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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 彼前二1 - 12

彼得前書的核心立論 一13-16，彼得說：

我們既然已經因著神無條件的揀選進入了恩典之約，

就應該要作聖潔順命的兒女；

但是我們又還沒有活出順命聖潔的樣式，

因此彼得吩咐我們 -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聖潔…

二1 所以，你們既除去一切的惡毒、詭詐，二1 所以 你們既除去 切的惡毒 詭詐

並假善、嫉妒，和一切毀謗的話，

二2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

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

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

「除去」這個動詞，原文在文法上可以有兩種翻譯：

你們既然已經除去了 - 肯定語氣的過去式你 除 肯定語氣的過去式

你們要除去 - 祈使句、命令語氣

通常來說，希臘文是非常精準的語言，

而新約作者有時候在語氣、時態上，會故意模稜兩可，

這不是因為表達不精確，反而是非常精準地要表達出

個重要的真理 就是已然 未然 Al d b t t t一個重要的真理 - 就是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

羅七24-25 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

那句話裡面並沒有動詞，也就沒有時態，那句話裡面並沒有動詞 也就沒有時態

所以是已經脫離了嗎？還是還沒有脫離？

結果在羅八保羅反覆讓我們看見這個已然、未然的真理。

彼得：我們已經是神聖潔的兒女，但還沒有把這個身分活出來，

因披戴基督的寶血、已經完全成為義人，但還是敗壞的罪人因披 督的寶 經完 為義人 還 壞 罪

已經完全聖潔了，但是還需要成聖

已經除去了一切的惡毒、詭詐、假善、嫉妒、毀謗的話，

但還要除去這一切

這裡所提到的「已除去」，並且「要除去」的東西，

包括內心的惡 言語上的罪包括內心的惡、言語上的罪，

成聖不光是內在的，也包括外在的言語、行為，

這不是形式主義，是表裡一致，這不是形式主義，是表裡一致，

正如我們因之稱義的信是口稱基督為主、

心裡信神叫祂從死裡復活心裡信神叫祂從死裡復活…

彼得說：你們需要除去這一切的惡、

並且已經除去了這一切的惡。並且已經除去了這一切的惡。

既然已經如此、又要如此，就要怎麼樣呢？

二2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二2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

叫你們因此漸長，以致得救。

拿嬰孩作比喻、講給所有基督徒聽，拿嬰孩作比喻 講給所有基督徒聽

不管信主年日的長久。

嬰孩渴慕奶、沒有奶的時候會啼哭，以奶為滿足，

基督徒也必須像嬰孩渴慕奶那樣愛慕純淨的靈奶。



靈奶，原文是「屬靈的奶」，

「屬靈的 這個形容詞 原文原型是 l ik「屬靈的」這個形容詞，原文原型是 logikos，
是從 logos這個名詞變化來的，

道成肉身的「道 就是 logos，道成肉身的「道」就是 logos，
原文最直接的意思是符合邏輯的，

英文 logic就是從 logos來的，Logic就是邏輯英文 logic就是從 logos來的，Logic就是邏輯

 Logikos 是符合邏輯、符合理性的，

在新約聖經又指上帝的話語在新約聖經又指上帝的話語

屬靈的奶也可以翻譯成「屬乎上帝話語的奶」，

更直接的意思：

上帝的話語、聖經，比喻為嬰孩所渴慕的奶。

在整本聖經的教導當中，靈性與理性從來沒有被對立起來，在 本 經的教導當中 靈性與 性從來沒有被對 來

屬靈人應該要追求理性上的成聖，

任何不合理、不合邏輯、自相矛盾的，都不可能出自神

不講道理的人，也不可能是屬靈的人

二3 你們若嘗過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過去式，好像在超級市場試吃、品嚐過美味珍饈，

美味到一個地步，吃過一定會把它買回家。

嘗過跟認識是不一樣的，

能夠認識神的人都是被神所認識、神所揀選的。

但是來六有一些人嘗過天恩的滋味、神善道的滋味，

可是這些人居然還離棄真道。

也就是說上帝的真理已經這麼明顯地啟示給他們，

他們也如此清楚地體會過恩典的好處 –
來過教會 都明白聖來過教會、都明白聖經、

理性上已經完全認同了聖經的真理，

可是他們仍然不願意把自己委身給基督可是他們仍然不願意把自己委身給基督、

仍然不願意過基督徒的生活、仍然故意不認識神。

這是極其荒謬的，因為彼得說：這是極其荒謬的，因為彼得說：

如果嘗過主恩的滋味，一定會渴慕主的道！

二4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

卻是被神所揀選、所寶貴的。卻是被神所揀選、所寶貴的。

二5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被建造成為靈宮 作聖潔的祭司

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反覆提出的都是 些舊約關於獻祭 聖殿的概念反覆提出的都是一些舊約關於獻祭、聖殿的概念…
「活石」原文更直接的翻譯是「活著的石頭」，

強調「活著的 這樣的生命狀態、行動狀態強調「活著的」這樣的生命狀態、行動狀態

保羅 羅十二1 將自己獻上當作「活祭」，

用的也是同樣的字、同樣的文法用的也是同樣的字 同樣的文法

活祭那個活、活石的活，

強調的是活著的人的那種主動性 –強調的是活著的人的那種主動性

作為祭物、作為活祭，

把自己獻上的那種主動性，把自己獻上的那種主動性

不單是被動地被獻上，而是活著的人把自己給獻上。

建造宮殿的時候所用的石頭是沒有生命的，

是被動地被放在建築物當中是被動地被放在建築物當中；

主耶穌乃是活著的石頭 –
是上帝聖殿的牆角石 基石是上帝聖殿的牆角石、基石，

主動參與在上帝屬靈聖殿的工程當中

我們既然因信與基督聯合，在祂裡面都成為了活石 -我們既然因信與基督聯合，在祂裡面都成為了活石 -
主耶穌的義、聖潔、作為兒子的名分，都成為我們的

舊約那物質的聖殿，乃是基督這個屬靈聖殿的預表，舊約那物質的聖殿 乃是基督這個屬靈聖殿的預表

基督就是聖殿！

聖殿敬拜的要素之一是祭司，聖殿敬拜的要素之 是祭司，

作為上帝子民的代表，來到上帝的面前獻祭

敬拜神，所獻上的祭必須是流血的祭，敬拜神 所獻上的祭必須是流血的祭

因為神是聖潔的，人的罪必須藉著死的刑罰才能夠除去

因為上帝那至高公義的忿怒必須要降下、要刑罰罪，

罪的刑罰必須滿足，上帝的公義才能夠滿足



罪必須受到刑罰，但神既愛我們，就為我們

這些該受死的刑罰的人預備了挽回祭這些該受死的刑罰的人預備了挽回祭。

挽回祭的意思是把上帝的忿怒化為恩慈，

就挽回忿怒的上帝就挽回忿怒的上帝 –
將上帝聖潔公義的忿怒化為對我們的恩慈！

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挽回祭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挽回祭，

我們因著祂，得到了神的赦免…
我們與祂合一的時候，我們與祂合一的時候，

不但祂的都成為我的、我的也都成為了祂的，

結果我的罪成了祂的罪，結果我的罪成了祂的罪，

祂就因著我的罪、背負著我的罪，

受了我所當受的刑罰、就免去了我們的刑罰受了我所當受的刑罰 就免去了我們的刑罰

如果不是基督作為大祭司

把自己當作挽回祭給獻上，

我們就不可能來到聖殿面見神、敬拜神

在舊約的聖殿當中，有一個地方叫做至聖所，

跟聖殿其他的地方用大幔子給隔開跟聖殿其他的地方用大幔子給隔開，

這個幔子象徵神與人之間不可跨越的鴻溝

只有大祭司 年 次行了諸般潔淨的禮之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行了諸般潔淨的禮之後、

帶著贖罪的祭進去，才能夠面見神

福音書記載耶穌在十字架上斷氣的那 刻福音書記載耶穌在十字架上斷氣的那一刻，

幔子從上到下裂成了兩半！

來十幔子象徵的不單是神與人之間不可跨越的鴻溝，來十幔子象徵的不單是神與人之間不可跨越的鴻溝，

也象徵基督的身體為我們裂開，開出一條又新又活的路，

使我們能夠透過基督來到父神的面前敬拜、面見神，使我們能夠透過基督來到父神的面前敬拜 面見神，

活在神的面光中，讓我們曉得每一個人都活在神的面前，

生命當中的每一刻都是在祭壇上敬拜神，生命當中的每 刻都是在祭壇上敬拜神

不單是禮拜天在教會築祭壇，

回到家裡、在工作崗位上，都要築祭壇敬拜神，

都活在神的面前、我們都要把自己當作活祭獻上。

我們之所以能夠蒙悅納，不是因為我們全然聖潔、毫無瑕疵，

二4b 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二4b 藉著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希臘原文 Through Jesus Christ
通過祂，好像通過那條又新又活的路，通過祂，好像通過那條又新又活的路，

來奉獻靈祭，也就是保羅所說的活祭

我們把自己獻給神必須是與基督一同，在基督裡透過祂，我們把自己獻給神必須是與基督 同，在基督裡透過祂，

只有這樣的活祭，才能夠蒙神的悅納、

讓我們進入至聖所來面見神讓我們進 至聖所來面見神

基督是神所揀選的，而我們在基督裡、也與祂一同蒙揀選。

所有的好處都不外乎基督，神給我們預備的一切都是基督裡的，所有的好處都不外乎基督 神給我們預備的 切都是基督裡的

我們的揀選都是在創世以先，在基督裡被揀選

基督既是活石、我們在祂裡面也成為活石基督既是活石 我們在 成為

基督既是大祭司，我們在祂裡面也同作聖潔的祭司

基督既將自己獻上當作挽回祭，

我們在祂裡面也獻上自己當作靈祭或者活祭

基督是聖殿、基督是祭司、基督是挽回祭，

我們也成為神的聖殿了我們也成為神的聖殿了 –
就是神與人同在的那居所，

也成為聖潔的祭司了、成為神所悅納的祭物了，

為經上說 看 我把所揀選

也成為聖潔的祭司了、成為神所悅納的祭物了，

這是何等尊貴的身分、地位…

二6 因為經上說：看哪，我把所揀選、

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二7 所以，他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在那不信的人有話說：二7 所以，他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在那不信的人有話說：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二8 又說：作了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他們既不順從，

就在道理上絆跌；他們這樣絆跌也是預定的。

彼得前書、整本聖經裡面反覆看見：彼得前書 整本聖經裡面反覆看見

上帝的揀選有一個分別的動作 -
分別出來、分別為聖、呼召出來，分別 來 分別為聖 呼 來

就把被揀選跟被棄絕的分開了！



對被揀選的子民來說，主耶穌的十字架

是上帝慈愛 至高的真理 智慧 能力是上帝慈愛、至高的真理、智慧、能力

對沒有信的人、未曾蒙神恩惠的人來說，

十字架是愚拙的、討厭的、是絆腳石十字架是愚拙的、討厭的、是絆腳石

十字架必然有這雙重的意義，

上帝化腐朽為神奇的榮耀，上帝化腐朽為神奇的榮耀，

乃是藉著十字架的羞辱彰顯出來的。

猶太人因為神不能死，就不相信基督是神；猶太人因為神不能死，就不相信基督是神；

希臘人因著不信基督是神，不相信基督能從死裡復活，

他們拒絕了十字架那個自我顯明的神，因為他們他們拒絕了十字架那個自我顯明的神 因為他們

堅信自己心裡所造的那種榮耀的偶像。

神掌管萬有、使萬事互相效力，並不是遠在天邊的，神掌管萬有 使萬事互相效力，並不是遠在天邊的，

彼得在五旬節的講道：

基督是按著神的定旨、先見，基督是按著神的定旨 先見

被猶太人交給不法之人釘十字架的…

十字架是人類歷史上所犯最大的罪惡，

上帝卻將它化為最高的榮耀 最大的恩典上帝卻將它化為最高的榮耀、最大的恩典。

很像但以理三個朋友在火窯裡面受試煉時，

神拯救他們出來，神拯救他們出來，

而神的拯救並不是遠在天邊的幕後操縱，

祂是親自走到火窯當中拯救他們祂是親自走到火窯當中拯救他們

新國際版聖經翻譯 羅馬書「神使萬事互相效力」的時候，

用了一點翻譯上的自由，沒有照直接的文本來翻譯，用了 點翻譯上的自由 沒有照直接的文本來翻譯

可是在神學上非常精彩，它說：

God works in all things，不是 behind，
不是在幕後、而是在當中

正如我們在百般試煉中都能夠以為大喜樂，百般 煉 大 樂

喜樂、盼望的緣由是主耶穌基督、神在基督裡所彰顯的主權，

祂在基督裡掌管萬有，因此我們能夠以祂為樂，

不是以試煉為樂，是在試煉中與神在基督裡所彰顯的大能為樂。

這個是我們之前提到「神義論」的難題，

上帝真的愛我們嗎？上帝真的愛我們嗎？

祂如果存在、又愛我們、又全能的，

為什麼今世會有苦難、會有罪惡呢？為什麼今世會有苦難、會有罪惡呢？

主耶穌基督是這個問題惟一的答案，

上帝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是親自在十字架上，上帝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是親自在十字架上，

彰顯化腐朽為神奇的大能、回答了這個問題

但是不願意在十字架上尋求上帝大能的人，但是不願意在十字架上尋求上帝大能的人

要自己憑著哲學、宗教，來建構全權之神的這種人，

對他們而言 - 十字架是絆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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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神的子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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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 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

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

上帝的揀選乃是分別出來、分別為聖的行動，

從這個世界被分別出來 成為 個新的國度從這個世界被分別出來、成為一個新的國度。

彼得：我們既是被揀選的族類、就是聖潔的國度，

我們在這個國度裡是有君尊的祭司。我們在這個國度裡是有君尊的祭司。

基督不單是祭司，基督的職分還包括了君王，

甚至說我們要與基督一同作王甚至說我們要與基督一同作王

既是君王、又是祭司，這是極其榮耀的身分，

因為在舊約，君王跟祭司的職分是不能重疊的，因為在舊約，君王跟祭司的職分是不能重疊的，

統治權、宗教權必須彼此分立，相互監督、制衡。

惟有上帝能夠同時統治我們、惟有上帝能夠同時統治我們

賜我們律法、又施行律法，同時擁有三權，

因為惟有上帝是絕對者因為惟有上帝是絕對者

同樣地也只有基督，能夠同時是君王、又是祭司

這種惟有基督可以享有的權柄與榮耀，

現在在祂裡面都賜給了每個神所揀選的人！



得到這樣子的權柄，並不是為了叫我們能夠為所欲為，

而是為了「叫我們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而是為了「叫我們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

神在創世以先已經揀選了我們，

但祂永恆的揀選在歷史當中有一個實現的過程但祂永恆的揀選在歷史當中有一個實現的過程 -
把本來不是子民的變成神的子民

呼召我們進入恩典之約、

二11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

呼召我們進入恩典之約

進入神的國度、蒙神的憐恤

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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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2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你們在外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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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下文的脈絡來看，

這兩節是在為二1-10 作一個小結，這兩節是在為 作 個小結

同時又過渡到下一段經文…

彼得在這裡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聖經真理 –
兩個國度的真理兩個國度的真理：

神的揀選、呼召，是把我們從屬世的國度呼召出來，

讓我們成為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讓我們成為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

但是上帝並沒有把我們帶離開這個世界，

我們仍然住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仍然住在這個世界上，

而在其中我們是客旅、是寄居的

這樣表達方式的舊約背景也就是這樣表達方式的舊約背景也就是

以色列亡國、猶太人散居異鄉的時候，

他們意識到自己在地上，不論在耶路撒冷、他們意識到自己在地上 不論在耶路撒冷

巴比倫，都是客旅、是寄居的，

真正的歸屬不在這個墮落的世界真正的歸屬不在這個墮落的世界

另一層意義，這個世界雖然墮落，

卻仍然是神所創造、神所掌管的世界，

神將來也要來更新這個天地、使這世界成為新天新地！

正如一首詩歌所唱的：

「這是天父世界 罪惡雖然暫時猖狂 天父卻仍掌權「這是天父世界，罪惡雖然暫時猖狂、天父卻仍掌權…」
上帝並沒有帶領我們離開這個世界，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祂要來更新這個世界，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祂要來更新這個世界，

更新祂起初創造的天地、使它變成新天新地，

彼後三所宣告的新天新地彼後三所宣告的新天新地

也正是這個原因，耶穌教導我們禱告的時候，

沒有求神把我們帶離開這個地上、升到天上，沒有求神把我們帶離開這個地上 升到天上

而是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基督徒的禱告既是如此、生活也應該是如此，基督徒的禱告既是如此 生活也應該是如此

應該是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

在世界上作光、作鹽，在 界 作光 作鹽

而不是過著與世隔絕所謂屬靈生活

真正的屬靈人不是與世隔絕的，

而是在日常生活當中、在人群當中遵行神的旨意

耶穌說：我們不屬於這個世界，

但耶穌也教導我們要進入這個世界作光 作鹽但耶穌也教導我們要進入這個世界作光、作鹽，

所以在地上寄居、作客旅的基督徒，

應當入世、而不屬世應當入世、而不屬世 –
In but not of the world。

因此彼得不只教導要禁戒肉體的私慾因此彼得不只教導要禁戒肉體的私慾，

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

在這種個人的屬靈操練之外，在這種個人的屬靈操練之外，

更應該把上帝國度的聖潔給活出來，

行在地上國度的人面前。行在地上國度的人面前

假如這樣的教導聽起來還有一點抽象，

彼得接下來就要教導我們如何具體地彼得接下來就要教導我們如何具體地

在世人面前活出上帝兒女的樣式，

我們下一次會一起來查考二13-25。我們下 次會 起來查考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