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宣揚「救主」美德的

屬靈身份 (I) ─ 

被揀選的族類

彼前 2:9-12



你是誰？



彼前 2:9-12

9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聖潔的國度、 是屬神的子民、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10 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 神的子民．從前未曾蒙憐恤、

現在卻蒙了憐恤。

11 親愛的弟兄阿、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

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
12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

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在鑒察的日子、〔鑒察或作眷顧〕歸榮耀給 神。



五個屬靈身份，一個目的
(彼前 2:9-12)

➢ 五個屬靈身份

1) 被揀選的族類
2) 有君尊的祭司
3) 聖潔的國度
4) 屬神的子民
5) 客旅、寄居的

➢ 目的：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便在鑒察的日子〔鑒察或作眷顧〕、
歸榮耀給 神。



為宣揚「救主」美德

的屬靈身份 (彼前 2:9-12)

➢ 目的：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
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出黑暗入光明…
主要不是指由逆境轉順境 (Feel good gospel)

「… 從黑暗中歸向光明、
從撒但權下歸向 神．
又因信我、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徒26:18



9 惟有你們(“But you”)是被揀選的族類
➢ 劃分信徒與非信徒的關鍵 (彼前 2:4-8)？

是「活石」 = 「救主」

➢ 非信徒 =「不順從真理(救主)」
➢ 信徒=「順服耶穌基督」(彼前 1:2)

➢ But you: 分別出來？

2021年的你願意/計劃過不同的生活嗎？
願意及怎樣以生命行動順服耶穌基督？
願意及怎樣以生命行動宣揚你的「救主」的美德嗎？

為宣揚「救主」美德的屬靈身份 (I) ─ 揀選的族類



9 惟有你們(“But you”)是被揀選的族類

➢ 我願意…如果？？？
如果疫情過去…如果我找到工作…
如果我的健康有改善…如果我的兒女長大成人…

➢ 彼得前書的受眾: 在百般的試煉中 (彼前 1:6)
[尼祿王: 歷史無前例的宗教迫害]

林後12:9 「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為宣揚「救主」美德的屬靈身份 (I) ─ 揀選的族類



➢ 如何理解「被揀選」？

「被揀選」= 「被邀請」+ 「選擇接受」

❖ 拯救的邀請:給全世界 (約3:16…彼前 3:18)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受死〕、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

彼前 1:2「就是照父 神的先見(Foreknowledge)被揀選 …」

❖ 神預先知道誰: 選擇接受邀請(認罪悔改)

「蒙他血所灑的人」彼前 1:2  [空杯的比喻]

為宣揚「救主」美德的屬靈身份 (I) ─ 揀選的族類



➢ 「被揀選」= 「被邀請」+ 「選擇接受」

❖ 若你真的知道你是揀選的族類

✓ You are WANTED

… 是以極重無比已付的代價:「救主」美德

… 即使你見到自己的「罪」與「有限」

世人看低(或有很多附帶的條件去定義)你的價值

… 你的價值為寶貴，因你與神的關係復和 (靠「救主」的美德，)

不再依靠好行為

(曾是何等的疲累，何等的無把握)

… Go TELL the world: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

為宣揚「救主」美德的屬靈身份 (I) ─ 揀選的族類



➢ 「被揀選」= 「被邀請」+ 「選擇接受」

❖ 若你真的知道你是揀選的族類

✓ You are WANTED

… Go TELL the world:

在2021年, 若你是信徒，你願意及可怎樣
用言語去分享你「被揀選」的福氣，
從而宣揚「救主」的美德？

若你是非信徒，你願意及可怎樣
認識「被揀選」的福氣，
及「救主」為你所作的美德？

為宣揚「救主」美德的屬靈身份 (I) ─ 揀選的族類



➢ 「被揀選」= 「被邀請」+ 「選擇接受」

❖ 若你真的知道你是揀選的族類

✓ You are PART of the “race”

… 你的價值為寶貴，因你與神的關係復和

(靠「救主」的美德，)

…你的行為(不是被揀選的原因，而是被揀選結果)

不再只代表自己，更代表「救主」，亦代表這「族群」

[皇室: Meghan, Duchess of Sussex]

… Go SHOW the world: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毀謗你們
是作惡的、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在鑒察的日子、
〔鑒察或作眷顧〕歸榮耀給 神。」彼前 2:12

為宣揚「救主」美德的屬靈身份 (I) ─ 揀選的族類



➢ 「被揀選」= 「被邀請」+ 「選擇接受」

❖ 若你真的知道你是揀選的族類

✓ You are PART of the “race”

… Go SHOW the world

在2021年, 若你是信徒，你願意及可怎樣
用行為活出這「被揀選族類」的特質
(如彼前3:8-9; 4:8-9)，從而宣揚「救主」的美德？

若你是非信徒，你羨慕活在一個「彼此體恤，
相愛如弟兄，互相款待，不發怨言等這個「被揀選的
族類」中嗎？你知道怎樣能成為這族類的一員嗎？

為宣揚「救主」美德的屬靈身份 (I) ─ 揀選的族類



2021年1月10日

禱告

Prayers



家事報告 (已於粵語堂網頁上載)

1. 千橡兄弟會組將在1/12下午8:00在網上進行。

他們會使用Skype作為平台。若有興趣參與或

有任何疑問查詢，請聯絡Nelson, Leo 或 Paul Lam

2. 千橡小組在2021年會改在第三周六進行，每月有不同的

主題討論(及查考聖經)，讓大家能有更多深入的分享

與發問，實際的指引作信仰的應用。

我們第一次將在1/16下午7:00在Zoom進行，主題討論為：

「如何將神放在我們生命中的首位？」，詳情請留意電郵。

在2021年，讓我們在團契中繼續彼此代禱守望，

更盼望在「地上」走這「天路」的時候，

我們一同學習活出「不一樣」的生命，

並且誠意邀請大家包括其他小組一同參與。

若有任何疑問或查詢，歡迎與鍾傳道或Nelson聯絡。



家事報告 (已於粵語堂網頁上載)

3. 主日學(查經班)會在9:45開始

(每周主日早上9:45-11:00)，我們會使用Zoom作為平台。

下週主日(1/17)我們會查考彼得前書4:12-19，

在各項的挑戰中，讓我們在神的話語得著力量及提醒

去面對，誠意邀請大家一同參與。

Nelson會將 "meeting ID" 和 "password"以電郵傳送

給大家。若有任何疑問或查詢，

歡迎與鍾傳道或Nelson聯絡。

而主日學(福音班)會繼續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家事報告 (已於粵語堂網頁上載)

4. CCCTO會員的緊急救濟基金 (ERFCM):由於COVID-19的影響，

教會已為有需要的教會會員成立了緊急救濟基金。

該基金可支持任何有需要幫助的活躍會員(Active member)。

如果您或認識任何人有經濟上的需要，請與鍾傳道聯絡

以查詢或進行申請。

5. 教會愛心基金需要支持，鼓勵大家求主感動作甘心樂意

的奉獻，於網上奉獻 (教會網頁)時請註明LOF

或「愛心基金」。若肢體有需要，請與鍾傳道聯絡。

6. 感謝弟兄姊妹在主內的愛心與信心給

「冠狀病毒疾病救濟基金」的奉獻。誠邀大家

為這事工禱告，並按感動繼續在網上奉獻支持，

請選擇“Disaster Relief Fund”。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神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

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

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

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

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你們這因信蒙 神能力保守的人、必

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