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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彼得前书1:24

彼得前书

1我，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远离故乡的上帝的选⺠，他们散居在本
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亚细亚和庇推
尼地区。 2⽗上帝很久之前就计划，通过
圣灵的净化，挑选你们服从上帝，并把
耶稣基督的⾎洒在你们⾝上使你们得以
洁净。
愿上帝赐予你们丰富的恩典与和平。

活着的希望
3赞美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
在他丰富的怜悯⾥，通过耶稣基督从死
⾥复活让我们重⽣，为的是给我们带来
有⽣命的希望， 4以便让我们继承那不
朽、⽆瑕和永不褪⾊的产业，这产业在
天堂⾥为你们保存着。
5通过信仰，你们受到上帝的⼒量的
保佑，直到拯救的来临。这拯救已准备
好，要在末⽇之际揭⽰给你们。 6为此，
你们应该感到快乐，尽管⽬前暂时会有
各种困难使你们悲伤。 7这些困难的出现
是要证实你们的信仰是真实，这信仰⽐
⻩⾦还要贵重，即使是经过⽕炼的⾦⼦
也会毁坏。你们的信仰将在耶稣基督显
现时给你们带来赞美、荣誉和荣耀。
8虽然你们没有⻅过耶稣，但是，你们
依然爱戴他；虽然你们现在看不⻅他，
但是，你们却依然信仰他，并且充满了
⽆法⾔喻的荣耀的喜悦。 9你们正在领受
着你们⾃⼰的信仰的结果，即你们的拯
救。
10关于这拯救，先知曾进⾏了仔细的
研究和探求，并预⾔过将要向你们展现
的恩典。 11基督之灵在这些先知之中，
这灵预⾔到基督将遭受苦难，以及在这
之后将要来临的荣耀。他们努⼒探索着
灵向他们展⽰的⼀切，尽⼒去了解那些
事情何时发⽣，以及在那时刻，这个世
界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12先知们得知他们不是在为⾃⼰⼯
作，⽽是在为你们⼯作。当他们告诉你

们那些事情，即你们已听到的事情的时
候，他们正在为你们服务。向你们宣传
福⾳的⼈在天堂派遣来的圣灵的帮助
下，告诉了你们这些事情，甚⾄连天使
也渴望要了解这些事。

圣洁⽣活的召唤
13所以，你们在思想上要做准备好，
绝对⾃持，要把你们的希望完全寄托
在耶稣显现时所要赐给你们的恩典上。
14要像顺从的孩⼦⼀样，不要再像过去
你们愚昧⽆知时那样让⾃⼰的⽣活顺从
邪恶的欲望。 15相反，正如召唤你们的
上帝是圣洁的那样，你们也应该在你们
所做的⼀切事情上是圣洁的。 16所以，
《经》上说: “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
洁的。”*
17既然你们称公平的、按照各⼈的⾏
为审判的上帝为⽗，那么你们寄居在
地上期间，就应该怀着对上帝的敬畏⽣
活。 18你们知道，你们过去从你们的祖
辈那⾥继承下来的那种⽣活⽅式毫⽆价
值。你们已从这种⽣活中被拯救出来，
⽤的不是⾦银之类会毁坏的东⻄， 19⽽
是⽤基督宝贵的⾎—尤如完美⽆瑕的羔
⽺之⾎。 20在创世之前，基督已被选
定，但是，因为你们的缘故，在这些最
后的⽇⼦⾥他才被⼈们知晓。 21通过耶
稣，你们成为让他从死⾥复活、并赐给
他荣耀的上帝的信仰者，因此，你们的
信仰和希望寄托在上帝⾝上。
22你们通过服从真理得到净化，以便
你们对兄弟姐妹能够有真挚的爱，从⼼
⾥彼此热爱。 23你们已经重⽣，这新的
⽣命不是来⾃于会死的种⼦，⽽是来⾃
于不会死的种⼦，你们是通过上帝的永
⽣信息得以重⽣的。 24正如《经》上所
说的那样:
“⼈如草，
他们所有的荣耀就如草中的野花，
草枯花谢，

*1:16引⾃旧约《利未记》11:44-45，19: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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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但主的话却永存。”*
这话就是传播给你们的福⾳。

活⽯与圣洁的⺠族

2所以，要抛弃⼀切邪恶，抛弃欺诈、虚伪、嫉妒和各种诽谤。 2‒3既然你
们已尝到主的仁慈，你们就应该像初⽣
的婴⼉那样，渴望滋养你们⼼灵的纯洁
之奶，以便你们借着它成⻓与得救。
4主耶稣是活⽯†，世⼈遗弃了他，但
是，上帝却选择了他，并珍爱他，接近
他吧。 5你们也像活⽯，把⾃⼰⽤于建
造属灵的殿宇，使⾃⼰做⼀个圣洁的祭
司，通过耶稣基督向上帝献上他所能接
受的属灵的祭物。 6所以《经》上说:
“看哪，我选了⼀块宝贵的基⽯，
把它放在锡安，
凡信仰他的⼈，
决不会感到羞愧。”‡
7对于信仰他的⼈，它是宝贵的，对于
不信仰他的⼈，他是:
“被建筑⼯丢弃的⽯头，
已变成了最重要的基⽯。”¶
8对于不信仰的⼈，他是:
“⼀块绊脚的⽯头，
⼀块使⼈跌倒的⽯头。”§
他们被绊倒，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上
帝的教导，这是他们命中注定的。
9你们是上帝的选⺠，是君王的祭司，
是⼀个圣洁的⺠族，是属于上帝的⼦
⺠。上帝挑选你们去宣讲他召唤你们
离开⿊暗、进⼊他辉煌的光明的美德。
10过去你们根本不是⼦⺠，但现在你们
是他的⼦⺠；过去你们没有领受到怜
悯，但是，现在你们领受到了上帝的怜
悯。

为上帝⽽活
11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在这个世上就
像异客与陌⽣⼈，所以我恳请你们不要
放纵与你们⾃我作战的⾃私欲望。 12你
们要在外族⼈中间保持良好的品⾏。这
样，尽管他们把你们当成罪犯来控告，
但他们会看到你们的品⾏。等到基督到
来的那⼀天，他们会把荣耀归于上帝。

服从⼈类的权威
13为了主的缘故，你们要服从世上的
掌权者； 14要服从最⾼权威，即君王；
要服从他派来的统治者，他们被派来惩
罚作恶的⼈，赞扬⾏善的⼈。 15因为上
帝的旨意是⽤你们的善⾏堵住那些愚昧
⽆知的⼈的嘴巴。 16要像⾃由⼈⼀样⽣
活，但是不要把⾃由当作作恶的借⼝，
要像上帝的仆⼈那样⽣活。 17尊敬所
有的⼈，爱基督⾥的兄弟姐妹，敬畏上
帝，尊敬君王。

奴仆，以基督为榜样
18做奴仆的⼈要怀着敬畏之⼼服从你
们的主⼈，你们不但应该服从好的主
⼈，也应该服从坏的主⼈。 19如果有⼈
因意识到上帝和其旨意⽽忍受冤屈的痛
苦，那是值得赞扬的。 20如果你因为做
了错事⽽受到惩罚，那么就没有理由为
你所遭受的惩罚受到赞扬。但是，如果
你因为⾏善⽽受到痛苦并忍受了，那才
是令上帝喜悦的。 21上帝就是为此⽽召
唤我们的，因为基督不但为我们受难，
还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以便让我们跟随
他的脚步。
22 “他从没犯过罪，也没有说过谎。”**
23他受辱时没有还⼝，受难时也没威
胁他们，⽽是把⾃⼰完全托付给了公正
审判的上帝。 24基督在⼗字架上的⾝体

*1:25引⾃旧约《以赛亚书》40:6-8。
†2:4⽯上帝的属灵的⼤殿或家庭中最重要之⽯。
‡2:6引⾃旧约《以赛亚书》28:16。
¶2:7引⾃旧约《诗篇》118:22。
§2:8引⾃旧约《以赛亚书》8:14。
**2:22引⾃旧约《以赛亚书》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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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着我们的罪孽，以便让我们死于我
们的罪孽，⽽为正义⽽⽣。他的创伤使
你们得到治愈。 25因为你们过去就像迷
途的羔⽺，但是现在，你们已经回到牧
⽺⼈和你们⽣命的保护者的⾝边了。

妻⼦与丈夫

3 1‒2同样，做妻⼦的也要顺从你们的
丈夫，这样，如果有些丈夫还没有服

从上帝的教导，妻⼦⽆需说什么，他们
会被妻⼦的品⾏争取过来，因为他们看
到了你们纯洁和端庄的品⾏。 3你们的
美丽不应该来⾃外在的装饰、奇异的发
式、⾦银珠宝和华丽的⾐裳。 4相反，你
们应该有内在的美—那永不会消失的温
和恬静的性情之美，上帝器重的是这种
美。
5从前那些将希望寄托于上帝⾝上的圣
洁⼥⼦，就是这样使⾃⼰美丽的，她们
顺从⾃⼰的丈夫， 6正如撒拉顺从她的丈
夫亚伯拉罕、称他为主⼈⼀样。如果你
们⼀贯做好事，并且⽆所畏惧，你们就
是撒拉的⼥⼉。
7同样，丈夫和妻⼦⽣活在⼀起时，要
体贴她们，尊重她们，因为她们在性别
上⽐你们软弱。但是，上帝赐给你们妻
⼦的恩典与他赐给你们的是⼀样的，这
恩典赐予了真正的⽣命。这么做，你们
的祷告就不会被拒绝了。

为⾏善⽽受难
8总⽽⾔之，你们所有⼈都应该和睦相
处，互相理解，要像爱兄弟姐妹⼀样彼
此相爱，要仁慈，要谦卑。 9不要以恶报
恶，或以辱骂还辱骂。相反，你们应该
请求上帝赐福给他，因为这是上帝召唤
你们去做的，以便你们可以领受到上帝
的祝福。 10正如《经》上所说的那样:
“热爱⽣活，
想过好⽇⼦的⼈，
要禁⽌⾆头说邪恶的话，
不要让嘴唇撒谎。

11他必须弃恶从善，
他必须寻求和平，⼀⼼追求它。
12因为主垂顾好⼈，
垂听他们的祈祷，
但是主反对作恶的⼈。”*
13如果你们总是尽⼒⾏善，那么就没
有⼈能真正伤害你们。 14尽管你们为义
⽽受苦，你们也是有福的。“不要害怕那
些使你们受难的⼈，不要胆怯。”† 15要
在内⼼敬畏基督，奉他为主。如果有⼈
要求你们解释你们怀有的盼望，你们要
随时准备做出回答， 16但是在回答他们
时，要恭敬温和。要保持清⽩的良⼼。
当你们受到诽谤时，让那些诋毁你们在
基督⾥⾏善的⼈感到羞愧。
17如果因⾏善⽽遭受到痛苦是上帝的
旨意，这⽐作恶⽽遭受到痛苦要强。
18基督为你们⽽死，⼀劳永逸地赎清了
你们所有⼈的罪。他是⽆辜的，他为了
你们这些有罪的⼈⽽死，以便把你们都
带到上帝那⾥。他的⾁体虽然遭到了杀
害，但是他却依靠灵复活了。
19在这灵中，他去向那些受囚禁的灵
传道， 20他们是那些在很久以前诺亚
时代就拒绝服从上帝的灵。当诺亚建造
⽅⾈时，上帝曾耐⼼地等待着他们，但
是却只有⼋个⼈登上了⽅⾈，在⽔中得
救。 21这⽔就象征着现在拯救你们的洗
礼‡。洗礼并不是洗涤你们⾝体的污垢，
⽽是请求上帝赐予⼀颗⽆愧的良⼼。这
⼀切都是通过耶稣基督从死⾥复活⽽实
现的。 22基督已经进了天堂，他在上帝
的右侧，统治着天使、权威和势⼒。

改变⽣活

4既然耶稣在⾁体上遭受了痛苦，那么你们就应该⽤耶稣的意志去武装⾃
⼰。因为在⾁体上受难的⼈已跟罪恶绝
缘了， 2以便在尘世余下的光阴⾥不再顺
从⼈类⾁体的欲望，⽽是按上帝的旨意
⾏事。 3过去你们把很多光阴浪费在⾮教
徒喜好的事情上了，你们沉湎于放荡、

*3:12引⾃旧约《诗篇》34:12-16。
†3:14引⾃旧约《以赛亚书》8:12。
‡3:21洗礼希腊语。意为短暂地浸⼊、浸泡或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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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欲、酗酒、淫佚的宴乐、狂饮和可恶
的偶像崇拜之中。
4现在，当你们不再与他们同流合污、
过那种放荡的⽣活了，他们感到很惊
讶，于是便诋毁你们。 5这些⼈必须就
他们的⾏为向审判活⼈和死⼈的基督作
出交待。 6为此，福⾳传给死⼈，因为他
们也要像所有⼈⼀样，为他们在世时所
做的事情受到审判。福⾳传给了他们，
以便他们在灵⾥能够像上帝那样⽣活。

做⼀个上帝恩赐的好管家
7万物终结的时刻已经临近，所以要
头脑清醒和⾃持，以便有助于你们的祷
告。 8最重要的是，彼此要深深地相爱，
因为爱能掩盖众多的罪恶。 9要毫⽆怨⾔
地彼此敞开家门。 10你们每个⼈要像上
帝各种恩赐的好管家那样，按照各⾃领
受到的才能为彼此服务。 11宣讲的⼈应
该宣讲上帝的话，服务的⼈应该⽤上帝
赐予的⼒量去服务。通过耶稣基督，把
⼀切荣耀归于上帝。愿荣耀与⼒量永远
属于他，阿们。

为跟随基督⽽受难
12亲爱的朋友们，不要为发⽣在你们
中间的烈⽕般的严峻考验感到惊讶，仿
佛遇到了不寻常的事似的。 13相反，你
们应该以分担耶稣的苦难⽽感到幸福，
这样在基督显⽰出他的荣耀时，你们就
会幸福快乐。 14如果因为你们是基督的
信徒⽽受到侮辱，你们是有福的，因为
上帝荣耀的圣灵与你们同在。 15你们不
应该作为凶⼿、窃贼、罪犯或好管闲事
者⽽遭殃。 16如果你们有谁作为基督徒
⽽受难，他不应该感到羞愧，他应该为
承受了基督徒的名⽽赞美上帝。 17因为
审判的时刻已经开始，上帝的家庭成员
最先受到审判。如果这审判先从我们开
始，那么，不遵守上帝福⾳的⼈会有什
么结局呢？
18好⼈得救尚不容易，那么不虔诚的
⼈和罪⼈⼜会怎样呢？* 19所以，因遵照

上帝的旨意⽽受难的⼈，应该把他们的
⽣命托付给他们的创造者上帝，并应该
继续⾏善。

上帝的⽺群

5我本⼈作为⼀名⻓⽼、基督受难的⻅证⼈，也是将要向我们显现的未来
荣耀的分享者，向你们中间的⻓⽼恳求:
2照顾好你们负责的上帝的⽺群。你们照
管他们，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是出于⾃
愿⽽⾮勉强。你们这么做是因为你们乐
意侍奉，⽽不是贪图⾦钱。 3对待分配给
你们照顾的⼈，不要像独裁者，⽽是要
给他们树⽴榜样。 4这样，当⼤牧⼈来临
时，你们会领受到那永不褪⾊的荣耀的
桂冠。
5同样，年轻⼈，你们应该服从年⻓的
⼈，你们彼此要谦卑相处。
“上帝排斥骄傲的⼈，
把恩典赐给谦卑的⼈。”†
6所以，你们在上帝的有⼒的巨⼿之下
要谦卑，等适当的时刻来临时，他会把
荣誉奖赏给你们。 7把⼀切忧愁都给他
吧，因为他关⼼你们。 8你们要⾃制和谨
慎！魔⿁才是你们的敌⼈，他就像⼀头
咆哮的狮⼦，到处寻找着可吞噬的⼈。
9你们要抗拒他，要坚定信仰，因为你们
知道，你们的兄弟姐妹在全世界各地也
遭受着你们正在遭受的苦难。
10你们的患难是暂时的，在这之后，
上帝会安派好⼀切。他会使你们强壮，
他会⽀持你们，让你们不会跌倒。他是
赐予⼀切恩典的上帝，他挑选你们在基
督⾥分享永恒的荣耀。
11愿所有的权⼒永远归于他！阿们。

最后的问候
12我在⻄拉的帮助下给你们写下这封
短信，我知道他在基督⾥是⼀名忠实的
兄弟。我写此信是要安慰和⿎励你们，
并证明这是上帝真正的恩典。请你们在
这恩典⾥坚定不移。

*4:18引⾃《箴⾔》11:31（希腊版）。
†5:5引⾃旧约《箴⾔》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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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和你们⼀同被挑选的巴⽐伦教会向
你们问候。我在基督⾥的⼉⼦⻢可也向
你们问候。 14以爱之吻彼此问候。

愿和平属于在基督⾥的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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