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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第二部分)受苦中的見證（彼得後書 1：3-11） 

本課經文： 

3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

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 4  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

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5  正因這緣故，你

們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

識； 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

要加上虔敬； 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

上愛眾人的心；8  你們若充充足足的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9  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看見

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10  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

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11  這

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第 1 段 1:3-4 認識耶穌基督的重要  

3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

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 4  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

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 

問題 1-1: “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 是什麼意思? 

1. 神已經將 “什麼是生命,什麼是敬虔”告訴了我們 ?  

2. 神已經將 “如何過敬虔的生活”的方法告訴了我們 ? 

3. 神已經將生命,已經將敬虔 (敬虔的生命) 賜給了我們 ? 

 

神已經將一個 “敬虔的生命”賜給了我們, 並且告訴我們如何使這敬虔的生

命成長茁壯. 

約翰一書  5:12  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哥林多後書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 

問題 1-2: 神 如何 “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  神 如何將 “虔

敬的生命” 賜給我們 ? 

[NIV] 1:3 His divine power has given us everything we need for life and godliness 

through our knowledge of him who called us by his own glory and goo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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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B] 1:3 seeing that his divine power has granted to us everything pertaining to life 

and godliness, through the true knowledge of him who called us by his own glory and 

excellence.  

神是藉著我們對耶穌基督的認識,將 “虔敬的生命” 賜給我們。 我們不夠敬

虔,是因為對耶穌基督的認識不夠。 

問題 1-3: 主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 神呼召我們的目的是藉著認識耶穌基督,將虔敬的生命賜給我們。 

• 這虔敬的生命, 就是耶穌基督的生命。 

• 神呼召我們的目的是藉著認識耶穌基督,活出耶穌基督的生命。  

彼前 2:9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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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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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前 2:2  就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 

彼前 2:5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 

我們越認識耶穌，就越像耶穌耶。 通過我們在苦難中的反應，可以知道我們

有多像耶穌。 

問題 1-4: 神 如何/為什麼 “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 ? 

[NIV] Through these… 

[NASB] For by these… 

[NCV]彼得後書 1:4 藉著這些，… 

[LZZ]彼得後書 1:4 藉著榮耀和神德（與下『美德』一詞同字）… 

神藉自己榮耀和美德, 而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 

當我們看見並認識神的榮耀和美德時, 我們就有他的應許 

 

問題 1-5: 這“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是什麼? 

[NIV] Through these he has given us his very great and precious promises, so that 

through them you may participate in the divine nature and escape the corruption in the 

world caused by evil des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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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B]2Peter 1:4 For by these He has granted to us His precious and magnificent 

promises, so that by them you may become partakers of the divine nature, having 

escaped the corruption that is in the world by lust. 

⇨ 不是一個應許，而是很多應許 

⇨ 思考問題 

 

問題 1-6: 神給我們這些“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 的目的是什麼? 

[NIV] Through these he has given us his very great and precious promises, so that 

through them you may participate in the divine nature and escape the corruption in the 

world caused by evil desires. 

[NASB]2Peter 1:4 For by these He has granted to us His precious and magnificent 

promises, so that by them you may become partakers of the divine nature, having 

escaped the corruption that is in the world by lust. 

(叫我們藉著這些應許，我們可以) 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與神的性情有

分。 

第一段小結:  

神因著也藉著衪自己的榮耀和美德, 呼召了我們。藉著認識耶穌基督, 神用祂

的神能將虔敬的生命賜給我們, 並許多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 藉著這些應許, 

我們可以脫離世上從情慾而來的敗壞，並愈來愈像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第一段思考問題 

1.  神給了我們哪些“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 ? 

2. “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 ”與神的性情有分”, 這樣的目的對我有吸

引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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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段 1:5-9 如何在認識耶穌上有長進 

5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

又要加上知識； 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

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 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

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8  你們若充充足足的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

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9  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

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  

問題 2-1: “這緣故” 指的是什麼？ 

⇨ 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

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叫我們藉著神的這些應許，我們

可以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與神的性情有分) 

  

問題 2-2: 為什麼有了神的應許,我們還要分外的殷勤？ 

⇨ 對於神的應許, 我們需要有相對應的回應 

馬可福音 16:16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腓立比書 2:12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常順服的，不但我

在你們那裡，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裡，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

做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 撒迦利亞 10:1  當春雨的時候，你們要向發閃電的耶和華求雨。 

⇨ “有相對應的回應”, 是信心的表現 

雅各書 2:17  這樣，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 

問題 2-3: 彼得要我們做什麼來回應神的應許？ 

⇨ 要分外的殷勤 

⇨ “分外的殷勤” 不是沒有信心, 相反地 “分外的殷勤”是信心的表現 

⇨ 從信心開始🡺要有/產生 品德/好的行為🡺品德/好的行為 要依據/才能產生 

(真)知識🡺依據(真)知識 要能節制(慾望) 🡺節制之中還要 能/產生 忍耐/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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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堅持不懈🡺忍耐之中 需要有/能產生 虔敬🡺虔敬之後,要愛你親近的人

(主內弟兄姊妹 )🡺愛你親近的人之後,要愛所有的人  

問題 2-4: “愛”弟兄的心與“愛”眾人的心有何不同? 

⇨ “愛”弟兄的心: Philadelphia, 即友愛 

⇨ 對象是你認識/ 知道的人  

⇨ 愛眾人的心: agapaō, 屬神的愛, 無私的愛 

問題 2-5: 我們回應神的應許之後, 會帶出什麼結果 ? 

⇨ 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 將能夠更多地認識耶穌, 更像耶穌 

⇨ 能夠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與神的性情有分 

⇨ 神的應許就實現了 

問題 2-6: 彼得是如何描述那些不回應神的應許的人? 

⇨ 是眼瞎的,近視的 

⇨ 是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的 

是看不到上帝應許的美好的人 

是不懂得感恩的人 

第二段小結 

我們如果對上帝的應許有信心，我們需要正確地回應它, 使我們的信心不斷

地成長, 最終將使我們更認識耶穌，更像耶穌。 

約翰福音 17:3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

生。 

第 2 段思考問題 

1. 為什麼有了神的應許,我們反而要分外的殷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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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思考和分享以下屬靈品質: 例如, 什麼是信心，什麼是德行, 如何在信心

上加上德行, 我們可以從耶穌學到什麼榜樣? 依此類推。信心,德行,知識,節制,

忍耐 (perseverance, patience, steadfast, 堅忍，毅力 ),  虔敬, 愛弟兄的心,愛眾人

的心。 

 

 

第三段 1:10-11 認識耶穌基督的結果 

10  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

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11  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

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問題 3-1: 為什麼彼得再次強調我們需要殷勤？ 

⇨ 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 

⇨ 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 

雅各書 2:26 身體沒有靈魂是死的，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雅各書 2:14 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什麼

益處呢？這信心能救他嗎？   

問題 3-2:  “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是什麼意思? 

[NIV] to make your calling and election sure.  

[NASB] to make certain about his calling and choosing you;  

⇨ 確定上帝揀選,呼召了你 

⇨ 確定你的救恩 

問題 3-3: “失腳”是什麼意思? 

[NIV] you will never fall,  

[NASB] you will never stumble;  

⇨ 不再陷入從情慾來的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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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受情慾擺佈 

⇨ 不再被罪惡捆綁 

問題 3-4: 什麼能保證我們能夠豐豐富富的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

的國? 

⇨ 更加殷勤  

⇨ 不斷成長的信心 。 

第十課總結 

神呼召我們來張顯主耶穌基督的生命。不斷成增長的信心, 讓我們越來越認

識耶穌,越來越像耶穌, 最終帶領我們豐豐富富的進入耶穌基督永遠的國度。 

第十課思考應用問題 

1. 請找出並列出彼得前書和這一章中所提及的神的應許。 

2. 彼得兩次提到我們需要更加殷勤。請思考和分享我們具體可以做些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