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1:1-2:10彼得強調基督徒生活在世上的獨特的群體，
獨特身份，是與世界分別出來的另類的群體。2:9 
清楚地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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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特的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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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上有一使命：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
妙光明者的美德。



神國度子民應有的生活表現(2:11-4:11)

1.如何對待外邦人
（2:11-12）
2.如何對待政府
（2:13-17）
3.如何對待主人
（2:18-25）

4. 如何對待丈夫
（3:1-6）
5. 如何對待妻子
（3:7）
6.  如何對待一般弟兄
（3:8-12）



I. 如何對待外邦人（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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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毀謗你們
是作惡的，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在鑒察的日子歸榮
耀給神。



A. 一個呼籲：異鄉人(aliens) (2:11a)

11a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是客旅，
是寄居的。

1:1，17 寄居的。
不屬於這地方，異鄉人，在外邦
世界中，覺得我們是異類的，非
我族類的，奇怪的。因而有毀謗/
抵毀的說話，受到攻擊或歧視。



11b 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這私慾是與
靈魂爭戰的。

1: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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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知道你們得贖，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
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
2:1 所以，你們既除去一切的惡毒、詭詐，並假善、嫉
妒，和一切毀謗的話，



神的子民（基督徒）
生活在不信的世界中，
其生活的原則：

以正直的品行（端正的行為）來顯
明自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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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都是用行動（生活
的見證）來「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2:12)

12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
行端正，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
惡的，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在鑒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



II. 如何對待政府（2:13-17）

13 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
王，
14 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
15 因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善，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
的口。
16 你們雖是自由的，卻不可藉著自由遮蓋惡毒，總要作神
的僕人。
17 務要尊敬眾人，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同樣的原則，應用在對政府的態度：
以前的社會，有一簡單的認信，
「君權神授」，認為皇帝之權來自
神。故此，巿民的相應態度就是順
從（尊敬）政府的管治，因為神派
君王來治理社會／國家。

而「順從（尊敬）」政府的，這個
規範(Norm)，是巿民相應而有社會
倫理責任。

Ａ。為主的緣故，要順從，尊敬(2:13,17)



顏淵篇第十二【一一】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
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
「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孔子深觀齊國的政治風雲變幻，依照實相
提出了為政之根本，他回答說：「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說：「君要盡
君的本分；臣要盡臣的本分；父親要盡父
親的本分；子女要盡子女的本分。」



B. 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善(2:15)

問: 但若這君王好惡，政府官員又差又無能，咁點？
彼得仍會說：仍要正直，仍要尊敬，順從政府(v.17)。

重要的原因：你們為主的緣故（v.13）
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

15 因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善，可以堵住那糊塗
無知人的口。

以行動來說服人，塞住人的把口。神國子民要以盡/
公民的當有倫理責任：順從／尊敬，來看待政府。



尼祿皇帝又是個任性妄為的人。
主後59年殺其母親。62年殺其太太。
64年7月羅馬城發生大火，尼祿王嫁禍基督
徒，引致官方直接逼迫教會，而這逼迫則
在該年的後期或65年的春天進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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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彼得寫彼得前書是身在羅馬城，非常清
楚當時羅馬政府極權的管治。



C. 勿藉自由之名放任犯惡(2:16)

 16 你們雖是自由的，卻不可藉著自由遮蓋惡毒，總要
作神的僕人。

 你是有自由的，若以自由之名（來報復），選擇犯事
破壞（或合理化自己的破壞行動，這是錯的），後果
堪輿。



16下 總要作神的僕人。

17 務要尊敬眾人，親愛教中的弟兄，敬
畏神，尊敬君王。

D. 重申教導: 總要作神的僕人，盡上應
有社會倫理責任(2:16B-17)



瑪嘉烈醫院延誤個多月才呈報一宗接種疫苗後面癱個案

院方就事件引起病
人不便致歉，會提
醒前線員工適時呈
報相關個案，以免
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安心出行變真心擾民 機構接逾200求助

長者安居協會行政總裁王
虹虹昨於電台節目透露，
不少長者使用程式時感困
難，大多涉及不懂得安裝
及使用。即使部分場地提
供「填紙仔」，但因個別
長者不懂寫字，填表亦遇
到困難，有自尊心強的長
者更寧願不去公營街市買
菜。



III. 如何對待主人（2:18-25）

18你們作僕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
人；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就是那乖僻的
也要順服。

19倘若人為叫良心對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
苦楚，這是可喜愛的。

20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能忍耐，有甚麼可
誇的呢？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這
在神看是可喜愛的。



A. 作僕人，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2:18)

18 你們作僕人的，凡
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
主人；不但順服那善
良溫和的，就是那乖
僻的也要順服。

 若奴隸，信了主（基督徒），成為
神國的子民

 彼得就更加勸勉：要以敬畏神的心，
和良心對得住神，而順服他的主人，
縱然主人惡待，要忍耐。以此行動
來「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
明者的美德」（生活的見證）

 15 因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善，
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



B.因行善而受苦，要忍耐(2:19-20)

19 倘若人為叫良心對得住
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
這是可喜愛的。

20 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
能忍耐，有甚麼可誇的呢？
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能
忍耐，這在神看是可喜愛
的。

因犯罪而責打（自己找來
的），若無犯錯，只因行善
受苦，要存心忍耐。這種行
善而受苦，蒙主所讚賞。
請記得，耶穌基督也是如此，
行義而受苦。



C. 默想和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樣(2:21-25)

21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
下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
22 他並沒有犯罪，口裏也沒有詭詐。
23 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
公義審判人的主。
24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
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25 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
督了。





十架七言：前三句都是提到基督與人之間的關係

1. 饒恕：「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
做的，他們不曉得』」（路23:34）。
2. 救贖：「耶穌對他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
同我在樂園裡了』」（路23:43）。
3. 憐憫：「耶穌見母親和祂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
就對祂母親說：『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那門徒
說：『看，你的母親！』從此，那門徒就接她到自己家
裡去了」（約19:26-27）。



後四句話，是向天父說的:

4. 離棄：「約在申初，耶穌大聲喊著說：『以利！以利！
拉馬撒巴各大尼？』就是說：『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
麼離棄我？』」（太27:46）
5. 就緒：「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為要
使經上的話應驗，就說：『我渴了。』」（約19:28）
6. 完成：「耶穌嘗了那醋，就說：『成了！』便低下頭，
將靈魂交付上帝了」（約19:30）。
7. 釋放：「耶穌大聲喊著說：『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
祢手裡。』說了這話，氣就斷了。」（路23:46）



問題思想：

1. 在不道德／放任的社會，基督徒仍要正
直，品行端正，來「宣揚那召你們出黑
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見證生活），
這樣做是否不切實際？有什麼困難?

2. 彼得教導：若行善受苦，仍要存心忍耐，
這是蒙主的欣賞。你是否接受？你覺得
這樣合理嗎？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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