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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 成為聖殿（2：1-10） 

 

復習 彼得前書第三課 分別為聖  

應用問題：13-25节彼得提出了许多神的命令。请從其中選擇一個，作

為這個星期的應用。 

1. 要約束你們的心（原文作束上你們心中的腰）。 

2. 要謹慎自守。 

3. 要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 

4. 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的時候，那放縱私慾的樣子。 

5. 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聖潔。 

6. 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 

7. 當從心裡彼此切實相愛。 

 

本課經文： 

2:1 所以，你們既除去一切的惡毒、（或作陰毒）詭詐，並假善、嫉妒，

和一切毀謗的話，2:2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

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2:3  你們若嘗過主恩的滋味，就必如

此。 2:4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神所揀選、所寶貴的。

2:5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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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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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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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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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他們絆跌都因不順從道理）他們這樣絆跌也

是預定的。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

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2:10  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從前未曾蒙憐恤，現

在卻蒙了憐恤。 

 

第一段: 彼得前書 2:1-3, 要愛慕神的話 

2:1 所以，你們既除去一切的惡毒、（或作陰毒）詭詐，並假善、嫉妒，

和一切毀謗 2:2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

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2:3 你們若嘗過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問題 1-1: “所以”: 連接因果的詞. 請問,第一章中，其它表明因果的句子

還有那些？ 

問題 1-2: 2: 1 的 “所以” 的因是什麼? 果是什麼? 

問題 1-3: “既除去一切的惡毒、…”意謂我們 “已經” 除去一切的惡

毒、…了嗎? 若不是，該如何解釋 “既除去” 這三個字？ 

問題 1-4: 純淨的靈奶指的是什麼？ 

問題 1-5: 彼得用“才生嬰孩”來做比喻，你認為他是要強調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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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6 如何理解 “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 

問題 1-7: 彼得認為我們怎麼樣才會這麼強烈地渴慕神的話語？ 

 

問題 1-1: “所以”: 連接因果的詞. 請問,第一章中，其它表明因果的句子

還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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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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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從心裡（從心裡：有古卷是從清潔的心）彼此切實相愛。  

問題 1-2:  “2: 1 的所以”的因是什麼? 果是什麼? 

 因是: 

1:23你們蒙了重生,…, 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 

 果是: 

說法一: 

 要除去一切惡毒、一切詭詐、虛偽、嫉妒和一切毀謗的話 

 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 

[新譯本] 2:1 所以要除去一切惡毒、一切詭詐、虛偽、嫉妒和一切毀謗

的話，2:2 像初生嬰孩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好叫你們靠它長大，進入救

恩；2:3 因為你們已經體驗過主是美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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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V]2:1 Therefore, rid yourselves of all malice and all deceit, 

hypocrisy, envy, and slander of every kind.2:2 Like newborn 

babies, crave pure spiritual milk, so that by it you may grow up 

in your salvation,2:3 now that you have tasted that the Lord is 

good. 

說法二:  

 另一個表明因果的句子。 

 你們既除去…就要… 

[KJV] Wherefore laying aside all malice, and all guile, and 

hypocrisies, and envies, and all evil speakings, 2:2  As 

newborn babes, desire the sincere milk of the word, that ye may 

grow thereby:  

[ASV] Putting away therefore all wickedness, and all guile, and 

hypocrisies, and envies, and all evil speakings, 2:2  as 

newborn babes, long for the spiritual milk which is without 

guile, that ye may grow thereby unto salvation;  

 說法二(另一個表明因果的句子)應該是更接近原文的意思, 因為第一

節和第二節裡的主要動詞是“要愛慕”（命令式），第一節中的“除

去”是分詞，用來修飾主要的動詞的。所以，“除去”的意思就有多

種的理解。中文的翻譯會給人一種印象：基督徒們已經除去了一切的

惡毒…….但是，我覺得這不是彼得的意思。彼得應該是勸大家“要愛

慕”靈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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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3:  “既除去一切的惡毒、…” 意謂我們 “已經” 除去一切的惡

毒、…了嗎? 若不是，該如何解釋 “既除去” 這三個字？ 

類似問題: 

 為什麼彼得說我們是 “既作順命的兒女” (1:14). 這意謂我們都是

順命的兒女嗎? 

 為什麼彼得說我們是 “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心，以致愛弟兄

沒有虛假”，就當從心裡（從心裡：有古卷是從清潔的心）彼此切實

相愛。(1:22) 這意謂我們都是已順從真理, 潔淨了自己的心嗎? 

 

 在 “既” 後面，加上 “要”, 或 “願意” 二字，應該更合理。 

 (因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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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們既(要/願意)除去一切的惡

毒、（或作陰毒）詭詐，並假善、嫉妒，和一切毀謗的話，就要愛慕

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

救。 

 因為我們(已經)蒙了重生(1:23)，(已經)聽信了福音(1:23,1:25)，所

以，我們是 “要/願意” 做 順命的兒女(1:14)，是 “願意” 順從

真理 (1:22), “願意” 順服耶穌基督(1:2), 雖然我們時常做不到。 

 “惡毒、詭詐”等表現是得救之前的“放縱私慾的樣子”，不是已經

除去了，而是要除去！ 這個意思與 1：14節的意思是一致的，也是連

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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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先肯定我們都有一顆願意的心，然後，告訴我們如何才能做到。

就是 “要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叫你

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 

問題 1-4: 純淨的靈奶指的是什麼？ 

 神活潑常存的道 (1:23) 

 福音 (1:25 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 

問題 1-5: 彼得用“才生嬰孩”來做比喻，你認為他是要強調什麼？ 

 愛慕的強度 

問題 1-6 如何理解 “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 

 屬靈生命成長, 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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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 1：5 與 2：2,  “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應該是 “愛慕神

話語” 的人. 神的話，帶著能力. 神藉著祂的話來保守我們。 

 神的話語, 使我們有能力活出 “與蒙召的恩相稱” 的行為，來証明

我們屬靈生命的成长, 來証明我們是得救的。  

以弗所書 4:1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

的恩相稱. 

腓立比 2:12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

我在你們那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

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問題 1-7: 彼得認為我們怎麼樣才會強烈地渴慕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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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過主恩的滋味 

 主恩的滋味，不僅僅是主話語的甜美，也包括從主話語而得著的自

由，釋放，安慰，醫治，... 

約翰福音 8:32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第一段小結 

我們重生，是由於聽信了福音，所以，我們要愛慕神的話。神的話，

帶著能力，神必藉著祂的話，保守我們，脫離一切惡毒，詭詐，直到

主再來。體會過神話語的甜美，經歷過神話語的能力的人，必會愛慕

神的話語。 

這也與第一章，彼得勸信徒要預備好自己，專心仰望耶穌基督的顯現

一致。如何預備好自己？第一章，彼得告訴我們不要放縱私慾，要聖

潔，要存敬畏的心度日，要彼此切實相愛。第二章，彼得進一步告訴

我們，如何才能做到這些，首先就是要愛慕神的話. 

 

第一段思考問題: 

 “愛慕那純淨的靈奶” 能幫助我們“除去一切惡毒、一切詭詐、虛

偽、嫉妒和一切毀謗的話”嗎?  為什麼？ 

 我渴慕神的話語嗎？ 

 我嘗過主恩的滋味嗎？  

 嘗過主恩滋味的人，有沒有可能不渴慕神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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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描述一下，“主恩的滋味”嗎？ 

 怎麼樣才能嘗到主恩的滋味呢？ 

 

第二段: 彼得前書 2:4-8, 要像活石  

2:4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神所揀選、所寶貴的。

2:5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

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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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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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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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他們絆跌都因不順從道理）他們這樣絆跌也是預定

的. 

 

問題 2-1: 復習.  請問第一章中有那些與“活”(living) 有關的經文？ 

問題 2-2: 活石的 “活” 給了人一種什麼樣的感受？ 

問題 2-3: 為什麼說 “主乃活石”? 

問題 2-4: 我們像活石是什麼意思？ 

問題 2-5: 什么是靈宫？ 

問題 2-6: 什么是靈祭？  

問題 2-7:  我們為什麼/怎麼/什麼時候 會像活石？ 

問題 2-8:  活石對於人的兩種關係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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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9:  “房角石” 是什麼意思? 

問題 2-10: “匠人” 指的是誰？ 

問題 2-11: “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又是什麼意思?  

問題 2-1: 第一章中有那些與“活”(living)有關的經文？ 

 1:3 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 活的盼望，是指確實的，不會落空的，真實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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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话永存不朽，大有能力) 

問題 2-2: 活石的 “活” 給了人一種什麼樣的感受？ 

 “活”就是有生命的. 

 石頭是沒有生命的。活的東西是不能做石頭的，除非他甘心，樂意。   

問題 2-3: 為什麼說 “主乃活石”? 

 有好幾處新約聖經把耶穌比喻成石頭。 

弗 2:19-22  19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

家裡的人了； 20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

自己為房角石， 21  各（或作：全）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

主的聖殿。22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太 21:42-44  42耶穌說：「經上寫著：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

頭塊石頭。這是主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這經你們沒有念過

嗎？43  所以我告訴你們，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那能結果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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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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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9:30-33  30這樣，我們可說什麼呢？那本來不追求義的外邦人反

得了義，就是因信而得的義。31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義，反得不

著律法的義。32  這是什麼緣故呢？是因為他們不憑著信心求，只憑

著行為求，他們正跌在那絆腳石上。33  就如經上所記：我在錫安放

一塊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這些經文都很類似，因為都是引用相同的舊約經文。 

賽 8: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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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 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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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118:22「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23 這是耶和

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 

 主是活石，因為祂就是生命的源頭，祂也把祂的生命與我們分享，使

我們也成為活石 

 石頭代表堅固，力量，不改變。象徵耶穌是我們的倚靠，力量，避難

所.  

 耶穌基督甘心順服父神，為父神所用, 成為神人之間的中保，獻上自

己為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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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 2:5-8 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像，不以自己

與神同等為強奪的；7 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

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

上。  

 

問題 2-4: 我們像活石是什麼意思？ 

 我們要像耶穌一樣，甘心被神建造成衪可以居住的，屬靈的宮殿，被

神塑造成聖潔的祭司，來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主耶穌如何被猶太人所丟棄，為神所寶貴，信徒亦同樣不為世人所認

識而遭逼害苦待，但卻是神所揀選所寶貴的。 

 

問題 2-5: 什麼是靈宫？ 

 靈宫: 即聖靈掌管的聖殿, 教會.  

 靈宫: 所有單塊的活石被聯絡起來、建造起來的. 

 靈宫: 是“被建造”起來的. 一塊一塊的活石，若不能甘心樂意被神

所使用，神就不能建立能住在其中的教會。 

 靈宫: 是強調教會的見證，不是個人的見證 

 

問題 2-6什麼是靈祭？ 

 神所悅納的靈祭: 甘心樂意所擺上的禱告, 敬拜,和事奉 

 新約中的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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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以身體獻上的活祭（羅 12: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

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

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o 以頌讚獻上為祭（來 13:15 我們應當靠著耶穌，常常以頌讚為祭

獻給神，這就是那承認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o 以善事獻上為祭（來 13:16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

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 ） 

o 以愛心的“饋送”為祭獻上（腓 4:18 …因我從以巴弗提受了你

們的餽送，當作極美的香氣，為神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 ） 

o 以捨己的愛心獻上為祭（弗 5:2 也要憑愛心行事，正如基督愛我

們，為我們捨了自己，當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獻與神。） 

o 以禱告獻上為祭（啟 8:3另有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

壇旁邊。有許多香賜給他，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

金壇上。 ）。 

o 以得救的靈魂獻上為祭（羅 15:16 使我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

役，作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獻上的外邦人，因著聖靈成為聖潔，

可蒙悅納。） 

 這是新約祭司們在這靈宮中應當有的經常活動 

問題 2-7 我們 什麼時候/怎麼樣 會像活石？ 

 來到主面前 

 林後 3:18  我們眾人既然敞著臉、得以看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裡

返照、就變成主的形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靈變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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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8:  活石對於人可以有那兩種關係? 

 對於信的人，是寶貴的房角石。 

 對於不信的人，是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 

問題 2-9  “房角石” 是什麼意思? 

 蓋房子的基準。決定房子方位。 

 弗 2:19-22  19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

家裡的人了； 20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

自己為房角石， 21  各（或作：全）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

主的聖殿。22  你們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為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 

問題 2-10 “匠人” 指的是誰？ 

 不信的以色列人領袖 

問題 2-11 “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又是什麼意思?  

 對不信的人來説，十架的道理是愚拙的, 成為他們追求神的障礙。 

 

第二段小結 

第一段講個人要愛慕神的話。這一段講每個個人要靠耶穌而聯合成教

會。 

前一段，彼得勸信徒要以愛慕神的話來預備自己，專心仰望基督的再

來。這一段，彼得又進一步要信徒以 藉著“來到主面前”, 成為活

石，與主內肢體，一同甘心樂意被神建造成有神同在的教會，成為新

約中的祭司，靠著主耶穌基督，以感謝，讚美，行各樣的善事為祭，

來預備自己，盼望主耶穌的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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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思考問題: 

 我如何來到主面前? 

 我甘心樂意與主內肢體一同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

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嗎? 

 耶穌基督在我心中真的寶貴嗎? 

 

第三段: 彼得前書 2:9-10, 神揀選我們的目的 

2: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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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從前未曾蒙憐恤，現

在卻蒙了憐恤。 

問題 3-1: 2:9  是如何描述重生得救的人的？這些描述, 給人什麼樣的感

受? 你覺得彼得為什麼要這樣子描述我們？ 

問題 3-2: 2:9  是如何描述神的？ 你覺得彼得為什麼要這樣子描述神？ 

問題 3-3: 神揀選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問題 3-4: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奇妙”給你一種什麼樣的感受？ 

問題 3-5: 神揀選我們是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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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1: 2:9  是如何描述重生得救的人的？這些描述, 給人什麼樣的感

受? 你覺得彼得為什麼要這樣子描述我們？ 

 被揀選的族類 

 有君尊的祭司 

 聖潔的國度 

 屬神的子民 

 這些描述給人很被重視,很有價值,很尊貴,很榮耀的感受.  

 彼得這樣描述我們,是要給我們動力及力量去宣揚神的美德。 

羅 1:16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問題 3-2: 2:9  是如何描述神的？你覺得彼得為什麼要這樣子描述神？ 

 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那一位. 

 若不是因為神，我們現在還是在黑暗之中。 

 彼得要我們心存感恩地來宣揚神的美德。 

問題 3-3: 神揀選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 神) 的美德. 

問題 3-4: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奇妙”給人一種什麼樣的感受？  

 NIV: wonderful, KJV: marvelous, NASB: marvelous 

 驚奇，意外 

 林前 2:9  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

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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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驚訝於神帶領我們所進入的光明時，我們就會更主動，更願意

去宣揚神的美德. 

問題 3-5: 神揀選我們是出於… 

 神的憐恤 

 參考經文 

o 1:3 …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

們… 

o 可 6:34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如同

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開口教訓他們許多道理。 

第三段小結   

 出於神的憐恤，神揀選了我們，重生了我們，使我們脫離黑暗勢力的

挾制，進入衪愛子耶穌基督光明的國度，成為尊貴的祭司，屬神的子

民。 

  祂這麼做，一面是為了我們的好處，一面是為了祂的榮耀，使我們甘

心樂意去宣揚祂，同時使更多人來認識衪，經歷祂，宣揚祂。 

  神不僅給我們使命，也給我們動力與能力。這動力與能力的來源，是

祂的話，是藉著來到主面前。與第一段，第二段相互應。 

 

第三段思考問題 

 我如何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 

 我覺得我所得到的救恩奇妙嗎 ？ 

 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那一位有那些美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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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否真心感受到我今日成為神的兒女，是出於神 的憐恤？ 

 

第四課 應用問題 

 請找時間回憶，並記下“主恩的滋味” 。 

 每個人來到主面前的方法可能不大一樣。請按著你覺得神喜悅的方

法，試著每天至少一次來到主的面前。 

 請試著每天盡一次“有君尊的祭司”所該盡的責任，藉著耶穌基督，

獻上神所喜悅的靈祭。(參考問題 2-6,新約中的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