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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书
1这封信来自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给已被上帝
选择之人：那些散落流放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
家、亚西亚和庇推尼的人。 2你们被父上帝以其智慧
而选中，是灵让你们圣洁，这样你们就可以听从耶
稣基督，被他的血撒过。愿你们拥有更多的恩典与平
安！

3赞美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之父！通过他伟大的
怜悯，我们得以重生；借着耶稣基督死而复生我们被
赋予永生的希望。* 4这传承是永恒的，永远不会朽坏
或消失，会为你们在天堂中安全地保留着。 5通过你
们对上帝的信任，上帝会用他的能力保护你们，直到
救赎到来⸺那是已经准备好在末日显化的救赎。

6因此，你们要为之欢喜。但你们现今经历各种考
验的时候，或许暂时会感到难过。 7这些都证明了你
们对上帝的信任是真实的，就像用火来证明是否真
金，但即使是金子也可以被摧毁，你们的信比金子更
有价值！通过这种方式，你们对上帝的信任就会获得
认可，当耶稣基督出现时，你们会得到赞美、光荣和
尊崇。

8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现在虽然不能看
见他，却信他。所以，你们充满了无法形容、美妙的
幸福。 9你们信他的奖励，就是将会得到拯救。 10先
知们说道为你们准备的恩典时，他们寻找和研究的也
正是这样的救赎。 11他们试图找出救赎将在何时以
何种方式发生，因为他们中基督的灵，清楚讲述了基
督将要遭受的苦难和获得的荣耀。 12他们听到的解释
是：他们这样做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你们。因为
他们所讲的，你现在已经从那些通过上天派来的圣灵
* 1:3 或者“给我们带来生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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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分享好消息的人那里学到了。就连天使也急于知
道这一切！ 13你们的思想务必要准备好。保持头脑清
醒。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你们在耶稣显化时将会获得的
恩典。 14像那些按照他们吩咐去做的孩子一样生活。
当你不知道何为更好，不要让那时候的罪恶欲望左右
你们。 15现在你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要是圣洁的，就像
那召唤你的人就是圣洁的。 16因为经书说：“你们要
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17既然你们称他为父，意识到他会根据每个人的所
作所为公正评判每个人，请认真对待你们在地球上的
时间，尊重他。

18你们已经知道，你们并没有摆脱从祖先那里继承
的无意义生活方式，这些都是是没有持久价值的东
西，比如金银。 19你们因基督宝贵的血而获得自由，
他就像一只没有瑕疵或缺陷的羔羊。

20基督是在创世之前被上帝所挑选，却会在这末
世‡为你们的好而显化。 21通过他，你们信那让基督
死而复生并让他荣耀的上帝，这样你们就可以对上帝
有信心，有希望。 22既然你们已经按照真理奉献了自
己，那就像真正的家人一样真诚地相爱。§ 23你已经
重生了，不是必死的“种子”*的产物，而是不死的
种子，通过神的活的、永恒的话语 24因为：“所有人
皆如草，他们的荣光如野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25但只有主的道，永远长存。”†这就是向你们解释
的福音。

2
1所以要放弃你们做的所有邪恶之事：所有的不诚
实、虚伪和嫉妒，所有你们诽谤别人的方式。 2你们
应该变得像那只需要纯净灵奶的新生婴儿，这样才
† 1:16 引自《利未记》11:44‑45或《利未记》19:2 ‡ 1:20
或者“在时间的尽头。” § 1:22 或“以兄弟之爱。” * 1:23
这里想要表现的是：不同“种子”产生不同种类的“生命。”
† 1:25 引自《以赛亚书》4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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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救赎中成长， 3现在你们已经品尝到了主是多么
的良善。 4因为你们来到他面前⸺他是曾被人们拒
绝、视为无用的活石，但被上帝所选和珍视。 5你们
也要变得像活石一样，被建造成一座灵的家。你们是
神圣的祭司，通过耶稣基督向上帝献上他喜欢的灵之
献祭。 6因为经书*上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了一
块特别选择、价值非凡的主基石。信他的人必不会失
望。”† 7他对真信的你很有价值。但对于那些不信的
人来说，“建造者拒绝的石头成为主要的基石”‡，
8还说这是“绊倒你的石头和让你跌倒的石头。”§人
们因为拒绝接受这条信息而走得跌跌撞撞⸺这对他
们来说，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9恰恰相反，你们是一个特别选中的家庭，拥有皇
家祭司的身份，是一个圣洁的国家，是属于上帝的子
民。因此，你们可以显化上帝做过的神奇之事，将你
们从黑暗中召唤到他神奇的光之中。 10过去你们是无
名之辈，但现在你们是上帝的子民。过去你们未曾获
得怜悯，但现在你们获得了怜悯。

11我的朋友们，作为这个世界上的外族人和陌生
人，*我恳求你们不要屈服于那与灵冲突的物质欲
望。 12当你们与非基督徒在一起时，一定行动恰当。
只有这样，即使他们指责你做错了，他们也会看到你
所做的好事，在上帝来临时荣耀上帝。†

13你们为了主而顺从人的权威，无论是最高权威的
君王， 14还是上帝任命去惩罚罪恶之人，表扬善良的
官员。 15通过做良善正确之事，上帝希望你们让那做
出无知指控的愚昧之人闭嘴。 16是的，你们是自由的
人，但不要用自由掩饰邪恶，要像上帝的仆人一样生
活。 17要尊重众人，向信徒社区表达你的爱，要尊重
上帝，尊敬君王。 18如果你是仆人，就要听从你的主
* 2:6 引自《以赛亚书》28:16。 † 2:6 或“羞愧。” ‡ 2:7
引自《诗篇》118:22。 § 2:8 引自《耶利米书》8:14。
* 2:11 “外族人和陌生人”⸺不把这个世界视为家。 † 2:12
原意为“探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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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仅听从那良善的好主人，也要听从那些严厉
的主人。 19因为这就是恩典：忍受生活的痛苦以及不
公平带来的苦难，只关注上帝。 20但是，如果你是因
为做错事而受到惩罚，就没有任何功劳。如果你是做
善事和正确的事而受苦，你忍受了它，那么上帝的恩
典就与你同在。

21事实上，这是你被召唤要做的，因为基督为你们
受苦，给你们竖立榜样，所以你们应该追随他的脚
步。 22他从不犯罪，从不撒谎； ‡ 23当他受到虐待
时，没有反击。当他受苦时，并没有威胁要报复。他
只是将自己放在那总能正确判断之人的手中。 24他
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身体承担了我们罪的后果，以
便让我们对于罪而言已经死了，可以良善公正地活
着。§“因着他的伤，你们得到治愈。”* 25你们过去
就像迷路的羊，†但现在已经回到看官你们的牧人那
里了。

3
1妻子们，你们要以同样的方式接受丈夫的权威，
只有这样，如果有些丈夫拒绝接受这个词，你仍然可
以用无言的行为说服他们， 2让他们承认你的纯洁和
虔诚行为。 3不要专注于外在的吸引力，比如发型、
黄金首饰或时髦的衣服。 4要让你的吸引力来自内
心，内在的温柔和平精神，具有持久吸引力。这也是
上帝所看重的。 5过去信上帝的圣洁女性，就是通过
这种方式让自己变得美丽，顺服丈夫 6就像撒拉顺从
‡ 2:22 引自《以赛亚书》53:9。 § 2:24
“我们罪的后果”：这是罪的结果，因耶稣的死而得到证明。罪本身无法转变⸺它们是由罪人犯下，不能传递给任何人或其他任何东西，因为罪是某个罪人的具体行为。
* 2:24 引自《以赛亚书》53:5，解释了救赎就是医治那些让我们死、罪所带来的痛苦，而不是上帝对律法进行重新调整，或向其支付金钱。
† 2:25 见《以赛亚书》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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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如果你做正确的事而没
有被吓倒，你就是她的女儿。

7丈夫们，同样当你和妻子生活在一起，要去体谅
她们。虽然她可能没有你那么强有力，但应该尊重
她，因为她将与你平等地继承上帝赐予的生命。一定
要这样做，这样你在祈祷的时候就不会受到妨碍。

8最后，你们应该有同样的态度。要有同理心，彼
此相爱。要有同情心，要谦虚。 9不要以恶报恶，也
不要在被虐待时反击，而是应该祝福⸺因为这就是
你蒙受召唤要做的，所以你可以自己得到祝福。 10记
住：“那些希望热爱生命之人，想要看见好日子的
人，就必须禁止说出恶语，不能说谎； 11要远离邪
恶，要做善事，寻找并追求和平。 12因为主只会看到
那些正确做事的人，他的耳朵会听到他们的祈祷；但
主会反对那些作恶之人。”†

13如果你们热心行善，谁能伤害你们呢？ 14就算你
们因做了正确之事而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害怕别
人的威胁，不要畏惧。 15你们的思想要专注于基督
主。随时准备好，如果有人向你询问你所拥有的的希
望，要向他们解释，以温和尊重的方式解释。 16你的
良心务必要是清白的，这样如果有人指控你，就会感
到尴尬，因为他们诽谤你在基督那里过着的好生活。
17因行善而受苦（如果这是上帝想要的）肯定比因做
错而受苦更好！ 18耶稣一次性地为罪而死，那完全真
实的、良善的和正确的人，为那些坏人而死‡，这样
他就可以把你带到上帝面前。他的身体被杀害了，但
他却以灵死而复生。
* 3:6 或“主人。”如今这种关系在婚姻中已很少见到。
† 3:12 引自《诗篇》34:12‑16。 ‡ 3:18
原意为“为不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在这节经文中，耶稣的死，清除证明了罪不可避免的后果。他以最强烈、最确凿的方式经历了罪的后果，也证明了夺走生命的不是上帝，而是罪本身带来了不可避免的致命后果（见《罗马书》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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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他去和那些“被囚禁”的人谈话§ 20当上帝在
诺亚时代耐心地等待着建造方舟的时候，那些拒绝相
信的人。只有少数人‑‑事实上是八个人‑“通过水”得
救。 21现在正拯救你的洗礼，就是这水的象征。并
非通过洗掉你身上的污垢，而是来自无愧的良心，是
对上帝的积极回应。耶稣基督的复活，让你的救赎成
为可能。 22基督升到天上后，站在上帝的右手边，天
使、有权势之人和有能力之人，都服从他。

4
1既然基督身体受苦，你们必须用和他同样的态
度，自己做好准备⸺因为那些肉体上受苦之人已经
远离了罪。* 2你不会凭着人的欲望度过余生，而是去
做上帝想让你做的事。 3过去你已经用足够的时间追
随世俗：不道德、性放纵、醉酒狂欢、聚会、酗酒和
令人反感的偶像崇拜。 4你如果不加入他们野蛮而过
分的生活方式，他们就会感到很奇怪，就会诅咒你。
但以后，他们必须向那准备审判生者和死者的人，解
释他们都做了什么。 5这就是为什么要把福音传给那
些已经死去之人⸺ 6这样虽然他们作为有罪之人受
到正确的审判，但对上帝而言，他们可以活在灵中。

7一切即将结束！因此当你祈祷时，要清楚地思考
并保持警觉。 8最重要的是，你们应该深深地爱着彼
此，因为爱可以包容人们所做的许多错误之事。 9彼
此热情对待，不要抱怨。 10无论你获得了什么礼物，
都要与你们中的其他人分享，因为你明智地用各种不
同的方式展示上帝的恩典。 11任何说话之人都应该
这样做，就好像上帝正在通过他们说话一样。。任何
想帮助他人之人，都应该通过上帝赐予的力量帮助他
§ 3:19 或 “被囚禁的灵魂。”对这句话有很多争论。用来表示
“灵魂”的词应该注意，第20节中的八个人用的是同一个词。有些人把那些
“被囚禁” 的人理解为洪水时那些被罪性
“囚禁” 的人（见创世记6:5）。 * 4:1
这段话很难理解，因为很显然，受苦并不意味着无罪。其含义是：正如基督不公正地受苦，当基督徒不公正地受苦，他们也获得了基督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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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样就可以让上帝在每一件事上，都可以通过耶
稣基督得到荣耀。愿荣耀和力量永永远远属于他。阿
门。

12我的朋友们，不要对你正经历的“火的考验”†感
到惊慌，好像这考验乃意料之外。 13要快乐地分担基
督的苦难，因为当他出现在其荣耀之中，你就会极其
幸福！ 14如果你因基督的名而受到咒诅，你就是被祝
福的，因为上帝的荣耀之灵就在你身上。 15如果你受
苦，不应该是作为杀人犯、小偷、罪犯或说出流言蜚
语而受苦， 16而是应该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就
不必感到羞耻。相反，要赞美神，因为你被这个名字
所呼唤！

17因为当审判到来之际，就是先从上帝的家开始。
如果从我们这里开始，拒绝上帝福音之人会有怎样
的结局？ 18“如果那些良善正直之人很难得救，反
对上帝的罪人又会怎样？”‡ 19上帝是值得信赖的造
物者，根据上帝的意愿受苦之人，应该确保自己做善
事。

5
1我想鼓励你们中的长老们。我也是一名长老，是
基督受难的见证人，那即将到来的荣耀将有我的一
份。 2看好上帝赐予你、让你照顾的羊群，不是因为
你被迫这样做，而是因为高兴，因为上帝希望你这
样做。你要心甘情愿地这样做，而不是想从中获利。
3不要狂妄自大，凌驾于被你照顾之人之上，而是要
成为羊群的榜样。 4当牧长显现之时，你将获得永不
衰败的荣耀冠冕。

5年轻人，按照长老的吩咐去做。事实上，你们所
有人都应该谦卑地为彼此服务，因为“上帝反对骄傲
之人，偏爱谦卑之人。” * 6在上帝强大的手面前要
谦卑，这样他就会在适当的时候把你举起来。 7把你
† 4:12 原意为“通过火灼来考验你。” ‡ 4:18
引自《箴言》11:31。 * 5:5 引述箴言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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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忧愁都交给他，因为他在乎你。 8要负责任，
保持警惕。魔鬼是你的敌人，像咆哮的狮子一样四处
游荡，寻找可以吞噬之人。 9要坚定地反对他，相信
上帝。记住，世界各地其他和你一样的信徒，也正在
经历类似的问题。 10你受苦一小段时间之后，那所有
恩典的上帝，那曾召唤你、让你与基督一样走进其永
恒荣耀的上帝，就会亲自将你恢复，支持你，给你力
量，并给你一个坚实的基础。 11愿力量永永远远属于
他！阿门。

12我是在西尔瓦努斯的帮助下，将这封信寄给你
们，他是我值得信赖的兄弟。通过我所写的这些文
字，我想鼓励你们并见证这是上帝真正的恩典。要坚
定地站在上帝的恩典中！ 13在“巴比伦”†这里的信
徒，和你一起被选中，向你问候，就像我的儿子马克
一样。还有我的儿子马克也问候你们。 14以爱的吻互
相问候。愿你们所有与基督同在之人都能够平安。

† 5:13 原意为“在巴比伦的人。”新约中的巴比伦通常代表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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