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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第二章﹕ 彼前二1-10（下） 

 

I. 開場白﹕自我介紹 

A. 想像一下你正遇著一位多年不見的朋友，你要重新一次地介紹自己，你會如何向

這位朋友作自我介紹？在你的自我介紹中，你會包含些甚麼？ 

 

 

II. 我們的身份為何重要？身份的三個層面？ 

A. 過去﹕建基於我們的根植在何處 

B. 現在﹕為我們今天的使命定位 

C. 將來﹕影響我們對明天的期盼 

 

 

小結﹕今天當我們遇到難處或危機時，我們用甚麼原則作抉擇呢？ 

 我們的選擇和我們的身份相稱嗎？ 

 

 

 

III. 觀察彼前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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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you are a chosen race, royal priesthood, a holy nation, a people for [God’s] 

special possession, so that you may proclaim the mighty acts of the one who has 

called you out of darkness [and] into his marvelous light. 

 

A. 「惟有」甚麼？ 

 

B. 誰是「你們」？（彼前二4、8） 

 

 

IV. 彼得如何形容我們的身份 （彼前二9上） 

A. 上帝的拯救 

拯救被擄於巴比倫的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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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四十三20-21） 

 

拯救在埃及為奴的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後、滿了三個月的那一天、就來到西乃的曠野。他們離

了利非訂來到西乃的曠野、就在那裡的山下安營。摩西到上帝那裡、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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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山上呼喚他說、你要這樣告訴雅各家、曉諭以色列人、說我向埃及人所行

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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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去召了民間的長老來、將耶和華所吩咐他的話、都在他們面前陳

明。百姓都同聲回答說、凡耶和華所說的、我們都要遵行。摩西就將百姓的

話回覆耶和華。耶和華對摩西說、我要在密雲中臨到你那裡、叫百姓在我與

你說話的時候可以聽見、也可以永遠信你了。於是摩西將百姓的話奏告耶和

華。耶和華又對摩西說、你往百姓那裡去、叫他們今天明天自潔、又叫他們

洗衣服．到第三天要豫備好了、因為第三天耶和華要在眾百姓眼前降臨在西

乃山上。（出十九1-11） 

 

拯救在主耶穌基督 

 

 

B. 被揀選的族類 （chosen race） 

 這稱謂在新約中只在這裏出現過 

 基督是蒙揀選的房角石，信徒是蒙揀選的族類，身份是同蒙揀選，同是尊貴 

 與彼前一15首尾呼應 

 揀選使信徒於世界有別，但這分別卻勝過世界（羅馬帝國） 

 

C. 有君尊的祭司 （royal priesthood）；彼前二4-5 

 祭司﹕人與神之間的橋樑，是服侍上帝的，可以直接到祂跟前的人 

 君尊的祭司﹕屬於王的，強調他們是上帝國掌權的祭司 

 在舊約時代，作為祭司是利未支派亞倫子孫的特權，現臨到新約的子民身上 

 新約聖經只有彼得前書把這個身份加在信徒身上 

 馬丁路得說得好﹕信徒？？？祭司 

 舊約祭司的特質 

  

  

  

 

D. 聖潔的國度  （holy nation） 

 更好的譯法是「聖潔的民族」；「國度」和「民族」有何不同？ 

 聖潔─指被神分別出來 

 藉聖靈得成聖潔（一2） 

 聖潔是這民族的特性（一15-16）  

你若謹守耶和華你上帝的誡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著向你所起的誓、立

你作為自己的聖民。（申廿八9） 

 

E. 屬上帝的子民 （a people belonging to God） 

 新約上帝子民是藉著耶穌基督所買贖過來 

 是上帝所寶貴，亦是祂所看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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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備註 

 「惟有你們」意味著兩組不同的人﹕「蒙揀選的」和「不蒙揀選的」 

 在蒙揀選的一群中，所強調的是整體的合一性﹕「你們」、「國度」、「子民」 

 參出十九5-6，賽四三20-21，申十15 

 這四個稱謂原指上帝的選民以色列，現指外邦信徒 

 

 

V. 「子民的身份」和「立約」的關係 

A. 帶給我們的安慰及肯定 

B. 從西乃之約看 

 子民的身份的重要性 

 與身份相稱的期望 

 

 

小結﹕選民的身份有為我們帶來生活上實際行為上的改變嗎？ 

 

 

 

VI. 子民的使命（彼前二9下） 

A. 宣揚神的美德 

 「美德」更好的譯法是 「大作為」 

 在賽43章中指神對以色列人的拯救 

 這裏指藉耶穌基督所施行的救贖 

 「宣揚」可以在言語上（三15），亦可以是在行為上（二12） 

 

 

VII. 蒙憐恤的子民（彼前二10） 

A. 何西阿書的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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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23） 

就像上帝在何西阿書上說、那本來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稱為我的子民．本來

不是蒙愛的、我要稱為蒙愛的。（羅九25） 

 

B. 何二23 指以色列人的回轉，這裏則指外邦人被納為上帝的子民 

 

. 

總結﹕彼得藉此信教導當時的信徒進一步認識自己選民的身份， 

從而鼓勵他們作出與身份相稱的行為及生活形式。 

 今天，選民的身份對我們的意義何在？我們清楚被蒙召的使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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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因不順服成為「非我民」、「不蒙憐恤」，我們卻因順服主耶穌而成為

「我民」、「蒙憐恤」 

 

VIII. 彼得前書二4-10小結 

 

2:4a Christ as Living Stone 

2:4b believers as living stones 

 

2:5 believers as spiritual house 

2:6a Christ as cornerstone of the house 

 

2:6b believers never to be shamed 

2:7a the Cornerstone is honor to belivers 

 

2:7b-8a the downfall of those who reject the Living Stone 

2:8b stmbling as the destiny of unbelievers 

 

2:9 the new identity of believers: a chose race, a royal preiesthood, a holy nation, a 

special possession of God 

2:10 believers receive God’s mercy and are his people (with the implication that 

unbelievers do not and are not) 

 

 

IX. 功課 

A. 細讀彼得前書二11-25 

B. 思想「異邦生活」所面對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