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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选与寄居拣选与寄居 彼前一1 - 9

一1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
加拉太、加帕多家、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一2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

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

这段经文，彼得开宗明义地教导「父神的拣选」，

彼得前书以「拣选」为开始、以「拣选」为结束，

拣选 真 是整卷 得前书 基拣选的真理是整卷彼得前书的根基。

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解经问题…
基督徒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预知 Foreknowledge预知 g
有人对这句话的解释：

上帝预先知道哪些人会信他、哪些人不会信他，

于是就按照他的预知、先见，拣选那些会信他的人。

这种理论除了一些解经的根据、有点断章取义以外，

基本上 个哲学 或神学的预设 乃是基本上一个哲学、或神学的预设，乃是：

人有自由意志，我们凭着我们的理性、经验，

都知道蒙恩得救是因为自己选择要相信都知道蒙恩得救是因为自己选择要相信–
是我选择了上帝

所以怎么会是说：我被动地被上帝选择所以怎么会是说：我被动地被上帝选择，

然后被动地有一个不可抗拒的呼召，让我不得不信神呢？

是我选了上帝、不是上帝选了我！是我选了上帝、不是上帝选了我！

那从这样的预设出发、来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说：

所以既然是我选择上帝，上帝选择我就是看我会不会选择他，所以既然是我选择上帝，上帝选择我就是看我会不会选择他，

 上帝预先知道我会选择信他、那上帝就拣选我

 上帝如果预先知道我不会选择他的话，帝 ，

他也不来干犯我的自由意志，他尊重我的选择

圣经奇妙的地方在于：上帝对人的拣选，是让人能够选择他，

而没有蒙上帝拣选的人，是没有办法选择他的！

印度诗人泰戈尔：

「不是我选择了那上好的「不是我选择了那上好的，
乃是让上好的选择了我。」

如果套在预定论的话 也会带来另一种如果套在预定论的话，也会带来另一种

似是而非的理论- 不是我选择了神、而是神选择了我，

圣经的教导并没有这种错误的对立。圣经的教导并没有这种错误的对立。

圣经的教导乃是：

上帝拣选了我，以致我有自由可以选择他上帝拣选了我，以致我有自由可以选择他
圣经非常清楚让我们看见：上帝若没有先拣选我，

那我是没有能力去选择他的，我这个

全然败坏的人，是不可能会相信主耶稣的

而以上提到那种

「上帝凭着他预知，来拣选人」的这种神学谬误，

不只是违反了圣经的总体神学原则，

在解经上也犯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错误…



彼得在这里讲到的先见，原文原型是 prognosis，
可以拆成两个部分 字首 预先 在前面可以拆成两个部分：字首 pro 预先、在前面，

后面名词 gnosis，直接翻译出来是知识，

是从动词 ginosko 发展过来是从动词 ginosko 发展过来。

Ginosko 可以翻译成知道、认识，

 不是西方哲学知识论对真理的客观知识 不是西方哲学知识论对真理的客观知识、

知道一件事情，譬如客观地知道 1+1=2
圣经用到 ginisko 的时候 讲的是圣经用到 ginisko 的时候，讲的是

人跟人之间的认识、人跟神之间的认识，

是一种深刻、亲密的关系，是 种深刻、亲密的关系，

不只是知道，更是一种深刻的认识

耶稣 太七23 他将来要对那些作恶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们，

ginosko

耶稣 太七23 他将来要对那些作恶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们，
不是说耶稣不知道这些人，这些人的恶念耶稣最清楚，

可是耶稣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耶稣跟他们 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林后五21a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

那不认识罪的，ginosko 动词，耶稣跟罪没有任何的关系。

总而言之当新约作者用 ginosko、gnosis 这个字的时候，总而言之当新约作者用 ginosko、gnosis 这个字的时候，

讲的并不是客观的知识，不是上帝在永世里

先客观地预先知道谁会信他、谁不会信他

 Gnosis 是一种深刻的认识、深刻的关系

罗八29a 因为他预先(认识)所知道的人罗八29a 因为他预先(认识)所知道的人。

神在创世以先已经认识我们了

彼前一2a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预先认识预先认识

我们善恶都还没有做、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神就已经爱了我们！
神在创世以先已经跟我们建立了爱的关系 无条件地拣选了我们！神在创世以先已经跟我们建立了爱的关系，无条件地拣选了我们！

彼得就把一套重要的因果关系确立下来…

一2 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
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

透过、通过圣灵的成圣之工

这句话里，把起因、途径、结果，这句话里，把起因、途径、结果，

都表明得非常清楚…
能够相信、顺服基督，是因为蒙父神拣选，能够 信 顺 ，是因 蒙父神拣选，

 神的拣选是因、不是果

 我们的信是果、不是因

不是因为信以致被拣选，

是被拣选以致顺服、以致信，
信与顺服在彼得的用语里是一致的。

就像在保罗、雅各的用语里面讲到「信心」，

都是一种行动、一种降服的行动。

圣经反复强调上帝的拣选，

乃是把人分别出来 分别为圣的 个动作乃是把人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一个动作，

挪亚、亚伯拉罕、以色列、教会被拣选，

都是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 成为一个新的国度都是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度。

三9a 惟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三11a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们现在既然已经属于上帝圣洁的国度我们现在既然已经属于上帝圣洁的国度，

就不再属于地上的国度了–
在地上就成为客旅 寄居的在地上就成为客旅、寄居的。

彼得写信给分散在…寄居的，
分散原文 di 已经是 个特别的术语分散原文 diaspora，已经是一个特别的术语：

 指以色列、犹大，先后亡国之后，流亡、散居到各地，

到了罗马帝国的时代散居在各个城市到了罗马帝国的时代散居在各个城市

寄居当然就是在讲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来十一13 这些人都…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这两处经文都是出自以色列亡国、犹太人被掳之后，

那个时期的文学，以色列人深深体会到

流亡在国外、深切思念耶路撒冷的心情。

以色列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离弃神，终于被神击打管教、

交在外邦人的 色 被掳 来归回交在外邦人的手中- 以色列人被掳，后来归回之后

终于学会敬拜神、不再去拜偶像了。

在被掳时 以色列诗人在外邦形容自己

诗四二3 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
人不住地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呢？

在被掳时，以色列诗人在外邦形容自己…

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

如果你所信的那位公义又全能的上帝真的存在的话，

落 巴比伦 落为什么你们会流落到巴比伦、这个堕落的世界上？

这是所谓神义论的问题 - 公义又全能的上帝

怎么会允许外邦人这样欺压他的子民 被掳到外邦呢？怎么会允许外邦人这样欺压他的子民、被掳到外邦呢？

这个问题深深困扰着当时的犹太人…

神义论这个最深刻的难题，也带出了基督徒最深刻的信仰…
很多人在落入苦难 试炼的时候 会问上帝到底在哪里？很多人在落入苦难、试炼的时候，会问上帝到底在哪里？

如果他真的是良善、真的爱我的话，我受苦

就代表他爱我 但是能力不足 所以爱莫能助就代表他爱我，但是能力不足、所以爱莫能助

他可能是全能的，但是他不良善、不公义、

他不关心我 所以我才会落入这样子的景况他不关心我，所以我才会落入这样子的景况

如果他又爱我、又是全能的、又是良善的，

怎么可能这个世间会有罪恶、人会落入罪恶的捆绑？怎么可能这个世间会有罪恶、人会落入罪恶的捆绑？

但在这个问题的面前，

 历代圣徒宣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历代圣徒宣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主耶稣也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

他在天上掌管万有，而他是我们的父亲他在天上掌管万有，而他是我们的父亲
被掳时期、后来回归耶路撒冷之后，

出现许多诗篇、经卷，都在处理这个问题，

而处理时，最终都指向耶稣基督。

代下廿九15 追忆当年大卫王在位、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掳，

大卫王就已经在众人面前 在耶路撒冷上帝之城

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
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 不能长存

大卫王就已经在众人面前、在耶路撒冷上帝之城…

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

 原来不论是在耶路撒冷、巴比伦，

以色列人都是寄居的、都是客旅
因为上帝那眼不能见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真 的归属是 圣洁的 度我们真正的归属是那圣洁的国度，

因此在地上都是客旅、寄居的

彼得 拣 色 分散 寄 各 神学彼得用蒙拣选的以色列人分散、寄居各地的这种神学思想，

来解释蒙拣选的基督徒

在这个世界上的光景在这个世界上的光景。

于是他写信给分散在各地寄居的、

就是照父神先见被拣选的人就是照父神先见被拣选的人。

我们既蒙拣选、借着圣灵成圣之工归入基督，

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不再是中国 台湾 美国 加拿大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不再是中国、台湾、美国、加拿大…
我父亲是外省人、奶奶是山东人，

我从小讲话有很重的北方口音我从小讲话有很重的北方口音

 我在台湾读小学时，同学都说我是大陆人

 后来移民到加拿大 人家说我是新移民 后来移民到加拿大，人家说我是新移民

 回到台湾以后，又变成归国侨胞

 后来在大陆住了两年，大陆人说我是台胞后来在 陆住了两年， 陆 说我是台胞

我走到哪里、都没有完全的归属，

当地人都把我看成外来者；

许多像我一样的人，会有某种程度的身分危机，

他们会问：我到底是谁？我的归属在哪里？

但是我们既然已经被神拣选，

我们的归属就已经不在这个地上，

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



但是为了不要让我们落入一种与世隔绝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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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后书都非常强调基督徒信仰的入世性，

非常强调这个世界是天父世界非常强调这个世界是天父世界…
因为这是天父世界、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

愿你的国降临 不是愿你把我们带到天上愿你的国降临，不是愿你把我们带到天上

 因为道成肉身的主耶稣要亲自回来掌权
所以基督徒虽然不属世、却必须入世。所以基督徒虽然不属世、却必须入世。

台湾人所熟悉的马偕宣教士，是加拿大人，

来到台湾却把台湾当做自己的家，来到台湾却把台湾当做自己的家，

为什么？因为这是天父世界，

 虽然每一个地方都是异乡，都 ，

但是每一个地方也都是我们的家

 每一个地方都是归属，因为这是天父世界
这是非常奇妙的真理。

第二世纪有一个基督徒对不信主的人
解释基督徒的盼望的缘由 写下这么 段话解释基督徒的盼望的缘由，写下这么一段话：

「基督徒与他国子民不同之处，不在于地土、语言、习俗，
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城市不是他们自己的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城市不是他们自己的，

也没有自己的语言、异于常人的生活习惯，
反之，按着每个人的天命分住在反之，按着每个人的天命分住在

希腊人的城市、蛮荒地区的城市。
他们的生活方式十分奇妙，

也乐于承认这种方式是看似矛盾的：
住在自己的故乡，但在那些地方他们却是外来者，

每个异国都是故乡 而每个故乡都是异国 」每个异国都是故乡、而每个故乡都是异国。」

这样一套蒙拣选、寄居的信仰，造就出非常独特的属灵文化，

使得基督徒连问安时用的词语 都变得跟世人不 样了使得基督徒连问安时用的词语，都变得跟世人不一样了，

彼得对收信人问安…

愿恩惠 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一2b 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

罗马帝国的犹太人用希腊文通信的时候，

问安语通常是 愿你健康 我问你安问安语通常是：愿你健康、我问你安，

而彼此见面的时候会说：平安、Shalom。

但彼得书信 保罗书信 都用了不寻常的问安但彼得书信、保罗书信，都用了不寻常的问安，

说：恩惠与平安归与你们。

 犹太教求的那种平安 经常是自我欺骗、自我安慰的 犹太教求的那种平安，经常是自我欺骗、自我安慰的，

正如先知所说- 以色列都要灭亡了，
他们却彼此说：平安了、平安了…他们却彼此说：平安了、平安了

 没有主耶稣的恩典，就没有真平安，真平安是人与神和好、

人与人和好，在基督里和好，才有真正的平安

马丁路德在加拉太书注释论到这样子特别的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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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财富，

但跟随基督的人，不论健康或疾病、财富或贫穷，

都有恩惠与平安随着我们。

彼得在接下来的感恩段当中，就赞美颂赞上帝…
一3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一4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一5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一6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7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一7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一8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一9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