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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第一章（下）﹕彼前一13-25 

 

 Like Father, Like Son  

 

I. 彼得在一1-12寫出上帝恩慈的作為後，他在一13至二3跟著作出四個信徒生命上應有

的回應，四個都是帶有命令（吩咐、imperative）的語氣 

A. 彼前一3-12在希臘原文中是一句話，而其中心是一3-4；因此，基督徒是一班新

群體的人，他們的身份可以在四方面表現出來 

 彼前一13     

 彼前一15     

 彼前一22     

 彼前二2      

 

II. 彼前一13 

A. 命令在那裏？ 

 NIV﹕Therefore, prepare your minds for action; be self-controlled; set your hope fully 

on the grace to be given you when Jesus Christ is revealed. (彼前一13) 

 

B. 盼望（to set） 

 主動的盼望，不是被動的盼望（active/passive; proactive/reactive） 

 我們可以怎樣作主動的盼望呢？ 

 

C. 專心（fully） 

 可以不專心（fully）嗎？ 

 耶穌說﹕「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上帝的國。」（路九62） 

 

D. 積極的，不是消極的（Do-s and Don’t-s）， 參林後五1-5 

 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勞苦、並非願意脫下這個、乃是願意穿上那個、好叫

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林後五4） 

 

III. 彼前一14-21  

A.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彼前一16） 

 這經文引自舊約利未記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所以你們要成為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你們也

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穢自己．（利十一44） 

 你曉諭以色列全會眾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是聖潔

的。（利十九2） 

 所以你們要自潔成聖、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你們要謹守遵行我的

律例．我是叫你們成聖的耶和華。（利廿7-8） 

 你們要歸我為聖、因為我耶和華是聖的、並叫你們與萬民有分別、使你們

作我的民。（利廿26） 

 利未記十一至廿章被稱為 Holiness Code，對象不止是祭司，也是全以色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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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什麼是「聖潔」？ 

 條文？原則？文化與時間的限制？ 

 聖潔不單單是道德層面，因死物也可以成為聖潔 

 器皿成為聖潔 

 你要用精金作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圖書之法、刻著、歸耶和華為聖。

（出廿八36） 

 他用精金作聖冠上的牌、在上面按刻圖書之法、刻著歸耶和華為聖。

（出卅九30） 

 當那日、馬的鈴鐺上、必有歸耶和華為聖的這句話．耶和華殿內的鍋必

如祭壇前的碗一樣。（亞十四20） 

 人成為聖潔 

在大戶人家、不但有金器銀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為貴重的、有作為卑

賤的。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

用、豫備行各樣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

公義、信德、仁愛、和平。惟有那愚拙無學問的辯論、總要棄絕．因為知

道這等事是起爭競的。（提後二20-23） 

 

C. 彼前一17-21 

 原文是一句 

 為何我們要聖潔？ 

 一17  我們與上帝的關係是     

 一21  我們與上帝的關係是     

 「父」﹕敬愛﹕我敬愛你，所以我不做 

 「主」﹕敬畏﹕我敬畏你，所以我不做 

 主旨在（Achtemeier） 

Live out the time of your sojourn in reverent fear of God because 

 the God you call upon as Father is nevertheless the impartial Judge of each one’s 

work (i.e., life), including yours; 

 you have been redeemed by the death of Jesus from your former way of life; 

 your faith and hope are the result of God’s eternal plan to raise and glorify Christ. 

 

IV. 彼前一22-25  

A. 命令在那裏？ 

 NIV﹕ Now that you have purified yourselves by obeying the truth so that you have 

sincere love for your brothers, love one another deeply, from the heart. （彼前一22） 

 

B. 「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 

 愛心可以虛假的嗎？什麼是虛假的愛？客氣是否虛假呢？ 

 為愛自己而愛別人；為愛上帝而愛別人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十五13） 

 我們如何可以有「捨命」的心腸和且體的行動呢？ 

 

C. 彼前一22-23   

 為何要「從心裡彼此切實相愛」而不是「從真理裡彼此切實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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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T2 Page 13 

 順從真理以致心裏充滿上帝的愛，這愛就是要我們去彼此切實相愛

（彼前一22） 

 我們重生後得了新的永恆生命，這生命的本質就是愛（彼前一23） 

 換句話說，這就是「表裏一致」的生活見證 

 

D. 彼前一24-25  新生命的源頭 

 這新生命不是人的種子，是上帝的種子（彼前一23） 

 一24-25對比人的種子和上帝的種子 

 經文引自賽四十3-5、6-8、9 

 

有人聲喊著說、在曠野豫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上帝的道。一切山窪都

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為平坦、崎崎嶇嶇的必成為平原。耶

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為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有人聲說、你喊叫罷．有一個說、我喊叫甚麼呢．說、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

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殘、因為耶和華的氣吹在其上．百

姓誠然是草。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的話、必永遠立定。 

 

報好信息給錫安的阿、你要登高山．報好信息給耶路撒冷的阿、你要極力揚聲．

揚聲不要懼怕、對猶大的城邑說、看哪、你們的神。 

 

 以賽亞書四十章跟彼得前書的主題有非常大的關係 

 

V. 思想 

A. 基督徒的身份是甚麼？ 

 

 

 

 

 

 

 

 

 

 

 

VI. 功課 

A. 細讀彼得前書第二章1-10 

B. 思想今天你在靈裏最渴求的是甚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