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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彼得前書引言（1：1-2） 

09/10/2021 

 

• 彼得前後書查經計劃 

09/10  第一課 彼得前書引言（1：1-2）何曉彤牧師 

09/17  第二課 活潑的盼望（1：3-12）何曉彤牧師 

09/24  第三課 分別為聖（1：13-25）仝月華姊妹 

10/01  第四課 成為聖殿（2：1-10）陳華梅弟兄 

10/08  第五課 世人面前的見證（2：11-25）仝月華姊妹 

10/15  第六課 家中的見證（3：1-7）伍沛長老 

10/22  第七課 受苦中的見證（3：8-22）陳華梅弟兄 

10/29  第八課 與基督一同受苦（4：1-19）何曉彤牧師 

11/05  第九課 個人的責任（5：1-14）伍沛長老 

11/12  第十課 彼得後書引言（1：1-2）何牧師；神的呼召（1：3-11）陳華梅弟兄 

11/19  第十一課 神的聖言（1：12-21）仝月華姊妹 

11/25 Thanksgiving Day 

12/03  第十二課 警惕假師傅（2：1-22）伍沛長老 

12/10  第十三課 主必再來（3：1-16）仝月華姊妹 

12/17  第十四課 在恩典和知識上長進（3：17-18）何曉彤牧師 

 

• 參考資料 

1. Frist and Second Peter,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2. The Letters of James and Peter, by William Barclay 

3. 陳終道：彼得前後書 

4. 王國顯：彼得前後書，猶大書總要 

5. 蒙召的人生：彼得前後書 （漁夫查經系列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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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聖經概覽：彼得前後書 

7. 彼得前後書，聖經簡報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cVVE7SpU  

8. 彼得前後書，Bible Project (讀聖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XwASQTaWkI&t=4s  

9. John Piper, Desiring God: https://www.desiringgod.org/scripture/1-peter/1/labs or on 

youtube 

10. 淡江教會莊育銘牧師：彼得前後書 https://youtu.be/-Kq2Jmt8e-4 

11. 聖經綜合解讀 : https://cmcbiblereading.com/ 

12. Study & Obey:    https://studyandobey.com/   

13. 多媒體聖經學苑:  https://fungclass.fhl.net/smartphone.html  

 

• 彼得前書鑰節：彼得前書 1:13-16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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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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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16  因為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 本課經文： 

彼得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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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西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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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多多的加給你們。  

 

• 彼得前書簡介 

1. 作者：使徒彼得 

2. 地點：“巴比倫”（5：13），應該是指羅馬城 

a. 馬可跟隨彼得在“巴比倫”。彼前 5:13  在巴比倫與你們同蒙揀選的教會問你們

安。我兒子馬可也問你們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cVVE7Sp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XwASQTaWkI&t=4s
https://www.desiringgod.org/scripture/1-peter/1/labs
https://youtu.be/-Kq2Jmt8e-4
https://cmcbiblereading.com/
https://studyandobey.com/
https://fungclass.fhl.net/smartpho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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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同一時期，保羅提到馬可在羅馬。歌羅西書 4:10  與我一同坐監的亞里達古問

你們安。巴拿巴的表弟馬可也問你們安。（說到這馬可，你們已經受了吩咐；

他若到了你們那裡，你們就接待他。）  

3. 寫作時間：主後 63-64 年 

4. 收信人：分散在小亞細亞各地的基督徒，以外邦的信徒為主要對象 

5. 本書寫作目的：堅固那裡的教會，勸勉他們當如何面對各種的逼迫。有人稱這本書是

一本“大使手冊”，是出使到一個敵對國家的福音使者的必備。 

6. 地圖： 

 

 

• 思考問題 

 

1. 收信人與彼得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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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二次宣教旅行中，聖靈禁止保羅在這裡做工。使徒行傳 16:6  聖靈既然禁止他們

在亞西亞講道，他們就經過弗呂家、加拉太一帶地方。7  到了每西亞的邊界，他們

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穌的靈卻不許。8  他們就越過每西亞，下到特羅亞去。  

b. 第三次宣教旅行中，保羅在這個地區做工。使徒行傳 19:10  這樣有兩年之久，叫一

切住在亞西亞的，無論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都聽見主的道。 

c. 聖經中雖然沒有記載彼得在這裡的工作，但是從彼得前後書的內容推斷：彼得與這

個地區的基督徒有很深的生命上的連接。 

 

2. 收信人面臨的處境怎樣？彼得為什麼需要寫這封信呢？ 

a. 教會正在面對並且即將面對逼迫的主題貫穿整本書： 

i. 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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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彼前 3:14  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

慌；（的威嚇：或作所怕的）  

iii. 彼前 3:16  存著無虧的良心，叫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

誣賴你們在基督裡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  

iv. 彼前 4:12  親愛的弟兄啊，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奇怪（似乎是

遭遇非常的事）  

v. 彼前 4:19  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為善，將自己靈魂交與那信實的

造化之主。  

vi. 彼前 5:9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

經歷這樣的苦難。  

b. 所以，彼得寫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要安慰和堅固面臨逼迫的教會。 

 

3. 今天我們所生活的社會當中，有哪些敵視基督徒的現象呢？你知道哪些基督徒受到逼迫的

事例呢？ 

 

 

4. 彼得是如何描述基督徒的呢？這與本書的寫作目的有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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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庇推尼寄居的，  

b. 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 

c. 藉著聖靈得成聖潔 

d. 以致順服耶穌基督 

e. 又蒙他血所灑的人 

 

5. 還有哪些經文提到“寄居的”？ 

a. 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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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彼前 2: 11  親愛的弟兄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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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希伯來書 11:13  這些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卻從遠處望見，

且歡喜迎接，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14  說這樣話的人是表明自己

要找一個家鄉。15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16  他們卻羨

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並不以為恥，因為他

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d. 腓立比書 3:20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

臨。  

 

6. 請描述一下寄居者的心情。寄居者可以從哪裡得到恩惠和平安呢？ 

a. 寄居者在他鄉有一種漂泊在外的感受，有時候甚至會居無定所。 

b. 寄居者會不適應當地的生活，會水土不服。如果一直不能適應當地的生活，會很想

念自己的家鄉。 

c. 在地上，我們都是選擇離開家鄉，來到異國他鄉作寄居者的，大多數人是為了追求

更好的生活。然而，作為天國在地上的寄居者，是在我們重生得救之後才意識到自

己有一個更美的家鄉。這個更美的家鄉不是我們原來的家鄉，也不是我們現在所住

的地方，而是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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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什麼時候離開寄居地，不是我們能夠選擇的，要聽候主耶穌的安排。在地寄居的日

子當如何度過呢？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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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並且我們知道，上帝依然留我們在地上是有使命要完成的！ 

 

7. “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是什麼意思（請參照附錄）？父神揀選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a. 誰是被揀選的呢？ 

i. 從前只有以色列人 

ii. 如今是指所有在基督裡重生得救的人 

b. 怎麼揀選的呢？ 

i. 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的 

c. 揀選的目的是什麼呢？ 

i. 成為聖潔 

ii. 順服基督 

 

8. 在舊約中，哪三種情況下血會灑在人的身上？ 

a. 在西奈山下以色列人與神立約的時候。出埃及記 24:8  摩西將血灑在百姓身上，

說：「你看！這是立約的血，是耶和華按這一切話與你們立約的憑據。」  

b. 亞倫和兒子們承擔祭司的職任的時候。出埃及記 29:21  你要取點膏油和壇上的血，

彈在亞倫和他的衣服上，並他兒子和他兒子的衣服上，他們和他們的衣服就一同成

聖。  

c. 大痲瘋病人得醫治之後。利未記 14:3  祭司要出到營外察看，若見他的大痲瘋痊愈

了，4  就要吩咐人為那求潔淨的拿兩隻潔淨的活鳥和香柏木、朱紅色線，並牛膝草

來。5  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把一隻鳥宰在上面。6  至於那隻活鳥，祭司要把

他和香柏木、朱紅色線並牛膝草一同蘸於宰在活水上的鳥血中，7  用以在那長大痲

瘋求潔淨的人身上灑七次，就定他為潔淨，又把活鳥放在田野裡。  

d. 小結：我們是在耶穌基督所立的新約當中，承擔祭司的身份，並且靠著基督罪得赦

免和潔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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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根據這兩節經文，受苦的基督徒當如何在主基督裡得安慰？ 

受苦的基督徒當明白自己在基督裡的新身份： 

a. 知道我們在地上是寄居者 

b. 明白是三位一體的神拯救了我們：神的揀選不改變，聖靈的能力（藉著各樣的環

境、試煉）幫助我們成聖，我們能夠活出以基督為主的樣式。 

 

10. 學了這一課之後，你將會如何應用所學到的真理呢？有如下幾個建議： 

a. 開始關注並了解當今世界各地遭逼迫的基督徒的情況，並找機會跟人分享我所了解

的。 

b. 選擇一個受逼迫的基督徒家庭，開始為他們禱告並關懷他們。 

c. 留意觀察我身邊有需要的肢體（例如：靈性軟弱的，身體生病的，或者面對其它難

處的），開始為他們代禱，並發一個信息安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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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關於神的揀選 

1. 與“揀選 (election)”相關的概念：預定 (predestination)、預知 (foreknowledge)、旨意 (will)、

預旨 (decree) 

 

2. 相關經文： 

a. 以弗所書 1:11  我們也在他裡面得了基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做萬事的，照著

他旨意所預定的， 

b. 羅馬書 8:29-30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

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

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c. 羅馬書 9:11  （雙子還沒有生下來，善惡還沒有做出來，只因要顯明神揀選人的旨

意，不在乎人的行為，乃在乎召人的主。）  

d. 帖撒羅尼迦後書 2:13  主所愛的弟兄們哪，我們本該常為你們感謝神；因為他從起

初揀選了你們，叫你們因信真道，又被聖靈感動，成為聖潔，能以得救。  

e. 彼得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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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多多的加給你們。  

f. 彼得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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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彼得前書 5:13  在巴比倫與你們同蒙揀選的教會問你們安。我兒子馬可也問你們

安。  

h. 彼得後書 1:10  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

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  

i. 約翰福音 15:16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

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他就賜給你們。  

j. 以弗所書 1:4  就如神從創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

聖潔，無有瑕疵； 

 

3. 傳統教義中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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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威敏斯特小要理問答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上帝的預旨是：祂按

己意所意旨的永恆計劃，根據此計劃，祂預先定下一切要發生的事。』 “His 

eternal purpose according to the counsel of His will, whereby, for His own glory, He hath 

foreordained whatsoever comes to pass.” 

 

b. 瓦典西信條（Waldensian Creed）：「神從敗壞與定罪之中拯救那些他在創世以前

所揀選的人，並不是因為在他們裡面預見任何良善的性情，信心，或聖潔的行為，

乃是因為神在他兒子耶穌基督裡顯出他恩慈，意旨和公義。」 

 

c. 英國教會（Church of England）的三十九條信經(Thirty-nine Articles)，在第十七條論

預定(Predestination)和揀選是這樣說的：「預定得生是神的永恆目的，按此目的他

在創世以前，用他隱秘和恆常的意旨，規定要救那些在基督裡，從人類中所揀選出

來的人，脫離咒詛刑罰，並藉基督引導他們得永遠的拯救，使他們歸於自己，如同

寶貴的器皿。所以凡蒙神這樣大恩的人，照著神旨，到了規定的時候，必蒙聖靈感

召﹔他們因恩典而順服召命﹔他們白白地得稱為義，他們被接納作神的義子﹔他們

得以有他獨生子耶穌基督的形像﹔他們敬虔地行善，最後靠神的慈悲，得享永

福。」 

 

d. 浸信會（Baptist Church）的信條中：「第三十八條：神憑著他的預旨，為了彰顯他

的榮耀，預定一些人與天使藉耶穌基督得永生，這都是叫他榮耀的恩典得著稱讚﹔

留下其餘的人，受他們的罪所應得的刑罰，這都是叫他榮耀的公義得著稱讚。如此

被預定的這些天使和人，是特別被指定的，他們的數目是確定的，既不增多，也不

減少。預定得永生的這些人，是神在創立世界以前，按照他永恆不變的意旨，和他

的隱秘並他所喜悅的旨意，在基督裡揀選他們得永遠的榮耀，這完全是出於他白白

的恩典和慈愛，絕不是在人類當中預先有什麼條件或原因，使他這樣揀選他們。」 

 

 

4. 神的揀選的特點： 

a. 揀選是絕對的、永遠的、個人的、會生出好的結果（司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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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揀選的真理帶給基督徒們的應用（Paul Enns）： 

1) 我們當為上帝的智慧、能力、和慈愛而讚美祂 

2) 我們當完全信靠這位全能的神 

3) 我們當為救恩而喜樂 

4) 面對一個動蕩的世界，我們會有心中的平安，因為知道上帝掌管一切 

5) 上帝會審判人的罪，雖然人的罪不會改變上帝的預旨 

6) 在上帝面前，我們完全沒有任何驕傲的理由 

 

5. 對揀選的真理的挑戰 

a. 如果都是上帝的揀選和預定，人還要為自己沒有得救和犯罪負責嗎？ 

b. 如果都是上帝的揀選和預定，我們為什麼還要傳福音呢？ 

 

6. 進深閱讀材料： 

a. The Moody Handbook of Theology, by Paul Enns, pp203-209 

b. 《論神的揀選》，司佈真

http://xybk.ifuyin.tv/Books/CC_Spurgeon_Sermons/b5/election.htm  

 

http://xybk.ifuyin.tv/Books/CC_Spurgeon_Sermons/b5/election.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