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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 彼前二1 - 12

彼得前书的核心立论 一13-16，彼得说：

我们既然已经因着神无条件的拣选进入了恩典之约，

就应该要作圣洁顺命的儿女；

但是我们又还没有活出顺命圣洁的样式，

因此彼得吩咐我们 -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

二1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二1 所以，你们既除去 切的恶毒、诡诈，
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

二2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除去」这个动词，原文在文法上可以有两种翻译：

 你们既然已经除去了 - 肯定语气的过去式

你们要除去 - 祈使句、命令语气

通常来说，希腊文是非常精准的语言，

而新约作者有时候在语气 时态 故意模棱而新约作者有时候在语气、时态上，会故意模棱两可，

这不是因为表达不精确，反而是非常精准地要表达出

个重要的真理 就是已然 未然 Al d b t t t一个重要的真理 - 就是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

罗七24-25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那句话里面并没有动词，也就没有时态，那句话里面并没有动词，也就没有时态，

所以是已经脱离了吗？还是还没有脱离？

结果在罗八保罗反复让我们看见这个已然、未然的真理。

彼得：我们已经是神圣洁的儿女，但还没有把这个身分活出来，

因披戴基督的宝血、已经完全成为义人，但还是败坏的罪人

已经完全圣洁了，但是还需要成圣

已经除去了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的话，

但还要除去这一切

这里所提到的「已除去」，并且「要除去」的东西，

包括内心的恶 言语上的罪包括内心的恶、言语上的罪，

成圣不光是内在的，也包括外在的言语、行为，

这不是形式主义 是表里一致这不是形式主义，是表里一致，

正如我们因之称义的信是口称基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彼得说：你们需要除去这一切的恶、

并且已经除去了这一切的恶并且已经除去了这 切的恶。

既然已经如此、又要如此，就要怎么样呢？

二2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二2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 样，
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拿婴孩作比喻、讲给所有基督徒听，拿婴 比喻 讲给 听，

不管信主年日的长久。

婴孩渴慕奶、没有奶的时候会啼哭，以奶为满足，

基督徒也必须像婴孩渴慕奶那样爱慕纯净的灵奶。



灵奶，原文是「属灵的奶」，

「属灵的」这个形容词 原文原型是l ik「属灵的」这个形容词，原文原型是logikos，
是从logos 这个名词变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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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的，

英文 logic 就是从 logos 来的 Logic 就是逻辑英文 logic 就是从 logos 来的，Logic 就是逻辑
 Logikos 是符合逻辑、符合理性的，

在新约圣经又指上帝的话语在新约圣 指 帝 语

属灵的奶也可以翻译成「属乎上帝话语的奶」，

更直接的意思：

上帝的话语、圣经，比喻为婴孩所渴慕的奶。

在整本圣经的教导当中，灵性与理性从来没有被对立起来，

属灵人应该要追求理性上的成圣，

 任何不合理、不合逻辑、自相矛盾的，都不可能出自神

 不讲道理的人，也不可能是属灵的人

二3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过去式，好像在超级市场试吃、品尝过美味珍馐，

美味到一个地步，吃过一定会把它买回家。

尝过跟认识是不一样的，

能够认识神的人都是被神所认识、神所拣选的。

但是 来六 有一些人尝过天恩的滋味、神善道的滋味，
可是这些人居然还离弃真道。

也就是说上帝的真理已经这么明显地启示给他们，

他们也如此清楚地体会过恩典的好处–
来过教会 都明白圣经来过教会、都明白圣经、

理性上已经完全认同了圣经的真理，

可是他们仍然不愿意把自己委身给基督可是他们仍然不愿意把自己委身给基督、

仍然不愿意过基督徒的生活、仍然故意不认识神。

这是极其荒谬的 因为彼得说：这是极其荒谬的，因为彼得说：

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一定会渴慕主的道！

二4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神所拣选 所宝贵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二5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
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灵 ，作 ，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反复提出的都是 些旧约关于献祭 圣殿的概念反复提出的都是一些旧约关于献祭、圣殿的概念…
「活石」原文更直接的翻译是「活着的石头」，

强调「活着的」这样的生命状态 行动状态强调「活着的」这样的生命状态、行动状态

保罗 罗十二1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用的也是同样的字 同样的文法用的也是同样的字、同样的文法

活祭那个活、活石的活，

强调的是活着的人的那种主动性 –强调的是活着的人的那种主动性
作为祭物、作为活祭，

把自己献上的那种主动性，把自己献上的那种主动性，

不单是被动地被献上，而是活着的人把自己给献上。

建造宫殿的时候所用的石头是没有生命的，

是被动地被放在建筑物当中是被动地被放在建筑物当中；

主耶稣乃是活着的石头–
是上帝圣殿的墙角石 基石是上帝圣殿的墙角石、基石，

主动参与在上帝属灵圣殿的工程当中

我们既然因信与基督联合 在他里面都成为了活石 -我们既然因信与基督联合，在他里面都成为了活石 -
主耶稣的义、圣洁、作为儿子的名分，都成为我们的

旧约那物质的圣殿，乃是基督这个属灵圣殿的预表，旧约那物质的圣殿，乃是基督这个属灵圣殿的预表，

基督就是圣殿！

圣殿敬拜的要素之一是祭司圣殿敬拜的要素之 是祭司，

作为上帝子民的代表，来到上帝的面前献祭
敬拜神，所献上的祭必须是流血的祭，敬拜神，所献上的祭必须是流血的祭，

 因为神是圣洁的，人的罪必须借着死的刑罚才能够除去

 因为上帝那至高公义的忿怒必须要降下、要刑罚罪，

罪的刑罚必须满足，上帝的公义才能够满足



罪必须受到刑罚，但神既爱我们，就为我们

这些该受死的刑罚的人预备了挽回祭这些该受死的刑罚的人预备了挽回祭。

挽回祭的意思是把上帝的忿怒化为恩慈，

就挽回忿怒的上帝就挽回忿怒的上帝 –
将上帝圣洁公义的忿怒化为对我们的恩慈！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挽回祭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挽回祭，

我们因着他，得到了神的赦免…
我们与他合一的时候我们与他合一的时候，

不但他的都成为我的、我的也都成为了他的，

结果我的罪成了他的罪结果我的罪成了他的罪，

他就因着我的罪、背负着我的罪，

受了我所当受的刑罚、就免去了我们的刑罚受了我所 受的刑罚、就免去了我们的刑罚

如果不是基督作为大祭司
把自己当作挽回祭给献上，

我们就不可能来到圣殿面见神、敬拜神

在旧约的圣殿当中，有一个地方叫做至圣所，

跟圣殿其他的地方用大幔子给隔开跟圣殿其他的地方用大幔子给隔开，

 这个幔子象征神与人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

 只有大祭司 年 次行了诸般洁净的礼之后 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行了诸般洁净的礼之后、

带着赎罪的祭进去，才能够面见神

福音书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 刻福音书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

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了两半！

来十 幔子象征的不单是神与人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来十 幔子象征的不单是神与人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

也象征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使我们能够透过基督来到父神的面前敬拜 面见神使我们能够透过基督来到父神的面前敬拜、面见神，

活在神的面光中，让我们晓得每一个人都活在神的面前，

生命当中的每一刻都是在祭坛上敬拜神，生命当中的每 刻都是在祭坛上敬拜神，

不单是礼拜天在教会筑祭坛，

回到家里、在工作岗位上，都要筑祭坛敬拜神，

都活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

我们之所以能够蒙悦纳，不是因为我们全然圣洁、毫无瑕疵，

二4b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二4b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希腊原文 Through Jesus Christ

 通过他 好像通过那条又新又活的路 通过他，好像通过那条又新又活的路，

来奉献灵祭，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活祭
我们把自己献给神必须是与基督一同 在基督里透过他我们把自己献给神必须是与基督 同，在基督里透过他，

只有这样的活祭，才能够蒙神的悦纳、

让我们进入至圣所来面见神我们进 至圣所来面见神

基督是神所拣选的，而我们在基督里、也与他一同蒙拣选。

所有的好处都不外乎基督，神给我们预备的一切都是基督里的，所有的好处都不外乎基督，神给我们预备的 切都是基督里的，

 我们的拣选都是在创世以先，在基督里被拣选
 基督既是活石、我们在他里面也成为活石

 基督既是大祭司，我们在他里面也同作圣洁的祭司

 基督既将自己献上当作挽回祭，

我们在他里面也献上自己当作灵祭或者活祭

基督是圣殿、基督是祭司、基督是挽回祭，

我们也成为神的圣殿了我们也成为神的圣殿了–
就是神与人同在的那居所，

也成为圣洁的祭司了 成为神所悦纳的祭物了

因为经上说 看哪 我把所拣选

也成为圣洁的祭司了、成为神所悦纳的祭物了，

这是何等尊贵的身分、地位…

二6 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
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二7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二7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
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二8 又说：作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盘石。他们既不顺从，
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

彼得前书、整本圣经里面反复看见：彼得前书、整本圣经里面反复看见：

上帝的拣选有一个分别的动作-
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呼召出来，

就把被拣选跟被弃绝的分开了！



对被拣选的子民来说，主耶稣的十字架
是上帝慈爱 至高的真理 智慧 能力是上帝慈爱、至高的真理、智慧、能力

对没有信的人、未曾蒙神恩惠的人来说，

十字架是愚拙的 讨厌的 是绊脚石十字架是愚拙的、讨厌的、是绊脚石

十字架必然有这双重的意义，

上帝化腐朽为神奇的荣耀上帝化腐朽为神奇的荣耀，

乃是借着十字架的羞辱彰显出来的。

犹太人因为神不能死 就不相信基督是神；犹太人因为神不能死，就不相信基督是神；

希腊人因着不信基督是神，不相信基督能从死里复活，

他们拒绝了十字架那个自我显明的神，因为他们他们拒绝了十字架那个自我显明的神，因为他们

坚信自己心里所造的那种荣耀的偶像。

神掌管万有 使万事互相效力 并不是远在天边的神掌管万有、使万事互相效力，并不是远在天边的，

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

基督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基督是按着神的 旨、先见，

被犹太人交给不法之人钉十字架的…

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上所犯最大的罪恶，

上帝却将它化为最高的荣耀 最大的恩典上帝却将它化为最高的荣耀、最大的恩典。

 很像但以理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面受试炼时，

神拯救他们出来神拯救他们出来，

而神的拯救并不是远在天边的幕后操纵，

他是亲自走到火窑当中拯救他们他是亲自走到火窑当中拯救他们

新国际版圣经翻译 罗马书「神使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

用了一点翻译上的自由，没有照直接的文本来翻译，用了 点翻译 的自由，没有照直接的文本来翻译，

可是在神学上非常精彩，它说：

God works in all things，不是 behind，
不是在幕后、而是在当中

正如我们在百般试炼中都能够以为大喜乐，

喜乐、盼望的缘由是主耶稣基督、神在基督里所彰显的主权，

他在基督里掌管万有，因此我们能够以他为乐，

不是以试炼为乐，是在试炼中与神在基督里所彰显的大能为乐。

这个是我们之前提到「神义论」的难题，

上帝真的爱我们吗？上帝真的爱我们吗？
他如果存在、又爱我们、又全能的，

为什么今世会有苦难 会有罪恶呢？为什么今世会有苦难、会有罪恶呢？

主耶稣基督是这个问题惟一的答案，

上帝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亲自在十字架上上帝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亲自在十字架上，

彰显化腐朽为神奇的大能、回答了这个问题

但是不愿意在十字架上寻求上帝大能的人，但是不愿意在十字架上寻求上帝大能的人，

要自己凭着哲学、宗教，来建构全权之神的这种人，

对他们而言 - 十字架是绊脚石

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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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二10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

上帝的拣选乃是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行动，

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 成为 个新的国度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度。
彼得：我们既是被拣选的族类、就是圣洁的国度，

我们在这个国度里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在这个国度里是有君尊的祭司。
基督不单是祭司，基督的职分还包括了君王，

甚至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甚至说我们要与基督 同作王

既是君王、又是祭司，这是极其荣耀的身分，

因为在旧约 君王跟祭司的职分是不能重迭的因为在旧约，君王跟祭司的职分是不能重迭的，

统治权、宗教权必须彼此分立，相互监督、制衡。

惟有上帝能够同时统治我们、惟有上帝能够同时统治我们、
赐我们律法、又施行律法，同时拥有三权，

因为惟有上帝是绝对者为惟有 帝是 对者

 同样地也只有基督，能够同时是君王、又是祭司

这种惟有基督可以享有的权柄与荣耀，

现在在他里面都赐给了每个神所拣选的人！



得到这样子的权柄，并不是为了叫我们能够为所欲为，

而是为了「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而是为了「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

神在创世以先已经拣选了我们，

但他永恒的拣选在历史当中有一个实现的过程但他永恒的拣选在历史当中有一个实现的过程-
 把本来不是子民的变成神的子民
 呼召我们进入恩典之约、

二11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是客旅 是寄居的

 呼召我们进入恩典之约、

进入神的国度、蒙神的怜恤

二11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二12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
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从上下文的脉络来看，

这两节是在为 二1-10 作一个小结，节是在为 作 个小结，

同时又过渡到下一段经文…

彼得在这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真理 –
两个国度的真理两个国度的真理：

 神的拣选、呼召，是把我们从属世的国度呼召出来，

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
但是上帝并没有把我们带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仍然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仍然住在这个世界上，

而在其中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

这样表达方式的旧约背景也就是这样表达方式的旧约背景也就是

以色列亡国、犹太人散居异乡的时候，

 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地上，不论在耶路撒冷、 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地上，不论在耶路撒冷、

巴比伦，都是客旅、是寄居的，

真正的归属不在这个堕落的世界真 归属 个 界
 另一层意义，这个世界虽然堕落，

却仍然是神所创造、神所掌管的世界，

神将来也要来更新这个天地、使这世界成为新天新地！

正如一首诗歌所唱的：

「这是天父世界 罪恶虽然暂时猖狂 天父却仍掌权 」「这是天父世界，罪恶虽然暂时猖狂、天父却仍掌权…」

上帝并没有带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要来更新这个世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要来更新这个世界，

更新他起初创造的天地、使它变成新天新地，

彼后三 所宣告的新天新地彼后三 所宣告的新天新地
也正是这个原因，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

没有求神把我们带离开这个地上、升到天上，没有求神把我们带离开这个 、升到天 ，

而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基督徒的祷告既是如此、生活也应该是如此，基督徒的祷告既是如此、生活也应该是如此，

 应该是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

在世界上作光、作盐，，

而不是过着与世隔绝所谓属灵生活
真正的属灵人不是与世隔绝的，

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人群当中遵行神的旨意

耶稣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耶稣也教导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作光 作盐但耶稣也教导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作光、作盐，

所以在地上寄居、作客旅的基督徒，

应当入世 而不属世应当入世、而不属世 –
In but not of the world。

因此彼得不只教导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因此彼得不只教导要禁戒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在这种个人的属灵操练之外在这种个人的属灵操练之外，

更应该把上帝国度的圣洁给活出来，

行在地上国度的人面前。行在地上国度的人面前。

假如这样的教导听起来还有一点抽象，

彼得接下来就要教导我们如何具体地彼得接下来就要教导我们如何具体地

在世人面前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

我们下一次会一起来查考 二13-25。我们下 次会 起来查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