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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課 受苦中的見證（3：8-22） 

本課經文： 

3:8  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

心。 3:9  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召，好叫

你們承受福氣。3:10  因為經上說：人若愛生命，願享美福，須要禁止舌頭不

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3:11  也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

趕。 3:12  因為，主的眼看顧義人；主的耳聽他們的祈禱。惟有行惡的人，

主向他們變臉。3:13  你們若是熱心行善，有誰害你們呢？ 3:14  你們就是為

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慌；（的威嚇：或作所怕

的） 3:15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

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3:16  存著無虧的良心，叫你們在何事

上被毀謗，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誣賴你們在基督裡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

愧。 3:17  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們因行善受苦，總強如因行惡受苦。 3:18  因基

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有古卷：受死），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

到神面前。按著肉體說，他被治死；按著靈性說，他復活了。 3:19  他藉這

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裡的靈聽， 3:20  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神

容忍等待的時候，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藉著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

個人。 3:21  這水所表明的洗禮，現在藉著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你們；這洗

禮本不在乎除掉肉體的污穢，只求在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 3:22  耶穌已經

進入天堂，在神的右邊；眾天使和有權柄的，並有能力的，都服從了他。  

=== Section 1  3:8-12 基督徒蒙召的目的及蒙福的秘訣 ========= 

3:8  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心。 

3:9  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

承受福氣。3:10  因為經上說：人若愛生命，願享美福，須要禁止舌頭不出惡

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3:11  也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3:12  

因為，主的眼看顧義人；主的耳聽他們的祈禱。惟有行惡的人，主向他們變

臉。 

問題1-1: 總而言之，finally. 請回顧一下彼得之前都說了些什麼。 

1. 3:7 如何作丈夫: 要按情理﹝原文作知識﹞和妻子同住 

2. 3:1-6 如何作妻子: 要順服自己的丈夫 

3. 2:18-25 如何作僕人: 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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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13-17如何作公民: 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 君王, 臣宰 

5: 2:12  如何在外邦人中生活: 應當品行端正 

6: 2:11 如何作寄居者 (在地上生活的原則) : 要禁戒肉體的私慾 

7. 2:9 我們蒙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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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1-2: 彼得的結論是什麼？ 

⇨ 在心態上，“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心”。 

⇨ 在行為上，“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   

路加福音 23:34 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

不曉得。」 

⇨ 改變行為，要從“心”作起。 

問題1-3: 3:9 “你們是為此蒙召”. “此” 指的是什麼？ 

⇨ 祝福 

參考經文, 創世記18:17-19   17耶和華說：「我所要做的事豈可瞞著亞伯

拉罕呢？ 18 亞伯拉罕必要成為強大的國；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得福。
19 我眷顧他，為要叫他吩咐他的眾子和他的眷屬遵守我的道，秉公行

義，使我所應許亞伯拉罕的話都成就了。」  

⇨ 即使是被人惡待，遭人辱駡，仍要祝福。 

⇨ 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心, 不以惡報惡，以辱

罵還辱罵，倒要祝福  

問題1-4彼得之前還提過那些我們蒙召的原因？ 

⇨ 2:9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 2:20:21  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 你們蒙

召原是為此. 

⇨ 你們是為此蒙召”. “此” 指的應該是 “即使是被人惡待，遭人辱駡，仍要

祝福”。 

⇨ “因行善受苦，能忍耐，遭人辱駡，仍要祝福” 是彼得所要強調的基督

的美德 

⇨ “因行善受苦，能忍耐，遭人辱駡，仍要祝福” 與 "順從”是息息相關

的。 

⇨  因為 “因行善受苦，能忍耐，遭人辱駡，仍要祝福” 是神的旨意。  

 2:21 你們蒙召原 是為此.    

 3:17  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們因行善受苦，總強如因行惡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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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1-5:  為什麼““因行善受苦，能忍耐”,可以使我們承受福氣？ 

⇨ 神的應許. (詩篇34:12-16)  

因為經上說：”人若愛生命，願享美福，須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

不說詭詐的話； 也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因為，”主的眼看顧義人；主的耳聽他們的祈禱 “. 

⇨ 美福不是靠人的力量追求得來的, 是神所賜的 

主的眼看顧義人；主的耳聽他們的祈禱。 

 

問題1-6:  基督徒蒙福的秘訣是什麼?  

⇨ 禁止舌頭不出惡言 

⇨ 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 要離惡行善 

⇨ 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第一段小結.  

⇨ 我們若要能夠作到 “在地上生活, 能禁戒肉體的私慾”; “在外邦人中, 能

品行端正”; “作為公民, 能順服人的一切制度”; “作為僕人, 能順服主人”; 

“作為妻子, 能順服自己的丈夫”, “作為丈夫, 能按情理和妻子同住”, 在心

態上，要作到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心。 這樣

我們就不僅可以做到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 還可以用我們的嘴來

祝福別人。  

⇨ 神喜悅人以善報惡, 舌頭不出惡言, 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一心尋求和睦, 

這是基督的美德, 是基督徒蒙召的目的, 是義人所當過的生活，是基督

徒蒙福的秘訣。   

⇨ 當我們這樣作的時候，主必看顧我們，必聽我們的禱告。神必以那惡

待我們的人為敵。 

 

第一段 思考問題: 

1. 耶穌基督在地上時，有那些事情，在禁戒肉體的私慾，品行端正，順服人

的一切制度，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 順服自己的丈夫及要按情理[原文作知識] 

和妻子同住 上, 可以成為我們的榜樣？  

2. 我們怎麼能做到 “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心” ?  

3. 人在什麼情形下，很有可能口出惡言，説詭詐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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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 2  3:13-18 為義受苦 ========= 

3:13  你們若是熱心行善，有誰害你們呢？ 3:14  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是有

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慌；（的威嚇：或作所怕的） 3:15  只要

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

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3:16  存著無虧的良心，叫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就在

何事上可以叫那誣賴你們在基督裡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 3:17  神的旨意

若是叫你們因行善受苦，總強如因行惡受苦。 3:18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

苦（有古卷：受死），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 

問題2-1:  通過這個問題, “你們若是熱心行善，有誰害你們呢？”, 彼得想表達

什麼? 

⇨ 正常情況下，沒有人會傷害 “熱心行善” 的人。 

問題2-2 “你們就是為義受苦” 這句話告訴了我們什麼? 

⇨ 這個世界有問題。 

⇨ 有人會害熱心行善的人。 

問題2-3彼得希望基督徒如何面對 “為義受苦” 這樣的事情? 

⇨ 不要怕人的威嚇。[不要怕人所怕的] 

⇨ 不要驚慌。 

⇨ 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 

馬太福音 10:28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

靈魂都滅在地獄裡的，正要怕他。  

問題2-4: “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

答各人” 與上述 “因行善受苦，能忍耐”, “為義受苦” 的主題有什麼關係？ 

⇨ 基督徒若是 “因行善受苦，能忍耐”, 若是“為義受苦”, 會引起人們的注

意, 會引發人好奇, 而 “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 

問題2-5: 當有人問我們心中盼望的緣由時, 我們應該如何回應? 

⇨ 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 彼得提醒我們態度很重要 

問題2-6:  為什麼彼得說 “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 ?   

⇨ 有帶領人認識基督的機會 

⇨ 我們面對逼迫的態度，會影響逼迫我們的人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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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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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眷顧）的日子歸榮耀給神。   

問題2-7:  為什麼當基督徒 “因行善受苦，能忍耐”, “為義受苦”, 會引起人們的

注意 ? 

⇨ 因為毀謗基督徒的人以為所有的人都怕他們所怕的。 

⇨ 因為神把良心賜給所有的人。 

⇨ 神所賜的良心會叫 “那誣賴你們在基督裡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  

保羅樹立的榜樣: 哥林多後書 4:7-12  

4:7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

我們。 4:8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卻不至望； 4:9  遭逼

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4:10  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

耶穌的生也顯明在我們身上。4:11  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是常為耶穌被交

於死地，使耶穌的生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 4:12  這樣看來，死

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身上發動。  

問題2-8: 為什麼基督徒能夠做到 “因行善受苦，能忍耐”, “為義受苦” ? 

⇨ 因為基督樹立了榜樣。 

⇨ 因為他為我們受的苦把我們帶到神面前 

以賽亞書 53:5 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 因為我們可以向上帝求力量 

3:12  因為，主的眼看顧義人；主的耳聽他們的祈禱。 

第二段小結. 

⇨  為義受苦, 是領人歸主最有效的方法。因為  

1. 人會因好奇，或訝異，而 “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 。 

2. 人會因毀謗我們, 誣賴我們而 “自覺羞愧” 。 

3. 我們也是這樣被基督引到神面前的。 

所以彼得說 “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 

 

第二段 為義受苦 思考問題 

1. 若有人問我心中盼望的緣由， 我該如何回答 ? 

2. 請回想一下, 是不是基督引我們到神面前去的？ 基督是如何引我們到

神面前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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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什麼有人要傷害行善的人？ 

4. 請舉出一些實際的例子，今天有哪些為義受苦的例子呢？ 

======= Section 3  3:18-22  一段難解的經文========= 

3:18 按著肉體說，他被治死；按著靈性說，他復活了。3:19  他藉這靈曾去傳

道給那些在監獄裡的靈聽， 3:20  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神容忍等待

的時候，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藉著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個人。 

3:21  這水所表明的洗禮，現在藉著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你們；這洗禮本不在

乎除掉肉體的污穢，只求在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 3:22  耶穌已經進入天

堂，在神的右邊；眾天使和有權柄的，並有能力的，都服從了他。 

問題3-1: 你何如處理一段怎麼讀都讀不懂的經文？ 

“A wonderful text is this, and a more obscure passage perhaps than any other in 

the New Testament, so that I do not know for a certainty just what Peter means.” 

------------Martin Luther 

“這一段美妙的經文，也許是新約中比任何其他經文都更晦澀的一段。 所以

我不確定彼得的意思。” --------------  馬丁路德 

⇨ 查考解經書, 列下各種不同解釋 

⇨ 禱告，向神承認自己的有限，求神賜悟性能瞭解明白 

⇨ 思想那一個解釋最與上下文的中心信息連貫。 

⇨ 除非真的明白，否則不做結論。 

⇨ 抓住清楚明白的部分。 

問題3-2: 3:19-20 有那些不同的解釋? 

⇨ 解釋一: 耶穌曾藉著聖靈，透過挪亞向當時的人傳道。而那些不信從之

人的靈，如今在監獄/陰間裏, 等待審判。 

1:10-11 10  論到這救恩，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早已詳細的尋

求考察， 11  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裡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後

來得榮耀，是指著什麼時候，並怎樣的時候。  

⇨ 解釋二: 監獄的靈：舊約聖徒 。 因為還未聽過福音，所以暫住陰間。

耶穌在被釘死在十架上，與復活之間的時間，曾下到陰間, 向舊約聖徒

宣告衪的得勝, 並帶領他們一同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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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書4:8 所以經上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掠了仇敵 (俘虜)，將

各樣的恩賜賞給人。 [ 新譯本] 所以他說：“他升上高天的時候，擄了許

多俘虜，把賞賜給了人。” 

⇨ 解釋三: 監獄的靈：挪亞時代不信的人的靈。耶穌在被釘死在十架上，

與復活之間的時間，曾下到陰間, 向這些在陰間的靈傳福音。 

⇨ 解釋四: 監獄的靈：挪亞時代，犯罪而被囚禁的天使。因任意挑選人的

女子，娶來為妻，交合生子而被囚禁。復活的耶穌曾去向牠們宣告祂

的得勝及審判. 

3:22 耶穌已經進入天堂，在神的右邊；眾天使和有權柄的，並有能力

的，都服從了他。 

⇨ 那一個解釋最與上下文的中心信息連貫? (Design a pol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0TmzYBBcLo   14:34~15:47 (20:58)   

(21:55) 

⇨ 耶穌基督戰勝了死亡，是基督徒可以做到“以善報惡”,“為義受苦”的基

礎，因為釋放了過去因怕死而一生為罪的奴僕的我們。 

⇨ 耶穌對墮落天使的宣告，是審判。同樣的宣告，對基督徒卻是出死入

生的能力的來源。  

哥林多後書 2:16 

在這等人，就作了死的香氣叫他死；在那等人，就作了活的香氣叫他

活。這事誰能當得起呢？   

 

問題3-3: 挪亞時代的洪水, 預表了什麼 ? 

⇨ 洗禮 

⇨ 洗禮 = 審判 (與基督同死) + 重生 (與基督一同復活)  

 

問題3-4: 洗禮的目的是什麼 ? 

⇨ 洗禮不能除掉肉體的污穢 

⇨ 洗禮使我們在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 

⇨ 洗禮是基督的吩付 

馬太福音 28:18 於是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

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0TmzYBBc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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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要教導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

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 我們接受洗禮, 表示我們有一顆順服的心,使我們在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 

 

 

第七課總結 

基督徒蒙召，是為了傳揚基督的美德，包括藉著在受苦中的見証來吸

引人，來榮耀神。因為我們我們也是藉著基督所受的苦，而被引到神

的面前。 

 

第七課 應用問題 

1. 3:15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

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 請思想，我現在該如何準備，並著手去做。 

2. 彼得勸導我們即使是被人惡待，遭人辱駡時，仍要祝福，因為我們是為此

蒙召。當想到“被人惡待，遭人辱罵”時，你會想起哪些人嗎？如果有的話，

請專門為這些人禱告，求神賜福與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