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前書查經
導論
一、作者
關於彼得前書的作者，自十九世紀以來，一直是聖經學者間的爭議所在。反
對作者為彼得的，有以下幾個論點：
1.

彼得前書中的希臘文流暢明快，而彼得不過是在加利利湖以打魚為生的
漁夫，並且使徒行傳中以「原是沒有學問」
（徒 4:13）來形容彼得，因
此可見彼得的教育水準有限，不可能寫出如此優美的希臘文。

2.

如果西拉是本書的代筆人，則更有可能是西拉冒用彼得的名義發出此
信。因為彼得早已於尼祿王手下殉道（約主後 68 年），而到了豆米田
在位時（約主後 95 年）
，西拉想藉助彼得的知名度和殉道精神，去鼓勵
在暴政逼迫下生活的信徒。

3.

如果作者是使徒彼得的話，他應當引用基督的話語來支持其論點，但是
彼得前書並沒有深入地論及耶穌基督生平的言行。

關於以上的論點，簡單回應如下：
1.

以彼得的年紀和背景，不一定是沒有受過良好教育的市井小民。彼得既
然是出身加利利，一個已經有幾百年受希臘文化影響的地方，並且他以
漁業買賣為生，應該會有相當程度的希臘文基礎。此外，徒 4:13 中之
「沒有學問」，並非表示彼得目不識丁，或是未曾受過教育，乃是指他
並沒有正式受教於拉比學校，沒有如文士與法利賽人般的社會地位。相
反地，有事實顯示他是能使用流利的希臘文，例如：他在哥尼流家中傳
道（徒 10:1-48）
。此外，彼得也經常到巴勒斯坦以外的希臘化猶太人中
傳道，例如：加 2:7-9，在此情況下，使用希臘文可說是不可或缺的基
本條件。就算彼得的希臘文程度，不足以寫出希臘文如此優美的彼得前
書，我們仍可相信彼得前書是由代筆人協助彼得完成的。

2.

關於彼得前書的寫作日期是否為豆米田時期，尚有爭議（相關的討論詳
見「寫作日期」
）
。即使是豆米田時期，突然間出現一封以離世多年（相
隔約 30 年）的教會領袖名義發出的信函，並且被眾教會傳閱，勢必引
發懷疑：
「為何彼得的著作會在此時此地出現？」
，此外西拉本身也是具
有知名度的教會領袖（徒 15:22-23）
，並不亞於馬可或路加，他大可以
自己的名義寫作，無須以冒名方式，去達成其寫作目的。

3.

事實上彼得前書有許多是與耶穌基督有關的教導，例 ：如 救贖
(1:2-3)、受苦(2:21-25, 4:1)、復活(3:21)、升天(3:22)和再來(1:7, 13, 20)。
因此，主張彼得前書並未深入論及耶穌基督的生平，實在是流於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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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反對彼得為本書作者的論點缺乏說服力。相反的，支持作者是彼得的
外證和內證，卻是強而有力，說明如下：
1. 內證：
a. 作者自稱是使徒彼得(1:1)
b. 書中所採用之「牧人」(2:25; 5:2)，正好與約翰福音 21:15-17 主耶穌
要彼得牧養主的羊吻合。
c. 彼得本人的名字意思為石頭，並且他也被耶穌基督稱為教會建基其
上的磐石（太 16:18）
。彼得前書同樣是以石頭為題材，並且不是指
著自己，乃是指著耶穌基督為活石、房角石和磐石(2:4, 6-8)，並以
受信人為活石(2:5)。
d. 在卷末，作者自稱馬可為自己的兒子(5:13)，教會傳統中也指出彼得
與馬可有師徒的關係。
2. 外證：
a. 彼得後書 3:1 指出彼得後書本身乃是作者所發出第二封書信，暗示
了第一封信便是彼得前書。
b. 第一世紀末的使徒教父愛任紐(Irenaeus)直接引用彼得前書並說明彼
得為此書信作者。
c. 第二世紀初的士每拿主教坡旅甲(Polycarp)，在寫信給腓立比教會
時，不時引用彼得前書。
d. 亞歷山大的革利免(Clement of Alexandria)間接引用彼得前書，有時
更直接稱此書名，然後引用之。
二、寫作地點與時間
寫作地點明顯是在羅馬城，因為在 5:13 提及彼得自己是在「巴比倫」地，
他更代表當地的教會問候收信人。羅馬城被比喻為巴比倫，在猶太人及早期基督
教的典籍中是常有的。而羅馬被基督徒稱為巴比倫，是由於在尼祿王時對基督徒
的迫害，有如昔日巴比倫對猶太人的逼迫。此外，依照教會傳統，彼得是在羅馬
殉道，因此，寫作地點在羅馬是相當合理的。
既然，我們同意彼得為本書作者，則本書寫作日期當然是在他在尼祿王手下
殉道之前。教父革利免曾指出保羅和彼得同是尼祿王暴政下的殉道者，這也是教
會傳統所一致相信的。尼祿王是在主後 68 年被殺，則彼得前書應該是在此之前
成書。在 4:12 提及有火的試煉臨到，這一點也可反映出尼祿王曾經綑綁基督徒，
然後將他們如火把一樣燃燒。
三、受信人
本都、加拉太、加帕多家、亞西亞和庇推尼(1:1)是小亞細亞西北部的地方，
2

彼得前書查經
北臨黑海，西臨愛琴海。這一帶並非羅馬帝國的核心地帶，此處的居民頗為混雜，
各民族均持守各自原有的宗教傳統，至於當地教會是何時建立，並無確定的資。
料因此，作者彼得與當地教會之間的關係無從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作者從一
些直接或間接的管道，瞭解這些地區的教會實況，所以他能夠對他們有一定程度
的瞭解，並做出適切的教導。
至於受信教會的信徒組成份子，一般而言是主張「外邦信徒為主，猶太裔信
徒為次」
。因為書信中引用許多舊約的概念，例如：
「分散…寄居的」(1:1)、稱耶
穌基督為「…房角石，安放在錫安」(2:6)、稱受信人為「祭司」(2:5, 9)等，因此
可能教會中的外邦信徒，原本便與猶太教有所接觸，甚至是加入猶太教。此外，
書信中所反映之受信人社會階層，包括自由人(2:16)、為奴的(2:18-20)、丈夫不
信主的婦女(3:1-6)等，但是並未提及富有人和為主人者所應有之生活態度，故此
可推論受信教會信徒群體，以社會基層人士為主。
四、目的
本書信主要是勸勉當時的信徒，雖然外在環境敵視基督教，但仍應堅持自己
乃是上帝所揀選，是聖潔並且等候主基督再來的末世性彌賽亞群體。同時鼓勵信
徒並非採取避世隱居的生活態度（如昆蘭社團）
，而是積極實踐所領受之普世福
音使命，藉著聖潔生活領人歸主。同時也提醒信徒在與非信徒群體來往時，必定
會遭受排斥、毀謗，甚至是受苦，並且以基督的受苦來鼓勵信徒「為義受苦」！
五、大綱結構
1.問安與感恩(1:1-12)
2.我們的身份—
君尊的祭司(1:13-2:10)
3.我們的態度—
在世寄居者(2:11-3:12)

4.我們的見證—
在苦難中謹守(3:13-4:19)

5.我們的安慰—
因祂顧念我們(5:1-11)
6.末了的問安(5:12-14)

a.問安(1:1-2)
b.感恩(1:3-12)
a.順服以致於聖潔(1:13-21)
b.彼此相愛的生活(1:22-2:3)
c.異端與貪財的謬誤(2:4-10)
a.在世寄居者(2:11-12)
b.在世生活的教導(2:13-25)
c.家庭生活的教導(3:1-7)
d.信徒生活的教導(3:8-12)
a.為義受苦(3:13-17)
b.基督的受苦—義者代替不義(3:18-22)
c.因受苦而得勝(4:1-6)
d.信徒群體的生活樣式—彼此相愛(4:7-11)
e.今日的受苦與末日的審判(4:12-19)
a.領袖與順服(5:1-6)
b.謹守與儆醒(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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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安與感恩(1:1-12)
分段大綱
1:1-2 問安

1:3-12 感恩

v.1a 自我介紹
v.1b-2a 對受信人身份的說明
v.2b 問安
v.3-5 救恩的盼望
v.6-7 經過試驗，更加寶貴
v.8-9 因信愛主
v.10-12 救恩的預示

重要字詞
1. 「分散…寄居的」(1:1)：原文為 parepidh,moij diaspora/j，
「分散」和「寄居」
都是引用自舊約的概念，前者是源自以色列被擄，後者則是源自亞伯拉罕（創
23:4）
，而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的狀況，也被形容為「寄居者」
（出 22:21, 23:9）
。
此外，在舊約中「寄居」也被用來指稱上帝子民在上帝面前的生活。（代上
29:14-15）
2. 「揀選」(1:2)：原文為 evklektoi/j。原文中「揀選」一詞是在 v.1，用來指出信
徒「分散寄居」
，是出於上帝的揀選，與世界分別，而非像以色列人因悖逆上
帝而受審判，遭外邦所擄。
3. 「以致順服耶穌基督，又蒙他血所灑的人」(1:2)：原文為 eivj u`pakonh.n kai.
r`antismo.n ai[matoj VIhsou/ Cristou/，直譯為「以致於順服，並且被灑上耶穌基
督的血」
。在舊約中，
「灑血」是用於立約（出 24:3-8）
、膏立祭司（出 29:21；
利 8:30）
，以及長大痲瘋的病人痊癒後的潔淨（利 14:6）
。而「順服」和「灑
血」並用，在出 24:3-8 有類似的用法：先是以色列民承諾遵守聖約中的要求，
然後摩西將血灑在百姓身上（出 24:6-8）
。
討論題綱
1:1-2

1. v.1b-2a 作者如何表達受信者的身份？

1:3-12

2. v.3-4 作者指出信徒所得之「活潑的盼望」是？而信徒如何獲得此「活
潑的盼望」？
3. v.6 作者為何說信徒是「大有喜樂」
，同時又是「暫時憂愁」？
4. v.7 作者指出信徒信心被試驗的目的是？
5. v.8-9 作者如何鼓勵勸勉信徒？
6. v.10-12 作者如何從昔日和現今的角度來論述關於「救恩」之事？

生活應用與分享
◎在今天的經文中，對你有何提醒或是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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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身份—君尊的祭司(1:13-2:10)
分段大綱
1:13-21 順服以致於聖潔

1:22-2:3 彼此相愛的生活

2:4-10 異端與貪財的謬誤

1:13 回應救恩的生活態度
1:14-16 順服以致於聖潔
1:17-21 聖潔生活的根據
1:22 彼此相愛的生活
1:23-25 藉上帝的道而重生
2:1-3 愛慕靈奶
2:4-5 信徒獨特的身份
2:6-10 進一步的說明

重要字詞
1.

「要約束你們的心」(1:13)：原文為 avnazwsa,menoi ta.j ovsfu,aj th/j fiavoi,aj
u`mwn，直譯為「要束緊你們心思的腰」
。
「束腰」在聖經中有時作比喻式的使
用，有預備妥當的含意。

2.

「經上記著說…」(1:16)：引證經文為利 19:2。

3.

「凡有血氣…」(1:24-25a)：引證之經文為賽 40:6-8。

4.

「因為經上說…」(2:6)：引證經文為賽 28:16

5.

「匠人所棄的石頭…」(2:7)：引證經文為詩 118:22

6.

「又說：作了絆腳的石頭…」(2:8)：引證經文為賽 8:4

7.

「惟有…」(2:9)：引用經文為出 19:5-6 與賽 43:21

8.

「你們從前算不得…」(2:10)：引用經文為何 2:23

討論題綱
1:13-21

1. v.13-16 作者如何勸勉信徒過聖潔生活？
2. v.17-21 作者如何論述信徒敬畏度日之生活態度的根據？為何作者要
從末世的角度加以論述？與 v.13-16 的關係是？

1:22-2:3 3.

v.22-25 作者引證賽 40:6-8 所要強調的是？與 v.13-21 的關係？

4. v.1-3 作者提出什麼來類比信徒的成長？這與 1:22-25 的關係是？
2:4-10

5. v.4-5 作者在此指出信徒有何獨特的身份？
6. v.6-8 作者引證詩 118:22 和賽 8:4 所要強調的是？
7. v.9-10 作者為何能將出 19:5-6、賽 43:21 和何 2:23 應用於信徒身上？

生活應用與分享
◎在今天的經文中，對你有何提醒或是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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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態度—在世寄居者(2:11-3:12)
分段大綱
2:11-12 在世寄居者
2:13-25 在世生活的教導
3:1-7 家庭生活的教導
3:8-12 信徒生活的教導

2:13-18 順服掌權者
2:19-25 效法基督，為主受苦
3:1-6 妻子順服丈夫
3:7 丈夫敬重妻子
3:8-9 信徒生活的教導
3:10-12 引證經文

重要字詞
1.

「在鑒察的日子」(2:12)：原文為 evn h`me,ra| evpiskoth/j，直譯為「在監督的日
子」NASB 譯為 in the day of visitaiton，NIV 譯為 on the day he visit us，是指
。
基督顯現實施最終的審判和拯救的時刻（參 1:7）

2.

「按情理」(3:7)：原文為 kata. grw/sin，直譯為「按著知識」
，NASB 譯為 in
an understanding way，NIV 譯為 in the same way be considerate，指信徒應有
的生活原則與根據。

3.

「因她比你軟弱」(3:7)：原文為 w`j avsqeneste,rw| skeu,ei，直譯為「如同較軟
弱的器皿」
。NASB 譯為 as with someone weaker，NIV 譯為 treat them with
respect as the weaker partner，因為對比的雙方是夫妻，並且作者也指出二者
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因此「軟弱」較可能是指生理狀況的比較。

4.

「因為經上說…」(3:10-12)：本段引自詩 34:12-16，但經作者約略調整，對
照如下：
彼前 3:10-12

詩 34:12-16

10

12

11
12

人若愛生命，願享美福
需要禁止舌頭不出惡言，嘴唇不說詭詐
的話。
也要離惡行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因為主的眼看顧義人，主的耳聽他們的
祈禱，
唯有行惡的人，主向他們變臉。

13

14
15

16

有何人喜好存活，愛慕長壽，得享美福
就要禁止舌頭不出惡言，嘴唇不說詭詐
的話
要離惡行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耶和華的眼目看顧義人，他的耳朵聽他
們的呼求，
耶和華向行惡的人變臉，要從世上除滅
他們的名號。

討論題綱
2:11-12

1.

v.11-12，作者對信徒所提出的勸勉是？為何作者要再次提醒信徒是
「客旅、是寄居的」？

2:13-25

2.

v.13-15，作者指出信徒「要順服的一切制度」的理由是？這和徒 5:29
是否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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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3:8-12

3.

v.16-18，作者所提出的信徒生活原則是？和 v.13-15 的關係是？

4.

v.19-25，作者如何勸勉信徒面對受苦？這和 v.16-18 的關係是？

5.

v.1-6，作者對身為妻子者的教導包含哪些部分？

6.

v.7，作者對身為丈夫者的教導著重於？

7.

v.8-9，作者所提出的總結歸納是？請與羅 12:9-18 進行比較。

8.

v.10-12 作者引證詩 34:12-16 所要強調的是？

生活應用與分享
◎在今天的經文中，對你有何提醒或是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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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見證—在苦難中謹守(3:13-4:19)
分段大綱
3:13-17 為義受苦

v.13 善無惡報
v.14-16 預備為義受苦
v.17 因行善受苦

3:18-22 基督的受苦—義者代替不義

v.18 基督受苦的榜樣
v.19-20a 基督宣告復活與得勝
v.20b-21 洗禮的預表與實體
v.22 基督現今的地位與工作

4:1-6 因受苦而得勝

v.1 受苦的心志
v.2-4 人的情慾 vs.上帝的旨意
v.5-6 審判的意義

4:7-11 信徒群體的生活樣式—彼此相愛 v.7-8 末日處境的生活原則
v.9-11 末日處境的生活實踐
4:12-19 今日的受苦與末日的審判

v.12-14 因受苦歡喜
v.15-16 受苦：錯誤 vs.正確
v.17-19 受苦：對上帝家的審判

重要字詞
1.

「藉這靈」(3:19)：原文為 evn w|，
- 直譯為「藉此」或「在此」
，更恰當的翻譯
可能為「在這時候」
。

2.

「在監獄裡的靈」(3:19)：指被上帝所拘禁之靈界的靈體，可能是創 6:1-4
中的「神的兒子們」
，即墮落的天使。他們與人的女子結合，所生的後代正
是洪水事件中悖逆不信的人。

3.

「死人」(4:6)：指因信仰受苦而殉道的信徒。

4.

「造化之主」(4:19)：原文為 kti,sth|，即「創造主」
。

討論題綱
3:13-17

1. 在 v.14-16 中，作者勸勉信徒要以什麼態度及準備來面對受苦？
2. 作者在 v.17 所提出的論點你同意嗎？為什麼？

3:18-22

3. 在 v.18-22 中，作者論及基督受苦的榜樣(v.18)、洗禮(v.21)和基督現今
在上帝的右邊(v.22)，這對於勸勉信徒面對因信仰受苦有何意義？

4:1-6

4. 在 v.2-4 中，作者如何對比信徒今昔的生活？這和作者在 v.5-6 所論述
之終末審判的關係是？

4:7-11

5. 在 v.7-8 中，作者提出末世處境的生活原則是？和 v.1-6 的關係是？
6. 在 v.9-11 中，作者提出哪些末世生活的實踐方式？這些實踐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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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7-8 所提出的原則有何關係？
4:12-19

7. v.12-14 中，作者指出因受苦而喜樂的原因是？
8. v.15-16 中，作者對比哪兩種原因的受苦？
9. v.17-19 中，作者為何要強調「審判要從上帝的家起首」？

生活應用與分享
◎在今天的經文中，對你有何提醒或是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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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安慰—因祂顧念我們(5:1-11)&
末了的問安(5:12-14)
分段大綱
5:1-6 領袖與順服

v.1-4 對領袖的勸勉
v.5-6 學習順服

5:7-11 謹守與儆醒

v.7 將憂慮交給神
v.8-9
v.10-11

5:12-14 末了的問安
重要字詞
1.

「牧長」(5:4)：原文為 avrcipoi,menoj，直譯為「大牧人」
。NASB, NIV, NRSV,
ESV 均譯為 Chief Shepherd，在此即指主耶穌基督。

2.

「年長的」(5:5)：原文為 presbute,roij，即 5:1 的「長老」
。NASB, NIV, NRSV,
ESV 均譯為 elder（即長老）
。

3.

「因為上帝阻擋…」(5:5)：可能是引用箴 3:34：
「祂譏誚那好譏誚的人，賜
恩給謙卑的人。」

4.

「你們要自卑」(5:6)：原文為 tapeinw,qhte，直譯為「要使你們自己謙卑」
。

5.

「你們要將一切憂慮卸給上帝」(5:7)：可能是引用詩 55:22：
「你要把你的重
擔卸給耶和華」
。
「卸」原文為 evpiri,yantej，原意為扔、投擲，引伸為將自己
所關注的轉移。

6.

「務要謹守」(5:8)：原文為 nh,yate，直譯為「你們要清醒」
。nh,fw（nh,yate
的原型）原意為清醒，在新約中僅出現為喻意，用以指在思想和靈性上沒有
放縱、魯莽或混亂等。新漢語譯本譯為「你們要頭腦清醒」；NIV 譯為 Be
self-controlled；NET 譯為 Be sober；ESV 譯為 Be sober-minded。

7.

「如同吼叫的獅子」(5:8)：可能是引用詩 22:13「牠們向我張口，好像抓嘶
吼叫的獅子」
。

8.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5:9)：原文為 w|- avnti,sthte stereoi. th|/ pi,ste，
直譯為「你們要抗拒他，在信心上是堅定的。」

9.

NIV: Resist him, standing firm in faith.
NET: Resist him, strong in your faith.
ESV: Resist him, firm in your faith.
「眾弟兄」(5:9)：原文為 avdelfo,thti，直譯為「信徒團契」。作者在此並不
是使用「弟兄」(avdelfo,j)的複數，而是 avdelfo,thj（avdelfo,thti 的原型）
，為
要強調信徒群體的整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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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經歷」(5:9)：原文為 evpitelei/sqai，直譯為「被實現」
（被動不定詞）
。evpitele,w
（evpitelei/sqai 的原型）原意為完成、達到目標。
11. 「成全」(5:10)：原文為 katarti,sei，直譯為「恢復」
。
12. 「巴比倫」(5:13)：在此應是用來指羅馬帝國的首都羅馬城。
討論題綱
5:1-6

1.

作者在 v.1 如何陳述自己的身份？這和他以下的勸勉有何關係？

2.

在 v.2-6 中，作者對長老和年輕信徒的勸勉分別是？這兩方面的勸勉
有何關係？

5:7-11

5:12-14

3.

在 v.7-9 中，作者提出哪些勸勉？這些勸勉彼此之間的關係是？

4.

作者在 v.10 所提出的安慰是什麼？和本書哪些主題有關？

5.

在 v.12 中，作者再次強調「你們務要在這恩上站立得住」的目的是？

生活應用與分享
◎在今天的經文中，對你有何提醒或是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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