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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第一章（上）﹕彼前一1-12 

 

I. 問安 （一1-2） 

A. 彼得稱呼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庇推尼的信徒為  、 

   和    

 

B. 這三個稱呼使你想到誰？    

 

C. 揀選（Elected、Chosen） 

 彼前二9、出十九1-8 

 上帝的揀選是有目的和使命的 

 

D. 分散（Diaspora） 

 原指散居各地的以色列僑民 

 這裏主要是指外邦基督徒（彼前一18、二10、四3） 

 原先的 Diaspora 是為了什麼原因？上帝在當中有什麼計劃？（賽四九3、5-6） 

 

E. 寄居（Sojourner、Foreigner） 

 參彼前二11、創廿三4、詩卅九12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這

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彼前二11） 

 我在你們中間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們在這裡給我一塊地、我好埋葬我

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創廿三4） 

 耶和華阿．求你聽我的禱告、留心聽我的呼求．我流淚、求你不要靜默無

聲．因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詩卅九12） 

 這字在希臘文舊約聖經中是形容亞伯拉罕、摩西和在埃及地為奴的以色列人 

 思想﹕ 

 「寄居」是一個怎樣的心態？ 

 你曾經「寄居」過嗎？你上一次有「寄居」感覺是那時？是怎樣的情況？ 

 你現在是否經歷著「寄居」的情況？ 

 

F. 彼得在第二節如何形容信徒呢？ 

 

G. 三位一體上帝的角色 

 聖父﹕揀選 （彼前一3-5） 

 聖子﹕救贖、主 （彼前一6-9） 

 聖靈﹕成聖 （彼前一10-12） 

 

H. 「揀選 + 救贖 + 成聖」的目標是     

 

I. 思想﹕ 

 我們有順服主耶穌嗎？我們如何在實際的生活裏順服主耶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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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總結基督徒的身份 

那一個身份對你有特別的提醒、意義？ 

 

 

 

II. 彼得前書一3-12在希臘文中是一句說話，它有著一個非常豐富的信息 

 

III. 頌讚（一3-5） 

A. 「重生」、「活潑的盼望」和「天上的基業」是相關的（一3-4） 

 重生﹕父上帝選擇用什麼途徑來重生我們？（約一18；三6-17） 

 活潑的盼望（Living Hope）﹕ 

 有不活潑的盼望嗎？什麼才是活潑的盼望？ 

 有活潑盼望的生命有什麼特質？ 

 天上的基業（Inheritance）﹕ 

 在那裏？什麼時候得著？ 

 它有甚麼特質？它跟世上的基業有何分別？（參登山寶訓，太六19-21） 

 Beare 說得好﹕the inheritance is untouched by death, unstained by evil, 

unimpaired by time; it is compounded of immortality, purity, and beauty 
 什麼是父上帝的大憐憫？（弗二4-9） 

 重生進入活潑的盼望和天上的基業（a counterculture） 

 「活潑的盼望」對比「建基在虛空上的盼望」 

 基業﹕見到的還是見不到的比較真實？ 

 Instant Gratification vs. Delayed Gratification 
 

B. 信（一5） 

 「信」﹕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來十一1） 

 什麼是「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

望等候上帝的眾子顯出來。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

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入〕上帝兒女自由

的榮耀。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

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裡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

身體得贖。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看的

呢。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羅八18-25）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質〕、直等到上帝之民〔產業〕被贖、使他

的榮耀得著稱讚。（弗一14） 

 

按著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像這樣、基督既然一次被獻、擔

當了多人的罪、將來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顯現、並與罪無關、乃是為拯

救他們。（來九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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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思想（Jobes） 

“Christians in many locales today may not experience social alienation for the name of 

Christ to the extent experienced by the Christians of 1st century Asia Minor or the extent 

Christians in some countries do today. But all Christians need to have their self-

understanding transformed by Peter’s message of the reality of the living hope into which 

they have been reborn.” 

 

 

 

請停下來，默想這三節經文（被前一3-5） 

 

揀選﹕我們是被動的 

信﹕我們是主動的 

 

 

 

 

IV. 重生的苦與樂（一6-9） 

A. 「因此」 

 

B. 為何在困苦中可以「大有喜樂」？（一6-7） 

 困難是暫時的、揀選卻是永恆的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彼前一6）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羅八18） 

 跟隨主耶穌的腳蹤行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為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

跟隨他的腳蹤行（彼前二21） 

 生命的成長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雅一2）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必得生命的冠冕、這是主

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雅一12） 

 被試煉過的信心是真實的信心（genuine faith is tested faith） 

 煉鋼的比喻 

 

C. 「愛祂」（一8）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我們的生命是憑信心、不是憑眼見 

 約二十29﹕耶穌對他說、你因看見了我纔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愛的關係 

 為愛自己而愛自己 

 為愛自己而愛上帝 

 為愛上帝而愛自己 

 為愛上帝而愛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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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一個工整的結構 

 

You rejoice in this 

although you have had to suffer grief 

for a little while now 

in all kinds of trials 

in order that the genuieness of your faith … may be found … ; 

although you have not seen him, yet you love him; 

although you do not see him now, yet you believe in him. 

You rejoice with a glorified joy beyond words 

because you are obtaining the goal of faith, your salvation. 

 

V. 新約信徒實在有福（一10-12） 

A. 我們比眾先知（historically）和眾天使（cosmically）都幸福（privileged）；詩八4 

 

B. 「你們」即是外邦信徒（一10） 

 上帝揀選、拯救外邦人的計劃在舊約中已經表明了 

 

 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萬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尋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榮

耀（賽十一10） 

 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

回、尚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

（賽四十九6） 

 素來沒有訪問我的、現在求問我．沒有尋找我的、我叫他們遇見．沒有稱

為我名下的、我對他們說、我在這裡、我在這裡（賽六十五1） 

 萬軍之耶和華說、從日出之地到日落之處、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在

各處、人必奉我的名燒香、獻潔淨的供物．因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為大

（瑪一11） 

 

C. 外邦信徒所承受的和上帝對以色列的揀選是同一個的計劃；有舊約眾先知在見證 

 

VI. 總結 

 

 

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嗎？ 

這身份的認知跟你的人生目標有何關係？ 

你有好好的活出這身份嗎？ 

 

 

VII. 功課 

A. 細讀彼得前書第一章 

B. 思想「聖潔」是甚麼意思？ 

C. 細讀以賽亞書第四十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