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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活潑的盼望（1：3-12） 

09/17/2021 

 

• 複習：這次我們查考彼得前後書，對參加者的唯一要求是什麼？ 

 

• 參考資料 

1. Frist and Second Peter,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2. The Letters of James and Peter, by William Barclay 

3. 陳終道：彼得前後書 

4. 王國顯：彼得前後書，猶大書總要 

5. 蒙召的人生：彼得前後書 （漁夫查經系列叢書） 

6. 聖經概覽：彼得前後書 

7. 彼得前後書，聖經簡報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cVVE7SpU  

8. 彼得前後書，Bible Project (讀聖經）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XwASQTaWkI&t=4s  

9. John Piper, Desiring God: https://www.desiringgod.org/scripture/1-peter/1/labs or on 

youtube 

10. 淡江教會莊育銘牧師：彼得前後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UQ7EvDS4zM  

11. 聖經綜合解讀 : https://cmcbiblereading.com/ 

12. Study & Obey:    https://studyandobey.com/   

13. 多媒體聖經學苑:  https://fungclass.fhl.net/smartphone.html  

 

• 彼得前書鑰節：彼得前書 1:13-16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謹慎自守，專心盼望耶穌基

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14  你們既作順命的兒女，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的

時候那放縱私慾的樣子。15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16  因為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cVVE7Sp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XwASQTaWkI&t=4s
https://www.desiringgod.org/scripture/1-peter/1/lab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UQ7EvDS4zM
https://cmcbiblereading.com/
https://studyandobey.com/
https://fungclass.fhl.net/smartpho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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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經文：彼得前書 1：3-12 

將來的基業（1：3-5） 

彼得前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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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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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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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喜樂（1：6-9） 

1:6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7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

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

耀、尊貴。8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

滿有榮光的大喜樂；9  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  

 

過去的啟示（1：10-12）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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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傳講（原文作服事）的一切事，不是為自己，乃是為你們。

那靠著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現在將這些事報給你們；天使也願意詳細察

看這些事。  

 

 

• 思考問題 

 

1. 這段經文有一條主線，就是圍繞著“救恩”展開的！ 

順著上第 1、2 節，強調了基督徒在基督裡的新身份之後，彼得提醒他們當為救恩以及救

恩所帶來的活潑盼望而頌讚神（3-5），鼓勵他們當因著救恩而喜樂（6-9），並提醒他們

這救恩是確實的（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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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彼得是以頌讚神為開始的。為什麼在苦難當中還可以頌讚父神呢？ 

a. 彼得前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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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以弗所書 1:3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裡曾賜給我們天上各樣

屬靈的福氣：  

c. 哥林多後書 1:3  願頌讚歸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父神，就是發慈悲的父，賜各樣安

慰的神。 

 

d. 小結：在苦難中的頌讚正是勝過苦難，渡過難關的關鍵！聖經中的例子： 

i. 被丈夫忽視的利亞 

ii. 面對強敵的約沙法王和以色列人 

iii. 在監牢中的保羅和西拉 

iv. 他們都是藉著讚美神勝過人生各樣苦難的！ 

 

 

3. 彼得頌讚神的原因都有哪些？ 

a. 第一，我們已經重生了（3） 

b. 第二，因著重生我們有活潑的盼望（3-4） 

c. 第三，我們必能得著救恩（5） 

 

 

4. 什麼是重生？ 

a. 重生是藉著聖靈的工作，因為相信福音真理在基督裡作新造的人。是被動的，是神

給我們的禮物。 

b. 彼得前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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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彼得前書 1:23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

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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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提多書 3:5  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藉著重

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e. 約翰福音 3:3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

國。」  

 

 

5. 你信主前，知道自己是個需要憐憫的人嗎？現在回想起來，你覺得你需要神的“大憐憫”嗎？ 

 

 

 

6. 一個蒙了憐憫的人，對施憐憫者，應該有什麼態度？ 

 

 

 

7. 活潑的盼望是什麼意思？ 

a. 活潑的，living；彼得前書裡一共六次用到 living： 

i. 彼得前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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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1Pe 1:23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

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  

iii. 1Pe 2:4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神所揀選、所寶貴的。5  你

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

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iv. 1Pe 4:5  他們必在那將要審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賬。6  為此，就是死人也

曾有福音傳給他們，要叫他們的肉體按著人受審判，他們的靈性卻靠神活

著。  

 

b. 活的盼望，是指確實的，不會落空的，真實的盼望；與空泛的，虛假的，欺騙人的

盼望相對比。神給我們活的盼望，世界（偶像）給我們的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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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彼得告訴我們，活潑的盼望的內容是什麼？ 

a. 天上的基業 

i. 不能朽壞：是不能被毀壞的意思。以色列地是常常被外族入侵的，敵人來

就會毀壞一切。然而，天上的基業是敵人不能損壞的（23 節用來形容上帝

的話，不能壞的種子）。 

ii. 不能玷污：以色列人的聖殿，常常被人的罪、偶像所玷污。 

iii. 不能衰殘：春去秋來，花開花謝；曾經是新的東西，但是如今褪色了，不

新了。 

iv. 為你們存留：是有人在看守的，受保護的 

v. 在天上的基業：是天上的，與地上的相對； 

 

 

b. 這裡所說的“基業”是指什麼呢？ 

i. 在舊約裡，神給以色列人的基業是指上帝賜給以色列人的應許之地 

1. 民數記 26:54  人多的，你要把產業多分給他們；人少的，你要把產

業少分給他們；要照被數的人數，把產業分給各人。  

2. 約書亞記 11:23  這樣，約書亞照著耶和華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話奪了

那全地，就按著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將地分給他們為業。於是國中太

平，沒有爭戰了。  

ii. 神給我們的基業就是上帝自己，並因為上帝的同在而帶來的一切祝福。 

1. 詩篇 16:5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為我

持守。6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

好。  

2. 詩篇 73:25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沒

有所愛慕的。26  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衰殘；但神是我心裡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遠。  

3. 耶利米哀歌 3:24  我心裡說：耶和華是我的分，因此，我要仰望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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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們常說，我們“已經”得救，所以救恩是已經完成的、確定的事了。但是，彼得卻在第 5

節中說我們是“（將來）必能得著”救恩，在第 9 節中“（現在正在）得著”救恩。這三種說

法有差別嗎？有，為什麼？ 沒有，為什麽？ 

a. 已經得救是指因信稱義，我們在基督裡就不會被定罪了。 

b. 正在得救是指走成聖的道路，我們正在靠著聖靈的工作不斷地勝過罪惡的權勢。 

c. 將要得救是指得榮耀，我們將來就會完全脫離罪惡的存在。 

 

 

10. 為什麼明白了救恩的道理，能夠幫助我們勝過苦難，並且在試煉中有喜樂呢？ 

a. 在 5-9 節裡的關鍵詞是“信心”：5，7，8，9 節。靠著信心，我們如今在百般試煉中

能夠喜樂，而且是大有喜樂 

b. 因為知道在試煉中，信心得到熬煉 

i. 1:6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 

ii. 雅各書 1:2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3  因為

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4  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

完備，毫無缺欠。  

iii. 羅馬書 5:3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

耐，4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5  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

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iv. 馬太福音 5:11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

你們就有福了！12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

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c. 試煉是火，信心是金 

i. 真金不怕火燒，檢驗真偽 

ii. 火煉真金，煉掉雜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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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舉例：彼得的信心是如何在試煉中成長的？ 

 

11. 請對比彼得前書 1:6 不同的翻譯版本，為什麽這是說“必須暫時憂愁”，或“該在各種試探中

受苦”呢？明白“必須”和“該”受苦，對你面對試煉有幫助嗎？ 

a. (NIV) In this you greatly rejoice, though now for a little while you may have had to suffer 

grief in all kinds of trials. 

b. (KJV) Wherein ye greatly rejoice, though now for a season, if need be, ye are in 

heaviness through manifold temptations:  

c. （恢復本）在那時期你們要歡騰，儘管目前在諸般的試煉中，或許必須暫時憂愁， 

d. （思高譯本）为此，你们要欢跃，虽然如今你们暂时还该在各种试探中受苦， 

 

 

 

12. 上帝都動用了哪些人來幫助我們重生得救？ 

a. 眾先知 

i. 詳細地尋求考察，基督的靈 

ii. 證明基督受苦難，後來得榮耀 

iii. 知道不是為自己，乃是為我們 

b. 眾使徒，傳福音的人 

i. 靠著聖靈傳福音 

ii. 報福音給我們 

 

 

13. 在第 12 节，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事的原因是什么？ 

a. 天使不是無所不知的 

b. 天使沒有救恩，救恩無法成為他們的親身經歷 

c. 我們基督徒擁有比從前的先知和天使更優越的地位來了解救恩的真理，我們當何等

地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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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彼得為什麼在 10-12 節中提出“眾先知所傳的救恩”？ 

a. 彼得在傳道時，非常喜歡用舊約先知的話來講明救恩 

b. 五旬節證道 

i. Act 2:30  大衛既是先知，又曉得神曾向他起誓，要從他的後裔中立一位坐

在他的寶座上，31  就預先看明這事，講論基督復活說：他的靈魂不撇在陰

間；他的肉身也不見朽壞。32  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

作見證。  

c. 使瘸腿的得醫治之後傳福音 

i. Act 3:18  但神曾藉眾先知的口，預言基督將要受害，就這樣應驗了。  

ii. Act 3:20  主也必差遣所預定給你們的基督（耶穌）降臨。21  天必留他，等

到萬物復興的時候，就是神從創世以來、藉著聖先知的口所說的。  

iii. Act 3:24  從撒母耳以來的眾先知，凡說預言的，也都說到這些日子。  

d. 在哥尼流家傳福音 

i. Act 10:42  他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作審判活人、

死人的主。43  眾先知也為他作見證說：『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

罪。』」  

 

 

15. 根據這段經文，受苦的基督徒當如何在主基督裡得安慰？ 

a. 當為我們的救恩頌讚上帝 

b. 當因著信心得到試煉而喜樂 

c. 當為我們蒙恩的特殊地位而感恩 

 

 

16. 應用： 

a. 請來參加下週三晚上（7：30-8：30）的教會禱告會。我們將專門為主耶穌的救恩

而讚美、感謝、禱告。 

b. 請列出在你重生過程中幫助過你的每一個人，並為他們感謝主。 

c. 請在接下來這個星期裡，向至少一個人講解一次救恩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