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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分散在本都、

加拉太、加帕多家、亞細亞、庇推尼寄居的，

就是 神的先見被揀選 藉著聖靈得成聖潔一2 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著聖靈得成聖潔，

以致順服耶穌基督，又蒙他血所灑的人。

這段經文，彼得開宗明義地教導「父神的揀選」，

彼得前書以「揀選」為開始、以「揀選」為結束，

揀選的真理是整卷彼得前書的根基。

我們首先要解決一個解經問題…
基督徒是照著父神的先見被揀選，

預知 Foreknowledge預知 g
有人對這句話的解釋：

上帝預先知道哪些人會信祂、哪些人不會信祂，

於是就按照祂的預知、先見，揀選那些會信祂的人。

這種理論除了一些解經的根據、有點斷章取義以外，

基本上 個哲學 或神學的預設 乃是基本上一個哲學、或神學的預設，乃是：

人有自由意志，我們憑著我們的理性、經驗，

都知道蒙恩得救是因為自己選擇要相信都知道蒙恩得救是因為自己選擇要相信 –
是我選擇了上帝

所以怎麼會是說：我被動地被上帝選擇，所以怎麼會是說：我被動地被上帝選擇，

然後被動地有一個不可抗拒的呼召，讓我不得不信神呢？

是我選了上帝、不是上帝選了我！是我選了上帝 不是上帝選了我！

那從這樣的預設出發、來解讀這段經文的時候就會說：

所以既然是我選擇上帝，上帝選擇我就是看我會不會選擇祂，所以既然是我選擇上帝 上帝選擇我就是看我會不會選擇祂

上帝預先知道我會選擇信祂、那上帝就揀選我

上帝如果預先知道我不會選擇祂的話，帝 果預 道我不會選擇 的

祂也不來干犯我的自由意志，祂尊重我的選擇

聖經奇妙的地方在於：上帝對人的揀選，是讓人能夠選擇祂，

而沒有蒙上帝揀選的人，是沒有辦法選擇祂的！

印度詩人泰戈爾：

「不是我選擇了那上好的「不是我選擇了那上好的，

乃是讓上好的選擇了我。」

如果套在預定論的話，也會帶來另一種如果套在預定論的話，也會帶來另一種

似是而非的理論 - 不是我選擇了神、而是神選擇了我，

聖經的教導並沒有這種錯誤的對立。聖經的教導並沒有這種錯誤的對立

聖經的教導乃是：

上帝揀選了我，以致我有自由可以選擇祂上帝揀選了我 以致我有自由可以選擇祂

聖經非常清楚讓我們看見：上帝若沒有先揀選我，

那我是沒有能力去選擇祂的，我這個

全然敗壞的人，是不可能會相信主耶穌的

而以上提到那種而以 提到那種

「上帝憑著祂預知，來揀選人」的這種神學謬誤，

不只是違反了聖經的總體神學原則，

在解經上也犯了一個比較明顯的錯誤…



彼得在這裡講到的先見，原文原型是 prognosis，
可以拆成兩個部分：字首 預先 在前面可以拆成兩個部分：字首 pro 預先、在前面，

後面名詞 gnosis，直接翻譯出來是知識，

是從動詞 ginosko 發展過來。是從動詞 ginosko 發展過來。

Ginosko可以翻譯成知道、認識，

不是西方哲學知識論對真理的客觀知識不是西方哲學知識論對真理的客觀知識、

知道一件事情，譬如客觀地知道 1+1=2
聖經用到 ginisko的時候，講的是聖經用到 ginisko的時候，講的是

人跟人之間的認識、人跟神之間的認識，

是一種深刻、親密的關係，是 種深刻 親密的關係

不只是知道，更是一種深刻的認識

耶穌 太七23 祂將來要對那些作惡的人說：我不認識你們，

ginosko

耶穌 太七23 祂將來要對那些作惡的人說：我不認識你們，

不是說耶穌不知道這些人，這些人的惡念耶穌最清楚，

可是耶穌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可是耶穌跟他們 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耶穌說：我不認識你們。

林後五21a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

那不認識罪的，ginosko 動詞，耶穌跟罪沒有任何的關係。

總而言之當新約作者用 ginosko、gnosis這個字的時候，總而言之當新約作者用 ginosko gnosis這個字的時候
講的並不是客觀的知識，不是上帝在永世裡

先客觀地預先知道誰會信祂、誰不會信祂先客觀 預先 道誰會信祂 誰不會信祂

 Gnosis 是一種深刻的認識、深刻的關係

羅八29a 因為他預先(認識)所知道的人。羅八29a 因為他預先(認識)所知道的人。

神在創世以先已經認識我們了

彼前一2a 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

預先認識預先認識

我們善惡都還沒有做、還沒有生下來的時候，神就已經愛了我們！

神在創世以先已經跟我們建立了愛的關係 無條件地揀選了我們！神在創世以先已經跟我們建立了愛的關係，無條件地揀選了我們！

彼得就把一套重要的因果關係確立下來…

一2 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

藉著聖靈得成聖潔，以致順服耶穌基督。

透過、通過聖靈的成聖之工

這句話裡，把起因、途徑、結果，這句話裡 把起因 途徑 結果

都表明得非常清楚…
能夠相信、順服基督，是因為蒙父神揀選，能夠相信 順服基督 是因為蒙父神揀選

神的揀選是因、不是果

我們的信是果、不是因

不是因為信以致被揀選，

是被揀選以致順服、以致信，

信與順服在彼得的用語裡是一致的。

就像在保羅、雅各的用語裡面講到「信心」，

都是一種行動、一種降服的行動。

聖經反覆強調上帝的揀選，

乃是把人分別出來 分別為聖的 個動作乃是把人分別出來、分別為聖的一個動作，

挪亞、亞伯拉罕、以色列、教會被揀選，

都是從這個世界被分別出來，成為一個新的國度。都是從這個世界被分別出來，成為一個新的國度。

三9a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潔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三11a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們現在既然 經屬於上帝聖潔的國度我們現在既然已經屬於上帝聖潔的國度，

就不再屬於地上的國度了 –
在地上就成為客旅 寄居的在地上就成為客旅、寄居的。

彼得寫信給分散在…寄居的，

分散原文 di 已經是 個特別的術語分散原文 diaspora，已經是一個特別的術語：

指以色列、猶大，先後亡國之後，流亡、散居到各地，

到了羅馬帝國的時代散居在各個城市到了羅馬帝國的時代散居在各個城市

寄居當然就是在講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



來十一13 這些人都…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這兩處經文都是出自以色列亡國、猶太人被擄之後，

那個時期的文學，以色列人深深體會到

流亡在國外、深切思念耶路撒冷的心情。

以色列的歷史一次又一次地離棄神，終於被神擊打管教、

交在外邦人的手中 - 以色列人被擄，後來歸回之後

終於學會敬拜神、不再去拜偶像了。

在被擄時 以色列詩人在外邦形容自己

詩四二3 我晝夜以眼淚當飲食；
人不住地對我說 你的神在哪裡呢？

在被擄時，以色列詩人在外邦形容自己…

人不住地對我說：你的神在哪裡呢？

如果你所信的那位公義又全能的上帝真的存在的話，

為什麼你們會流落到巴比倫、這個墮落的世界上？

這是所謂神義論的問題 - 公義又全能的上帝

怎麼會允許外邦人這樣欺壓祂的子民 被擄到外邦呢？怎麼會允許外邦人這樣欺壓祂的子民、被擄到外邦呢？

這個問題深深困擾著當時的猶太人…

神義論這個最深刻的難題，也帶出了基督徒最深刻的信仰…
很多人在落 苦難 試煉的時候 會問上帝到底在哪裡？很多人在落入苦難、試煉的時候，會問上帝到底在哪裡？

如果祂真的是良善、真的愛我的話，我受苦

就代表祂愛我 但是能力不足 所以愛莫能助就代表祂愛我，但是能力不足、所以愛莫能助

祂可能是全能的，但是祂不良善、不公義、

祂不關心我，所以我才會落入這樣子的景況祂不關心我，所以我才會落入這樣子的景況

如果祂又愛我、又是全能的、又是良善的，

怎麼可能這個世間會有罪惡、人會落入罪惡的捆綁？怎麼可能這個世間會有罪惡 人會落入罪惡的捆綁？

但在這個問題的面前，

歷代聖徒宣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歷代聖徒宣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主耶穌也教導我們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

祂在天上掌管萬有，而祂是我們的父親祂在天上掌管萬有 而祂是我們的父親

被擄時期、後來回歸耶路撒冷之後，

出現許多詩篇、經卷，都在處理這個問題，

而處理時，最終都指向耶穌基督。

代下廿九15 追憶當年大衛王在位、以色列人還沒有被擄，

大衛王就已經在眾人面前 在耶路撒冷上帝之城

我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與我們列祖一樣。
我們在世的日子如影兒 不能長存

大衛王就已經在眾人面前、在耶路撒冷上帝之城…

我們在世的日子如影兒，不能長存。

原來不論是在耶路撒冷、巴比倫，

以色列人都是寄居的、都是客旅

因為上帝那眼不能見的國度不屬於這個世界，

屬我們真正的歸屬是那聖潔的國度，

因此在地上都是客旅、寄居的

彼得用蒙揀選的以色列人分散、寄居各地的這種神學思想，

來解釋蒙揀選的基督徒

在這個世界上的光景在這個世界上的光景。

於是他寫信給分散在各地寄居的、

就是照父神先見被揀選的人就是照父神先見被揀選的人。

我們既蒙揀選、藉著聖靈成聖之工歸入基督，

就不再屬於這個世界 不再是中國 台灣 美國 加拿大就不再屬於這個世界，不再是中國、台灣、美國、加拿大…
我父親是外省人、奶奶是山東人，

我從小講話有很重的北方口音我從小講話有很重的北方口音

我在台灣讀小學時，同學都說我是大陸人

後來移民到加拿大，人家說我是新移民後來移民到加拿大，人家說我是新移民

回到台灣以後，又變成歸國僑胞

後來在大陸住了兩年，大陸人說我是台胞後來在大陸住了兩年 大陸人說我是台胞

我走到哪裡、都沒有完全的歸屬，

當地人都把我看成外來者；

許多像我一樣的人，會有某種程度的身分危機，

他們會問：我到底是誰？我的歸屬在哪裡？

但是我們既然已經被神揀選，

我們的歸屬就已經不在這個地上，

我們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但是為了不要讓我們落入一種與世隔絕的誤區，

好像佛教 以前天主教的修道士進到深山去修行好像佛教、以前天主教的修道士進到深山去修行，

彼得前後書都非常強調基督徒信仰的入世性，

非常強調這個世界是天父世界非常強調這個世界是天父世界…
因為這是天父世界、主耶穌教導我們禱告：

願你的國降臨，不是願你把我們帶到天上願你的國降臨，不是願你把我們帶到天上

因為道成肉身的主耶穌要親自回來掌權

所以基督徒雖然不屬世、卻必須入世。所以基督徒雖然不屬世 卻必須入世

台灣人所熟悉的馬偕宣教士，是加拿大人，

來到台灣卻把台灣當做自己的家，來到台灣卻把台灣當做自己的家

為什麼？因為這是天父世界，

雖然每一個地方都是異鄉，雖然每 方都是異鄉

但是每一個地方也都是我們的家

每一個地方都是歸屬，因為這是天父世界

這是非常奇妙的真理。

第二世紀有一個基督徒對不信主的人

解釋基督徒的盼望的緣由 寫下這麼 段話解釋基督徒的盼望的緣由，寫下這麼一段話：

「基督徒與他國子民不同之處，不在於地土、語言、習俗，

因為他們所居住的城市不是他們自己的因為他們所居住的城市不是他們自己的，

也沒有自己的語言、異於常人的生活習慣，

反之，按著每個人的天命分住在反之 按著每個 的天命分住在

希臘人的城市、蠻荒地區的城市。

他們的生活方式十分奇妙，

也樂於承認這種方式是看似矛盾的：

住在自己的故鄉，但在那些地方他們卻是外來者，

每個異國都是故鄉、而每個故鄉都是異國每個異國都是故鄉、而每個故鄉都是異國。」

這樣一套蒙揀選、寄居的信仰，造就出非常獨特的屬靈文化，

使得基督徒連問安時用的詞語 都變得跟世人不 樣了使得基督徒連問安時用的詞語，都變得跟世人不一樣了，

彼得對收信人問安…

惠 安多多地 你一2b 願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給你們。

羅馬帝國的猶太人用希臘文通信的時候，

問安語通常是 願你健康 我問你安問安語通常是：願你健康、我問你安，

而彼此見面的時候會說：平安、Shalom。
但彼得書信、保羅書信，都用了不尋常的問安，但彼得書信、保羅書信，都用了不尋常的問安，

說：恩惠與平安歸與你們。

猶太教求的那種平安，經常是自我欺騙、自我安慰的，猶太教求的那種平安，經常是自我欺騙 自我安慰的，

正如先知所說 - 以色列都要滅亡了，

他們卻彼此說：平安了、平安了…他們卻彼此說 平安了 平安了

沒有主耶穌的恩典，就沒有真平安，真平安是人與神和好、

人與人和好，在基督裡和好，才有真正的平安

馬丁路德在加拉太書註釋論到這樣子特別的問安…
恩惠是罪得赦免，平安是良心得以安息。

不信基督的人求健康、求財富，

但跟隨基督的人，不論健康或疾病、財富或貧窮，

都有恩惠與平安隨著我們。

彼得在接下來的感恩段當中，就讚美頌讚上帝…
一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重生了我們 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一4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

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一5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一6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

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

7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一7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

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

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 榮耀 尊貴

一8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

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一9 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