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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第二章﹕ 彼前二1-10（上） 

 

I. 觀察 

A.  彼前二1-3與第一章的相關性 

  二1 以「所以」作開始，代表與上一章有緊密的聯擊 

  二1-3 與第一章應同屬一個段落 

B.  比喻的應用（嬰孩、靈奶、石頭、靈宮、祭司） 

C.  舊約的引用（在二1-10 短短十節中直接或間接地引用了舊約的六段經文） 

  

II. 四個命令（imperatives） 一13-二3 

A. 彼前一13 專心盼望… （To set hope fully） 

B. 彼前一15 要聖潔 （To be holy） 

C. 彼前一22 切實相愛 （To love one another deeply） 

D. 彼前二2 成長 （To grow in Christ） 

  第三個命令（切實相愛）與第四個命令（成長）都同樣建基於上帝的道上 

  上帝的道是 

 一23﹕      

 一25﹕      

 

III. 第三個命令﹕如何切實相愛？ 

A. 除去一切的惡毒、詭詐、假善、嫉妒、毁謗的話 

  接續彼前一22 「切實相愛」的教導 

  除去這些惡行是「從心裏切實相愛」的具體表現 

  一份能幫助信徒面對迫害、勝過挑戰的愛 

  這些行為背後的動機﹕自我中心 

  這些行為的共通點﹕同樣是引起紛爭、不和、削弱群體的整體合一性 

 與我們的相關性（弗四1-7） 

 

IV. 第四個命令—成長﹕成長的要訣 

A. 如嬰孩愛慕靈奶 

 嬰孩的比喻並非指向信徒信主年日而言，而是指向彼前一23「重生」而言 

 捨棄舊有生活模式後，自然有新生命的出現。一個新生命誕生後，如何維持

其生命活力？ 

 嬰孩的特性 

 積極、主動 （active） 

 持久、不斷 （persistent） 

 定期  （regular, consistent） 

 『嬰孩 → 奶』對比『信徒 → 靈奶』 

 靈奶是指上帝的道（一23-25） 

 活潑（一23） 

 常存（一25） 

 福音（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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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屬靈生命不是靜止的，而是有活力和有成長的，像一個健康的嬰孩。  

不是一個重生、而是每天更新 

今天你在靈裏的渴求是甚麼呢? 仰或是「無慾無求」? 

 

 

V. 彼前二3 「主的美善」 

A. 更好的翻譯是「因為你們嘗過主是美善的」 

Now that you have tasted that the Lord is good. (NIV) 
 

B. 這節經文引自詩篇三十四篇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詩三十四8） 

 

C. 背景﹕大衛在亞吉面前裝瘋，被他趕出去時所作的詩（參撒上二十一章） 

 

D. 信息﹕這是一首感恩詩，那些堅持到底的人，上帝必定拯救他們脫離危險 

 

E. 對聽眾的安慰﹕不要因眼前所受的苦楚而灰心，上帝聽我們在危難中向祂的呼求

（詩廿三6） 

 

 

小結﹕在危難的困境中，信仰扮演甚麼角式呢？ 

楊牧谷﹕「信仰不是用來解釋生命的，信仰是用來承載生命的。」 

 

 

VI. 彼前二4-5  

As you come to him,  

the Living Stone  

who was rejected by human beings  

but chosen [and] precious to God, 

you yourselves  

as living stones  

are being built [into] a spiritual house  

to be a holy priesthood,  

to offer up spiritual sacrifices acceptable to God through Jesus Christ. 
   

A. 彼得再提出揀選這主題﹕「人的選擇」、「上帝的揀選」 

 

B. 「活石」Living Stone 和 「活石」living stones 的平行和非平行 

 

 平行﹕            

 

 非平行﹕           



 生命河靈糧堂主日學 彼得前書  黃萬麟(Nicholas Wong) 
 

  
 13T2 Page 16 

 

C. 「靈宮」（spiritual house）是甚麼？ 

 

D. 主耶穌在惡園戶的比喻後引用的經文（太廿一42-44、可十二10-11、路廿17-18） 

耶穌說、經上寫著、『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主所

作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這經你們沒有念過麼。所以我告訴你們。 

上帝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誰掉在這石頭上、必要

跌碎．這石頭掉在誰的身上、就要把誰砸得稀爛。（太廿一42-44） 

 

VII. 彼前二6-10 的舊約相關經文 

 

彼得前書二 6 

因為經上說、『看哪、我把所揀選所寶

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信靠他的

人、必不至於羞愧。』 

以賽亞書二八 16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在錫安放

一塊石頭、作為根基、是試驗過的石頭、

是穩固根基、寶貴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

不著急。 

彼得前書二 7 

所以他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在那不

信的人有話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

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詩篇一一八 22-23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

頭。這是耶和華所作的、在我們眼中看為

希奇。 

（詩篇一一八是利未人在逾越節宰羔羊時

唱的詩歌） 

彼得前書二 8 

又說、『作了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

石。』他們既不順從、就在道理上絆跌 

以賽亞書八 14-15 

他必作為聖所．卻向以色列兩家作絆腳的

石頭、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

作為圈套和網羅。許多人必在其上絆腳跌

倒、而且跌碎、並陷入網羅、被纏住。 

彼得前書二 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

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上帝的子

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

妙光明者的美德。 

以賽亞書四十三 20-21 

野地的走獸必尊重我、野狗和鴕鳥也必如

此、因我使曠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賜

給我的百姓我的選民喝。這百姓是我為自

己所造的、好述說我的美德。  

 

出埃及記十九 5-6 

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

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

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

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訴以色列

人。  

彼得前書二 10 

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上帝

的子民．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

憐恤。 

何西阿書二 23 

我必將他種在這地、素不蒙憐憫的、我必

憐憫、本非我民的、我必對他說、你是我

的民、他必說、你是我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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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石頭的比喻 

A. 如何形容「石頭」 

 並非被放在一旁的石頭，而是用以作建造工程的石頭 

 不是一般建造工程，而是靈宮的建造 

 

B. 兩種不同的價值標準，兩個不同的工程 

 被主所寶貴 

 被人所厭棄 

  

C. 揀選 

 世人厭棄主耶穌、上帝卻揀選祂 

 世人厭棄信徒、主耶穌卻揀選他 

 

D. 對基督的進一步認識 

 活石  

 房角石—根基、方向 

 降卑（被人所棄） 

 升高（神所寶貴的） 

 成為不信之人的絆腳石 

 

 

 

總結﹕耶穌所經歷的，信徒也將走上同樣的路，我們有心理準備吧，願意嗎？ 

 

 

 

IX.  功課 

A. 思想﹕你如何介紹自己的身份？ 

 

 

B. 思想﹕上帝子民的身份有何重要性？ 

 

 

C. 細讀、思想彼得前書二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