全被潔淨。 

 

第六提到揀選的目的。 

「順服耶穌基督」是神揀選的目的，它的具體表現就是行善 (弗 2:10)。因為只有神的旨意是善良純

全可喜悅的，所以行善就是順服神的旨意並實行出來。這裡的順服耶穌基督是指我們得救的時候所

立下的心志（決志禱告）。一個真正的基督徒雖然在生活中還沒有完全順服主，但在心裡有順服的

意願 (羅 6:17-18, 7:22 按我裏面的意思）。神的選民便是根源於神那永恆、有目的的先見；藉著聖

靈蒙召和悔改；並以順服基督為一生的目標。 

 

基督徒是什麼人？和三一真神的關係是什麼？ 

本段提到那些揀選的真理？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神的「先見」和「預先知道未來的事情」是相同的意思嗎？有什麼區別？ 

神揀選我們的最終目的是什麼？對我有什麼提醒和勸勉？ 

 

2. 救恩的喜樂（1:3-9） 

1: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

們有活潑的盼望， 

1:4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1:5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1:6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 

1:7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

讚、榮耀、尊貴。 

1:8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1:9 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 

 

3「照自己的大憐憫」憐憫是相對於罪人悲哀可憐的狀態 (弗 2:1-3)。  

神的憐憫使人從悲哀變為喜樂 (狀態的改變)。 

神的恩典使人從有罪變為無罪 (地位的改變)。 



「重生了我們」耶利米指出人已經習慣作惡，不可能行善，而且是越做越惡 (耶 17:9)。因此為了使

罪人能領受永恆的基業，我們必須有生命的改變，就是重生。 

「活潑的盼望」重生的結果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這是在主裡的盼望，就是羅 5:1-2 所說的榮耀的

盼望。 

 

4「基業」這裏的基業所指的是天上的產業。 

「不能朽壞」不會失去，不會被毀壞。「不能玷污」沒有污點，沒有污染。「不能衰殘 – fade 

away」好像花凋謝或被蟲蛀了。 

這產業到底是甚麼呢？可以是指上帝本身（詩 16:5, 73:23-26），也可以是指著神的國（太 25:34 於

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產業）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

國』。 

「存留在天上」代表它是固定的，有人看守的，也是肉眼不能見的。 

 

5「蒙神能力保守」不至於失去資格。 

「末世要顯現的救恩」這裡的救恩乃是指救恩的完成，包括我們身體的改變，得獎賞，得基業。 

 

6「因此」是指 1:3-5 信徒因有永恆存留的基業而大有喜樂。 

「百般的試煉」代表試煉之不同方式，正如神的恩賜一樣 (4:10) 。 

「暫時」表示這試煉很快就會過去。  

 

6-7「憂愁」聖經不否認試煉給人帶來痛苦。我們不是鴕鳥，把頭埋在土裡面，假裝看不到危險。 

「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我們承認有苦難試煉，但在試煉中我們仍然喜樂，這就

證明真正的信心，比被火煉過的金子更寶貴。 

 

8「愛他…信他」這是喜樂最主要的原因，因為我們和基督有美好的交通，這交通是由對基督的愛

和信而來。基督徒因為與主有親密的關係，而滿有榮光和說不出來的大喜樂。 

 

9「靈魂的救恩」很多基督徒不知道自己現在是否得救。天主教徒、回教徒也是一樣。但彼得告訴

這些信徒說他們現在已經得救了。因此得救是現在的事，不是將來。一個人信主之後靈魂就得救了

（新的生命）。不但如此，將來連我們的肉體也要得救。 

 

「重生」是什麼意思？有什麼重要性？ 

我們如何能夠重生？重生的結果是什麼？ 

神為我們存留了什麼基業？有什麼特點？ 

這基業對我有什麼意義？對我今天的生活有什麼影響？ 

我是否確定自己已經得救？如果我今天死亡，我會去哪裡？ 

 

3. 救恩的回應（1:10-17） 



1:10 論到這救恩，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早已詳細地尋求考察， 

1:11 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裏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是指著甚麼時候，並怎樣的時

候。 

1:12 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傳講（原文是服事）的一切事，不是為自己，乃是為你們。那靠著從天上

差來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現在將這些事報給你們；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 

1:13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原文作束上你們心中的腰〕謹慎自守、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

給你們的恩。 

1:14 你們既作順命的兒女，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的時候那放縱私慾的樣子。 

1:15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1:16 因為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1:17 你們既稱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為審判人的主為父，就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 

 

10「預先說…尋求考察」舊約的先知預言將來要來的恩典，然後詳細的尋求考察神所應許的救恩。

他們已經得到救恩的應許，只是沒有看到它的完成，沒有看見肉身的耶穌，也沒有與祂有關係。雖

然他們預言了彌賽亞，他們卻不完全了解基督的生，死，和復活。因此他們詳細的尋求考察。 

 

11「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聖靈啟示給先知的內容主要是基督的受死與復活。 

 

12「不是為自己，乃是為你們」先知們乃是向人預報上帝拯救的信息。先知們自己不能親自看見預

言的應驗，但只要傳給世人，讓後人能經歷預言的應驗，他們也就滿足了。 

「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天使也不明白救恩，他們也願意詳細察看。天使有參與神的拯救計

劃，但他們沒有被救贖，因此他們很有興趣地觀看。 

 

13「所以」總結前面所說的活潑的盼望。從理論進到應用。要在意志上決心， 而不是情感上。 

這裡彼得提出三個勸勉﹕ 

a「約束你們的心」prepare your mind for action，隨時準備作深度的思考。在思考的過程中，我們可

能要放棄某些意見，也可能會犯一些錯誤。但是經歷過考驗的信仰是鞏固的，也沒有人可以奪去。 

b「謹慎自守 keep sober in spirit」維持敏銳的判斷力。基督徒很容易被標新立異的思想（異端）所

引誘，沒有定見而隨波逐流。但我們既深知本身所信的，便應該站立穩固，在邪風異俗的衝擊下，

作中流砥柱。 

c「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盼望主耶穌基督第二次來帶來的恩典。 

 

彼得這裡告訴我們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生活的二大對比： 

14「順命的兒女」順命的兒女就是聽從神的命令的人，與悖逆之子相反。我們明白神的旨意，所以

可以作順命的兒女。但那些不認識神的人，被魔鬼弄瞎了心眼，卻是蒙昧無知，不知道神的旨意。 

 

15-16「既是聖潔…你們要聖潔」我們有一個新生命，能夠過一個聖潔的生活。世人卻是放縱私

慾，過一個淫邪放蕩的生活。當時的社會中，嬌奢淫樂，貧富懸殊。在希臘及羅馬，同性戀極為普



遍，且被認為是很正常的活動。但召我們的神既是聖潔的 (Holy One)， 我們也必須聖潔 (利

11:44)。也就是要與世界分別出來，不隨從當時的風俗習慣。 

 

17「存敬畏的心」基督徒稱上帝為父，祂不但是慈愛的，也是公義的，將來要公正地審判世上所有

的人 (林後 5:9-10) 。因此我們要存敬畏 (in fear) 的心度日，免得失去獎賞。 

 

神的啟示是什麼？它的中心是什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神的啟示？ 

我們既然有活潑的盼望，在生活上應該如何表現？為什麼要盼望耶穌基督顯現？ 

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最大的對比在哪里？順命和聖潔對我們有什麼重要性？ 

我在哪裡看見神的慈愛？我在哪裡看見神的公義？ 

 

4. 救恩的奇妙 (1:18-25) 

1:18 知道你們得贖，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 

1:19 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1:20 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神知道的，卻在這末世才為你們顯現。 

1:21 你們也因著他，信那叫他從死裏復活、又給他榮耀的神，叫你們的信心和盼望都在於神。 

1:22 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心，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就當從心裏（從心裏：有古卷是從清潔

的心）彼此切實相愛。 

1:23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 

1:24 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 

1:25 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 

 

18「虛妄的行為 (futile way of life)」徒然的，無用的，無價值的存在。不論是猶太教或其他宗教都

一樣，只是表面功夫，和救恩毫無關聯。因著這種傳統就產生了這種「虛妄行為」的生活。 

「能壞的金銀」舊約神數點人數時向以色列人要贖價，預表基督的救贖 (出 30:11-16)。 

 

19「基督的寶血」是唯一的贖價。這血是屬於無瑕疵無玷污的真羔羊 (利 22:19)。逾越節的羔羊有

兩重意義：從奴役中得著釋放，從死亡中得著拯救。將人從罪惡與死亡中釋放出來，耶穌必須付出

生命的代價。 

 

20「預先被神知道的」神在創世前就計劃好，不是人墮落後的緊急措施 (徒 2:23) 。我們通常以為上

帝先是創造者，然後是救贖主；就是說當上帝創了世界以後，人因犯罪而墮落，上帝便設法透過耶

穌來施行拯救。但這段經文卻明顯的告訴我們，在上帝還沒有創造世界以前，祂已經預定耶穌成為

我們的救贖主了。上帝的救贖，是在創世以前已經確立了。 

「末世才為你們顯現」 顯現是過去式，即基督的道成肉身 (加 4:4) 。 

 

21「死裏復活」證明祂成為贖罪的祭物並完成了神的救贖。 



「給他榮耀的神」祂復活後升天，坐在神的右邊，證明祂已經得勝。新約經常將十字架與復活兩者

相題並論；凡提及基督的犧牲，一定也會提到祂的得勝。 

「信心和盼望」這裡提到雙重祝福: 在主裏的信心和盼望 (在於神, in God)。透過耶穌的死，人類便

從奴役及死亡的束縛下得到釋放；但透過祂的復活，我們能對上帝有信心與盼望。 

 

22「順從真理」即得救的意思。 

「潔淨自己的心」過去已經得潔淨，而現在仍然在不斷的潔淨中（過去式但仍然在進行）。 

「切實 fervently」竭力的。就是對弟兄們有誠懇、恒久的愛。 

 

23「蒙了重生…藉著…道」基督徒的重生不是人為的，而完全是神的工作。約 1:13 這等人不是從

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的。 

「不能壞的種子」種子是生命的來源，不能壞的種子是永生的來源，是神活潑常存的道 (雅 1:18) 。

神是藉著道的種子進入人裏面，使他重生。 

 

24-25 是引用以賽亞書 40:6,8。人的生命，不論普通的草或美麗的花，都是短暫的，惟有神的道是

永存的，就是福音。 

 

神的救贖是人墮落後的緊急措施嗎？神在什麼時候就決定救贖我們？ 

聖經經常將十字架與復活兩者相題並論，有什麼特別意義？兩者分別代表什麼？ 

神的道和世上其他的事物最大的區別在哪里？我是如何看神的道？ 

對於今天的查經，我有什麼感想和領受？請每人至少分享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