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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後書彼得前後書
背景、作者…

孟子：「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讀聖經時，當對一卷書的作者有所瞭解，

能夠更深刻地去明白經文所要帶給我們的信息

但是任何關於聖經背景 歷史資料的知識

曾劭愷博士

但是任何關於聖經背景、歷史資料的知識，

都不能夠成為信仰的絕對準則，

只有「經文 是上帝的話語。只有「經文」是上帝的話語。

現在有很多學者，研究舊約、新約，太過重視歷史背景，

以致把注意力都放在歷史 考古上面 去研究當時的文獻以致把注意力都放在歷史、考古上面，去研究當時的文獻，

而不把專注點放在上帝的話語、聖經的文本，

研究舊約的學者，很多是在研究考古學研究舊約的學者，很多是在研究考古學

新約學者在研究新約的時候，

不看作者在文本中怎樣定義聖經重要的概念，不看作者在文本中怎樣定義聖經重要的概念

反而回到第一世紀的文獻

譬如保羅書信講「神的義」因信基督白白地加給我們，

有些新約學者就會回到第 世紀的猶太教文獻 拉比文獻有些新約學者就會回到第一世紀的猶太教文獻、拉比文獻，

去研究在那些文獻當中，講到神的義是什麼？

卻沒有看見保羅自己的文本當中，卻沒有看見保羅自己的文本當中，

「神的義」是如何被定義的？

打比方 有些人研究宋明理學打比方 –有些人研究宋明理學，

宋代的朱熹在講「格物致知」是什麼意思？

他們不去看朱熹，跑去看北宋、南宋的作者，他們不去看朱熹，跑去看北宋、南宋的作者，

然後去推論，發展到朱熹的時候、朱熹是什麼意思？

司馬光如何定義格物？抵禦外物的誘惑司馬光如何定義格物？抵禦外物的誘惑

程頤、程顥如何定義格物？格外物還是內物

忽略了每一位儒學大家都有自己的定義…略了每 位儒學大家都有自己的定義

朱熹在講格物的時候，有他自己的一套定義，

不能夠用宋代其他的學者的定義來解讀朱熹。

聖經作者也是這個樣子…

且不要說聖經每一位作者跟聖經之外、當代其他的作者的關係，

就連保羅 彼得 雅各在用同樣詞句時 定義往往是不 樣的就連保羅、彼得、雅各在用同樣詞句時，定義往往是不一樣的，

要表達一模一樣一致的神學思想，信息是一致而沒有衝突的

可是他們選擇的用語會非常不同，以至於我們在可是他們選擇的用語會非常不同，以至於我們在

粗淺閱讀的時候，會以為他們相互矛盾

譬如：保羅「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著信 不是靠行為譬如：保羅「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不是靠行為」

雅各「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信心、行為，兩位作者的定義有些微的差異，信心、行為，兩位作者的定義有些微的差異，

兩個人要表達的信息其實完全一致，

只是用了不太一樣的表達方法而已。只是用了不太 樣的表達方法而已

雅各接下來馬上舉了兩個例子 - 亞伯拉罕、喇合，

都不是行律法、道德上的好榜樣，乃是把信心付諸行動都不是行律 道德 的 榜樣 乃是 信心付諸行動

雅各的意思是：信心如果只停留在頭腦、沒有行出來的話，

那麼魔鬼也有這樣子的信、也有這樣子的神學知識，

這種「頭腦的信」是不夠的，信心必須付諸行動



保羅說：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不是靠行為。

所講的「信 也是行動中的信心 因此保羅告訴我們所講的「信」也是行動中的信心，因此保羅告訴我們：

只要口稱基督為主、心裡信神叫祂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

也就是說人得救，不光是頭腦相信基督的死裡復活，也就是說人得救，不光是頭腦相信基督的死裡復活，

得救是把這個信給付諸行動、願意為這個信去付代價，

願意在自己的鄉親父老面前承認基督是主，願意在自己的鄉親父老面前承認基督是主，

而這個結果在猶太的基督徒當中，往往就是要被逐出家門…
保羅、彼得也付上了這樣子的代價。保羅 彼得也付上了這樣子的代價

真信心是需要付出行動的，是保羅與雅各一致的信息，

但是在用詞上卻有不同的定義。但是在用詞上卻有不同的定義

要明白一個字的定義的時候，必須回到文本

要明白作者的時候，最重要的是他自己所寫的文本，要 作者的時 最重要的是 自 所寫的 本

而不是考古、不是背景

但誠然一本書的寫作背景、作者的背景，如果能夠認識的話，

的確能夠幫助我們更深刻地來明白這卷書的信息。

對歷 歷代 徒 這卷書毫無 問是彼得 寫

彼前一1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分散在…寄居的。

對歷世歷代的信徒而言，這卷書毫無疑問是彼得所寫的

但是從十九世紀開始，有一些聖經學者會質疑作者的身分…
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這兩卷書用希臘文寫成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這兩卷書用希臘文寫成，

文筆非常優雅流暢、修辭造詣極高，

不像是一個猶太漁夫能夠寫出來的。不像是一個猶太漁夫能夠寫出來的。

這種質疑力度非常弱，基督徒學者對這份質疑有兩種解釋…

第一種解釋： 我略略地寫 這信第一種解釋：

使徒行傳提到 這個 曾經 摩太 起追隨保羅傳福音

五12 我略略地寫了這信，

託我所看為忠心的兄弟西拉轉交你們。

使徒行傳提到過這個人，曾經跟提摩太一起追隨保羅傳福音，

帖後一1 保羅、西拉、提摩太寫信給帖撒羅尼迦…的教會。

保羅眼睛不好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就請西拉 提摩太代筆保羅眼睛不好，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就請西拉、提摩太代筆。

代筆在新約時代非常普遍，西拉可能從事這種代書的工作，

彼得前書可能也是彼得口述、西拉代筆，彼得前書可能也是彼得口述、西拉代筆，

內容出自彼得、但是由西拉所寫成。

第二種解釋當時羅馬帝國的貿易、跨文化交流已經非常興盛，

加利利位於海邊 跟其他地方的人相比 加利利的人更國際化加利利位於海邊，跟其他地方的人相比、加利利的人更國際化。

彼得作漁夫的時候，很可能已經學了希臘語，

後來成為使徒、為了福音的緣故，就在學識上，後來成為使徒、為了福音的緣故，就在學識上，

追求長進，能用卓越的文筆寫下彼得前書。

這兩種理論 都只是理論 並沒有百分之百的定論這兩種理論，都只是理論，並沒有百分之百的定論，

但可以確定的是：當上帝的聖靈藉由彼得寫下這兩卷書信時，

聖靈採用了最精準、優美的文字、修辭，來傳達祂的話語，聖靈採用了最精準、優美的文字、修辭，來傳達祂的話語，

文以載道，上帝的道必須用最好的文字、語言來傳達。

另外，學識跟靈命是相輔相成的，另外，學識跟靈命是相輔相成的，

很多人錯誤地把學識跟靈命對立起來，

以為神學應該是一種生命、而不是一門學問；以為神學應該是 種生命 而不是 門學問；

但彼得前書、聖經任何書卷，都不是沒有學問的人所寫出來的。

不管彼得前書是不是西拉代筆，不管彼得前書是不是西拉代筆

我相信彼得開始追隨基督之後，就不斷地在學識上追求長進。

教會歷史上有太多這樣子的例子 -
本來是不學無術的人 甚至沒有機會受教育本來是不學無術的人、甚至沒有機會受教育，

但是為了信仰、為了福音的緣故，

在學識上裝備自己為神所用。在學識上裝備自己為神所用。

我們有時會不自覺地以為事奉神的人 -
不論是講道的 帶領教會不論是講道的、帶領教會、

詩歌敬拜的、寫詩歌的…
以為事奉神只需要靈命，不需要學識、以為事奉神只需要靈命，不需要學識、

不需要有好的文筆、不需要用邏輯思考、

不需要學習歌唱技巧、不需要懂樂理…不需要學習歌唱技巧 不需要懂樂理…
只要憑感動寫詩歌、

憑感動站講台、憑感動帶敬拜。憑感動站講台 憑感動帶敬拜

這種觀念其實不符合聖經的教導，

符合聖經的事奉應該是整合靈命與學識，符合聖經的事奉應該是整合靈命與學識

這兩者不應該切割、更不應該被對立起來。



彼得前書的作者誠然就是使徒彼得，

而收信人是誰呢？而收信人是誰呢？

一1b 寫信給那分散在本都、

加拉太 加帕多家加拉太、加帕多家、

亞細亞、庇推尼寄居的。

這些教會多數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呢？

當然有的時候我們需要明白書卷收信人的背景，

才能夠更加明白、更加深刻地體會這卷書的內容。

但是這個對彼得前書而言並不是非常重要，

有些學者認為彼得前書主要是寫給猶太人的，

因為一1提到分散、散居，原文 Diaspora，
通常是指猶太 被擄之後 直到羅馬帝國的時代通常是指猶太人被擄之後一直到羅馬帝國的時代、

甚至到今天散居世界各地

但許多經文其他的內容又不像是寫給猶太人的但許多經文其他的內容又不像是寫給猶太人的，

二10a 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

到底彼得前書是寫給猶太人、還是外邦人？其實兩者沒有衝突…
彼得寫信的對象之 是加拉太教會彼得寫信的對象之一是加拉太教會，

從 加拉太書 就曉得加拉太教會中，

有外邦人、也有猶太人有外邦人、也有猶太人

 二10 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Once you were not a people
也可以翻譯成 - 你們從前不是一個民族、不是一個國的民，也可以翻譯成 你們從前不是 個民族、不是 個國的民，

猶太人、希臘人本來不是一個國的子民，

現在卻都成了神的子民現在卻都成了神的子民

猶太人其實本來也不都是神的子民、不都是神的兒女，

羅九亞伯拉罕肉身所生的並不都是神的兒女，

只有那應許的兒女才是後裔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確信：彼得前書的內容總而言之我們可以確信 彼得前書的內容

適用於所有的基督徒，不分猶太人、外邦人。

彼得寫作的對象，

是歷世歷代的眾聖徒、眾教會，包括我們

寫作地點…

在彼得那個時代至少有兩個地方地名叫作巴比倫，

五13a 在巴比倫與你們同蒙揀選的教會問你們安。

一個在埃及，

最近中東有一個基督教宗派受到 ISIS大規模迫害，

叫做科普替教會 Coptic churches，
在信仰上非常接近東正教，Coptic 就是指埃及，

今 然 彼得前書是寫 埃到今天仍然相信彼得前書是寫於埃及的巴比倫，

但是這樣子的理論缺乏根據

另 個在幼發拉底河另一個在幼發拉底河，

不少學者認為彼得前書是寫於

幼發拉底河的巴比倫，幼發拉底河的巴比倫，

因為當時有許多猶太人居住在那個地方，

但找不到任何的可靠證據但找不到任何的可靠證據

顯示當時已經有使徒在那邊建立教會

比較可信的理論是第二世紀就已經非常盛行的解釋…
當時的基督徒普遍以巴比倫象徵羅馬帝國當時的基督徒普遍以巴比倫象徵羅馬帝國，

啟十七、十八也把羅馬帝國比喻為巴比倫。

巴比倫在聖經中是奴役上帝選民的邪惡帝國，而聖經巴比倫在聖經中是奴役上帝選民的邪惡帝國，而聖經

也時不時會出現這種以古代城市比擬當代城市的文學手法

彼得在寫作時基督徒可能已經受到羅馬帝國的迫害，彼得在寫作時基督徒可能已經受到羅馬帝國的迫害，

因此彼得很可能用巴比倫來代替羅馬，免得他的書信

落入羅馬政府的手中，可能對教會造成不利落 羅馬政府的手中 可能對教會造成不利

五13a 在巴比倫與你們同蒙揀選的教會問你們安。

一1-2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寄居的。1 2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寄居的

一頭一尾、好樣一對括弧一樣，囊括整卷彼得前書，

所提出的信息 就是上帝的揀選所提出的信息 -就是上帝的揀選，

以致神的選民在地上與這個世界分成了兩個國度

神國度的子民在這個世界國度變成了寄居的、變成了客旅神國度的子民在這個世界國度變成了寄居的、變成了客旅

而這就成為彼得前書的神學基礎。



使徒時代的希臘文書信，通常有非常嚴謹的修辭結構，

使徒書信大多數是寫給教會的 目的是要在眾人面前朗讀出來使徒書信大多數是寫給教會的，目的是要在眾人面前朗讀出來，

修辭好，就能夠讓所有的人能夠

聽懂這篇信息、而且能夠抓到信息的重點。聽懂這篇信息、而且能夠抓到信息的重點。

彼得、保羅的書信，都有非常明顯的希臘修辭結構…
1 表明自己的身分1.表明自己的身分，

彼得在這裡說：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

就表明了他的身分就表明了他的身分

2.表明收信人的身分，

彼得就說：寫信給散居在這些地方的眾教會彼得就說 寫信給散居在這些地方的眾教會

3.所謂的問候句，彼得說：願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給你們

4. 感恩頌讚，為收信人的一些行為、見證，感恩讚美神感恩頌讚 為收 的 行為 感 讚美神

5.一段敘事，像牧師在講道開始的時候，

講一段小經歷、小故事，來拉近自己跟會眾的距離

6.然後用這小故事引入講道的正題

敘事段之後，就是整卷書信的核心立論，

閱讀新約書信都可以用這樣的方法閱讀新約書信都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去找每書卷的核心立論 - 也就是它最核心的信息

譬如羅馬書的立論是：譬如羅馬書的立論是：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為要救一切相信的。

而整卷羅馬書都是在為這個立論提出論據，而整卷羅馬書都是在為這個立論提出論據，

然後從這個立論引申出實踐應用

彼得前書的核心立論…彼得前書的核心立論

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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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

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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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5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一16 因為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這個核心立論由那個特殊修辭結構所支撐，也就是那對括弧。

其他的希臘書信很少出現這樣子的修辭，

彼得能夠有這樣子的自由度 在既定的結構之外又即興發揮彼得能夠有這樣子的自由度 - 在既定的結構之外又即興發揮，

足見他的文學修養已經到了一個非常高的程度、

已經是一位修辭學的大師了！已經是一位修辭學的大師了！

彼得用這對括弧作出了修辭上的自由發揮，

這是彼得前書非常特別的地方。這是彼得前書非常特別的地方

而那對括弧所說的：

在巴比倫與你們 蒙揀選的教會問你們安五13a 在巴比倫與你們同蒙揀選的教會問你們安。

一1-2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寄居的。

們 神所揀選的 成為神的國度我們是神所揀選的、成為神的國度，

現在作為客旅，活在地上的國度，寄居、散居，

這種蒙揀選 成為神國度子民的身分 帶給我們的自由這種蒙揀選、成為神國度子民的身分，帶給我們的自由，

並不是放縱私慾的自由、乃是成為聖潔的自由

我們越是用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話語來約束我們，我們越是用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話語來約束我們，

我們就能夠越發得到自由

而這與彼得的寫作是相輔相成的…
彼得越是在修辭結構上約束他自己的寫作彼得越是在修辭結構上約束他自己的寫作，

就越能夠自由地表達上帝要他表達的真理 -
使我們得自由的是真理、使我們得自由的是真理、

使我們得自由的是上帝的話語、

使我們得自由的是上帝聖靈在我們裡面的引導，使我們得自由的是上帝聖靈在我們裡面的引導，

使我們不再被私慾所轄制，

真自由不是為所欲為、乃是成為聖潔的自由，真自由不是為所欲為 乃是成為聖潔的自由

而這就是彼得前書的核心立論。

接下來一系列的分享解經當中，接下來 系列的分享解經當中

會慢慢地來看見那對括弧的神學思想

如何貫穿整卷彼得前書何貫穿 卷 得前書

這個核心立論，

也是整卷彼得前書所要確立、

所要證明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