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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书导论 

一、历史背景： 

1. 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统治巴勒斯坦时期。 

2. 景况：（1）当政者的迫害（彼前四 12） 

＊暴君尼罗（AD54～68） 

                  塔西图「年鉴十五 44」记载： 

                  「刑罚花样繁多，由身体被包以兽皮，任由狼犬撕碎而死， 

至被钉十字架上，或被火焚烧，以充日落后的照明灯。尼罗开 

放其花园为此残忍活动的场地，且在其中设一马戏班以娱观 

众。他更穿上车夫之服，穿插于群众之间，或高站于车上。虽 

罪犯作奸犯科，判以极刑，死有余辜，但对这些基督徒所受的 

惨刑，许多人竟生同情之心。」 

     （2）社会的不容（彼前二 12） 

＊无中生有的控告： 

甲、圣餐与爱筵的错解。 

乙、信徒与家人的张力。 

丙、与罗马宗教不符。 

丁、与社会风气相异。 

（3）日期：公元 64～68之间。 

（4）对象：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参

第一课所附的地图)。本书又称作大公书信或普通书信。 

二、本卷书重要的主题（钥词）： 

1. 寄居的、客旅的（一 1、17、二 11） 

    2. 神的旨意（二 15、三 17、四 2、19、五 2） 

3. 重生（一 3、23） 

4. 盼望（一 3、21） 

5. 信心（一 7、21、五 9） 

6. 受苦（二 20、21、三 14、17a、b、18、四 1a、b、四 13、15、16、19、五

9、10） 

7. 彼此相爱（一 22、四 8、五 14） 

8. 谨慎自守、儆醒（一 13、四 7、五 8） 

9. 拣选（一 2、二 4、9） 

10.禁绝私欲（二 11、四 2） 

11.行善（二 15、20、三 11、13、四 19） 

12.顺服（二 18、三 1、5、五 5） 

13.蒙福或祝福（三 9、10、14、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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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寄居的人生 

 

经文：彼前一 1～2节 

 

一、背景介绍： 

收信对象：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亚细亚、庇推尼（请参以下地图） 

 
 

二、历史简介： 

甲、本都：东接黑海，据说亚居拉的故乡在此。此地划分至庇推尼及加

拉太省。五旬节时，此区的犹太人曾返耶路撒冷守节，并目睹圣灵

大浇灌，耳闻彼得讲道，并归信耶稣。（参徒二 9） 

乙、加拉太：罗马行省之一，有南北加拉太之分，南加拉太普遍希腊化，

属罗马管辖区域；北边则曾是高卢人盘据的地方。保罗曾在第一次

宣教之旅踏上此地，并建立教会，尔后继续到访坚固教会。（参徒

十六 6，十八 2－3） 

丙、加帕多家：处高原区，盛产矿产，属罗马行省。四世纪出现加帕多

家三教父，成为信仰重镇。五旬节时，该区不少犹太人返圣城守节，

并目睹圣灵浇灌，听闻彼得讲道，以致归向耶稣。（参徒二 9） 

丁、亚细亚：畜牧发达，且十分富裕，主要城市是以弗所；保罗第三次

宣教之旅长驻此地两年多，约翰也以此为晚年居所。启示录的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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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即在此区。 

戊、庇推尼：属罗马行省，是欧亚重要通道，盛产水果和谷物。在公元

四、五世纪时期，本区成为信仰重镇，因尼西亚会议和迦克敦会议

都在此召开，并确定新约正典 27卷。 

 

三、作者介绍：彼得开宗明义介绍他自己是（1）耶稣基督的使徒。（2）以希腊

文的名字「彼得」自称。1 

 

主旨：上帝的子民在地上都是作寄居和客旅的。我们永远的家不在地上，而是在 

天上。 

 

大纲： 

寄居者的特征── 

一、被父神所拣选的 

1.被拣选的。 

2.人被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和恩典。 

 

二、藉圣灵成圣顺服的 

1.圣灵使我们成圣。 

2.圣灵促使我们顺服。 

 

三、蒙主耶稣血所洒的 

本文以立约的观念作进一步的阐释。圣经中，神最常用「夫妻的婚约」

来比喻神与祂子民之间的观系，例如：旧约何西阿书二 19～20节，以

及在新约以弗所书五 22～32节作形容，使我们可以了解神的心意。 

 

课后作业： 

基督徒在地上是作「寄居和客旅的」，这种说法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吗？请

查考希伯来书十一章 8～16节，并且思想本课的经文内容，分享您愿意如何在地

上过您「寄居的人生」？ 

                                                 
1
 彼得的希伯来名是西门（参徒十五 14），犹太人以此称他，他在彼得后书中也用这个名字。彼

得的亚兰文名是矶法（参林前一 12，三 22，九 5，十五 5，加一 18，二 9，11，14）。其名的意

思是「盘石」（太十六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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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盼望的人生 

 

经文：彼前一 3～9节 

 

主旨：基督徒虽在地上是作寄居跟客旅的，但却是同时拥有现在与将来盼望应许

的子民。而拥有盼望应许的先决条件就是重生（彼前一 3）。凡是经历重

生的基督徒都拥有「活泼的盼望」。活泼的意思又指「生生不息」，或是「活

活的」，指不会枯萎和雕零，而是充满生命力的。这种盼望存在于基督徒

的未来，也存在于基督徒的今生。 

 

大纲： 

  一、将来的盼望（彼前一 4～5）。 

1. 将来得基业的盼望（彼前一 4）。 

   基业的特质是： 

      （1）不朽坏的。 

（2）不玷污的。 

（3）不衰残的。 

2. 将来得救恩的盼望（彼前一 5）。 

           

二、今生的盼望（彼前一 6～9） 

1. 在试炼中有信心（彼前一 7，9）。 

2. 在试炼中有喜乐（彼前一 6，8）。 

 

课后作业： 

1. 除了彼得前书的经文之外，新约圣经中，还有那几段经文提到「重生」的教

导？请试着从经文的上、下文中，分享「重生」对基督徒的重要性。 

 

2. 「基业」是贯穿新旧约圣经当中，有关上帝给予祂子民的重要应许。请分享

新、旧约所提到的基业有何相同或相异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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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圣洁的人生 

 

经文：彼前一 10～25节 

 

主旨：重生的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虽是客旅跟寄居的，却因神所赐的恩典，而

拥有活泼的盼望。这盼望包括今世和来生的应许。在第三课当中，我们一

开始将提到基督徒所拥有的应许，都是源自于神对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从

本课开始，我们将以三次的主题来强调，基督徒如何响应神的救恩，在世

作一个荣神益人的寄居生活。首先我们所要谈的主题是：圣洁的人生，基

督徒藉由过圣洁的生活来回应神的救恩。 

 

大纲： 

      1.预备自己（彼前一13～16）。 

（1） 约束己心。 

（2） 谨慎自守。 

 

2.敬畏上帝（彼前一17～21）。 

   

3.彼此相爱（彼前一22～25）。 

     

＊补充资料： 

各位弟兄姐妹可从彼得前书当中的经文，看到一个重点强调：  

      

3～9  重生的来源：透过耶稣从死里复活 

   10～12 救恩的内涵：透过万古之先就存在的耶稣基督 

   13～17 响应救恩的态度：活在圣洁中 

   18～20 救恩的内涵：透过万古之先就存在的耶稣基督 

       22～25 重生的来源：透过上帝活泼长存的道 

 

课后作业： 

1. 请先复习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这段历史；并列出以色列百姓犯了哪些

罪，以致得罪神，并藉此作为借镜。 

 

2. 您认为现今中国教会的基督徒比较容易在哪几个方面不圣洁呢？请举列出

来，并为神的教会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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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尊贵的人生 

 

经文：彼前二1～10节 

 

主旨：依据前一课的重点，基督徒要在地上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并且响应神

的救恩，除了过圣洁的人生外，还需要认识到我们特别的身份（请参彼前

二9～10），进而活出尊贵的人生；而拥有尊贵的人生，必须做到以下两

点： 

 

大纲： 

1. 脱去老我（彼前二1） 

 

2. 穿上新人（彼前二2～10） 

（1） 喝灵奶（彼前二2～3） 

 

（2） 作灵宫（彼前二4～10） 

＊补充资料： 

4～5节   引言 

4：耶稣是蒙拣选的活石 

5：教会是蒙拣选的子民 

6～10节  阐释 

6～8 耶稣是蒙拣选的活石 

6～7a 经文1（赛廿八16）和阐释 

7b～7c经文2（诗一一八22）和阐释 

8a～8b经文3（赛八14）和阐释 

9～10教会是蒙拣选的子民 

9经文1（赛四三20～21）和经文2（出十九5～6）合并 

10 经文 3（何二 23）意译（可参何一 6，9，二 1） 

 

课后作业： 

您的「老我」是什么？是否这些「老我」早已辖制您的心，使您不得自由，

并且失去尊贵的生命？请认真的在上帝面前祈求光照，并且认罪悔改；恳求神的

饶恕之恩再次临到我们身上，使我们灵命得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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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顺服的人生 

 

经文：彼前二 11～25节 

 

主旨：本课继续依照前课的主题，强调基督徒响应上帝宝贵救恩的态度，除了活 

出圣洁的人生、尊贵的人生之外，也要活出顺服的人生。彼得前书二章 

11～12节一开始便强调基督徒应藉由好行为的见证来荣耀神。而好行为 

的见证可透过基督徒善尽社会责任来彰显；纵使这个过程中，仍会平白无 

故的遭受一些逼迫和试炼，但仍应以基督作为受苦的好榜样，忍耐到底。 

 

大纲： 

一、顺服人生的前提（彼前二 11～12） 

1. 禁戒肉体的私欲（彼前二 11）。 

2. 彰显荣美的生命（彼前二 12）。 

 

    二、顺服人生的态度（彼前二 13～25） 

1. 为神顺服人的制度（彼前二 13～17）。 

2. 效法基督学习忍耐（彼前二 18～25）。 

 

课后作业： 

1. 除了基督之外，请从圣经当中找出其它「顺服的榜样」，并且分享您从他们身

上的学习？ 

 

2. 您认为顺服的功课容易吗？请举出您目前正在学习，或认为生命中最难顺服

的功课是什么？并为此带到祷告当中，祈求神的恩典够您用，使您可以效法

基督，学习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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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课  蒙福的人生 

 

经文：彼前三 1～12节 

 

主旨：神应许凡顺服祂旨意的人必定蒙福。本课延续前一课的教导，谈到顺服的

人必定带来蒙福。其中，圣经以夫妻以及教会肢体之间的亲密互动，谈到

顺服神的心意，必定蒙受祝福的教导。 

 

大纲： 

一、对夫妻之间的教导（彼前三 1～7） 

1. 对妻子的教导： 

（1） 顺服丈夫。 

（2） 拥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上帝的心。 

（3） 以温柔和安静的心作妆饰。 

2. 对丈夫的教导（彼前三 7） 

（1） 按情理与妻子同住。 

（2） 敬重妻子。 

 

二、对教会肢体的教导（彼前三 8～12） 

1. 彼此同心。 

2. 彼此体恤。 

3. 彼此相爱。 

4. 彼此谦卑。 

5. 彼此祝福。 

 

课后作业： 

1. 您认为教会当中（包含您自己的婚姻），是否真正活出圣经教导的样式呢？以

您的观察，当前教会的弟兄姐妹（包含核心同工在内），在婚姻方面最需要致

力改善的问题是什么？ 

 

2. 有关彼得前书三章 8～12 节的教导是否落实在教会生活当中呢？在您目前的

教会生活中，最难做到的是哪几点？做得最好的又是哪几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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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受苦的人生 

 

经文：彼前三 13～22节 

 

主旨：从本课开始的三次课程，将强调基督徒为了响应主的再来和末日的审判，

需要在这个过程中，预备自己迎向受苦的人生，交账的人生以及试炼的人

生。本课主题探讨的是「受苦的人生」，因为基督徒的「受苦」，有时候也

是出于神的旨意，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大纲： 

一、要有受苦的心志（彼前三 13～16） 

1. 要有受苦的预备（彼前三 13～15）。 

2. 要存无亏的良心（彼前三 16）。 

 

二、要以基督作榜样（彼前三 17～22） 

1. 基督因行善而受苦（彼前三 17～18）。 

2. 基督因受苦而得荣（彼前三 19～22）。 

 

课后作业： 

1.「受苦」跟神的旨意有什么关系呢？请将彼得前书中有关「受苦」的经文列举

出来，并分享神对基督徒经历「受苦」的教导和心意。 

 

2.「洗礼」是必须的吗？对基督徒的信仰有何重要性。请从本课的经文中，分享

洗礼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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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交账的人生 

 

经文：彼前四 1～11节 

 

主旨：基督徒的人生，在地上虽是作寄居的，但却不可糊里胡涂的度日，因为圣

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向神交账。在福音书中，耶稣曾屡次强调祂

的再来，因此祂的子民都要随时儆醒预备自己。本课将针对如何预备主的

再来，做一个无愧的工作，可以在上帝的面前交账，做进一步的分享。 

 

大纲： 

一、交账之前必须要先清账（彼前四 1～6） 

清除旧账：1.告别罪恶（彼前 1～2）。 

2.清除私欲（彼前四 3～6）。 

 

二、清账之后必须要先管账（彼前四 7～11） 

1. 作儆醒祷告的好管家（彼前四 7）。 

2. 作切实相爱的好管家（彼前四 8）。 

3. 作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前四 9～11）。 

 

课后作业： 

1. 犹太人每年藉由「除酵节」清除家中的旧酵，象征断绝旧往的罪恶。您生命

中，是否仍有一些旧酵尚未清除的？别忘了，我们都是赤露敞开在神面前。

请您现在为着您过去这段时间，生命中尚未清理的旧酵，好好的来到神的面

前祷告。 

 

2. 请您列举您所拥有的恩赐。这些恩赐您都已经摆在神的面前吗？或是您仍有

保留？请深入的分享您目前在恩赐使用方面的情形，若面临困难之处也请列

举出来，并邀请可信赖的肢体为您守望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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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试炼的人生 

 

经文：彼前四 12～19节 

 

主旨：试炼和受苦是一体两面，却也是神磨炼祂子民的最佳厉器。由于彼得前书

的经文，主要完成在公元一世纪，基督徒遭受逼迫的背景中。因此圣经再

次以和受苦相关的主题──试炼来勉励基督徒在患难中要喜乐，因为只要

是出自神允许的试炼，最终的结果都有神的赐福和恩典在其中。以下即针

对经文内容，分出以下两个纲要。 

 

大纲： 

一、试炼的时候要欢喜（彼前四 12～16） 

1. 因我们与基督同受苦（彼前四 12～14）。 

2. 因我们是在荣耀基督（彼前四 15～16）。 

 

二、试炼的时候要交托（彼前四 17～19） 

1. 因我们将来要面对更大的审判（彼前四 17）。 

2. 因我们的主是信实有权能的神（彼前四 18～19）。 

 

课后作业： 

1. 您曾经经历过与信仰有关的试炼吗？当时的情况如何？请描述您那时候的感

受，以及后来的结果？ 

 

2. 请思想圣经中，有哪些人物曾经历试炼，但靠主得胜，令您印象深刻的例子？ 

 



空中神学院讲义 

S03 彼得前书 

第十课  尽忠的人生 

 

经文：彼前五 1～14节 

 

主旨：本课是整个彼得前书的完结。彼得先劝勉同样作教会领袖的长老们，要按

神的心意照管羊群；之后，再针对广泛信徒面临到信仰的逼迫和艰难，来

提醒信徒，要将遭逢难处所产生的忧虑卸给神，并且以儆醒、谨守的态度

来胜过仇敌撒但的迷惑。 

 

大纲： 

一、要尽忠牧养（彼前五 1～4） 

1. 按神的旨意，忠心牧养（彼前五 1～2）。 

2. 不辖制羊群，乃作榜样（彼前五 3）。 

 

二、要尽忠持守（彼前五 5～11） 

1. 持守谦卑的精神（彼前五 5～7）。 

2. 持守信心的坚定（彼前五 8～11）。 

 

课后作业： 

1. 依您认为，当前中国教会的领袖面临哪些挑战、诱惑？如果您是教会领袖，

请分享您目前牧养教会所面对的难题有哪些？您如何去处理这些难题呢？ 

 

2. 请根据彼得前书在三章 8 节、本课经文及其它新约书信的描述中，深入的分

享「谦卑」对每位基督徒在灵性及教会生活上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