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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綱綱綱        要要要要    
壹壹壹壹、、、、彼得前書的目的是要堅固並加強受苦的信徒彼得前書的目的是要堅固並加強受苦的信徒彼得前書的目的是要堅固並加強受苦的信徒彼得前書的目的是要堅固並加強受苦的信徒；；；；    

他們的苦難是用來叫他們用抵擋肉體的心思他們的苦難是用來叫他們用抵擋肉體的心思他們的苦難是用來叫他們用抵擋肉體的心思他們的苦難是用來叫他們用抵擋肉體的心思，，，，

武裝自己武裝自己武裝自己武裝自己，，，，使他們不從人的情欲使他們不從人的情欲使他們不從人的情欲使他們不從人的情欲，，，，只從神的旨只從神的旨只從神的旨只從神的旨

意而活意而活意而活意而活（（（（四四四四 1~21~21~21~2），），），），使他們有份於基督的苦難使他們有份於基督的苦難使他們有份於基督的苦難使他們有份於基督的苦難，，，，

在祂榮耀顯現時可以喜樂在祂榮耀顯現時可以喜樂在祂榮耀顯現時可以喜樂在祂榮耀顯現時可以喜樂（（（（12~1912~1912~1912~19），），），），使他們作使他們作使他們作使他們作

基督受苦的見證人基督受苦的見證人基督受苦的見證人基督受苦的見證人（（（（五五五五 1111），），），），並且使他們得成並且使他們得成並且使他們得成並且使他們得成

全全全全、、、、堅固堅固堅固堅固、、、、加強並立定根基加強並立定根基加強並立定根基加強並立定根基，，，，得享神所呼召他得享神所呼召他得享神所呼召他得享神所呼召他

們進入的永遠榮耀們進入的永遠榮耀們進入的永遠榮耀們進入的永遠榮耀（（（（8~108~108~108~10）。）。）。）。    

貳貳貳貳、、、、基督這第一位神人及其受苦的生活基督這第一位神人及其受苦的生活基督這第一位神人及其受苦的生活基督這第一位神人及其受苦的生活，，，，是我們的是我們的是我們的是我們的        

榜樣榜樣榜樣榜樣；；；；我們需要過一種生活我們需要過一種生活我們需要過一種生活我們需要過一種生活，，，，乃是基督生活的乃是基督生活的乃是基督生活的乃是基督生活的

複本複本複本複本，，，，複製複製複製複製，，，，這種生活來自我們受苦時享受祂這種生活來自我們受苦時享受祂這種生活來自我們受苦時享受祂這種生活來自我們受苦時享受祂

作恩典作恩典作恩典作恩典，，，，好使祂自己這內住的靈好使祂自己這內住的靈好使祂自己這內住的靈好使祂自己這內住的靈，，，，帶著祂生命帶著祂生命帶著祂生命帶著祂生命

一 切 的一 切 的一 切 的一 切 的 豐 富豐 富豐 富豐 富 ，，，， 在我 們裡 面 複 製 祂 自 己在我 們裡 面 複 製 祂 自 己在我 們裡 面 複 製 祂 自 己在我 們裡 面 複 製 祂 自 己 ──── 二二二二

18~2518~2518~2518~25：：：：    

參參參參、、、、主在十字架上獻上自己作祭物主在十字架上獻上自己作祭物主在十字架上獻上自己作祭物主在十字架上獻上自己作祭物，，，，是在祂的身體是在祂的身體是在祂的身體是在祂的身體

裡裡裡裡，，，，把我們的罪擔上了十字架把我們的罪擔上了十字架把我們的罪擔上了十字架把我們的罪擔上了十字架（（（（贖罪的真祭贖罪的真祭贖罪的真祭贖罪的真祭

壇壇壇壇）；）；）；）；在祂的復活裡在祂的復活裡在祂的復活裡在祂的復活裡，，，，在我們靈裡這位是靈的在我們靈裡這位是靈的在我們靈裡這位是靈的在我們靈裡這位是靈的

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如今是神與我們相會如今是神與我們相會如今是神與我們相會如今是神與我們相會、、、、說話的平息處說話的平息處說話的平息處說話的平息處，，，，

也是我們魂的牧人和監督也是我們魂的牧人和監督也是我們魂的牧人和監督也是我們魂的牧人和監督，，，，引導我們走義路引導我們走義路引導我們走義路引導我們走義路，，，，

就是憑著靈而行就是憑著靈而行就是憑著靈而行就是憑著靈而行，，，，向義活著向義活著向義活著向義活著────羅三羅三羅三羅三 25252525，，，，彼前二彼前二彼前二彼前二

24~2524~2524~2524~25，，，，詩八十詩八十詩八十詩八十 1111，，，，二三二三二三二三 3333，，，，羅八羅八羅八羅八 4444：：：：    

肆肆肆肆、、、、我們在遭受逼迫時要跟隨基督的腳蹤而活基督我們在遭受逼迫時要跟隨基督的腳蹤而活基督我們在遭受逼迫時要跟隨基督的腳蹤而活基督我們在遭受逼迫時要跟隨基督的腳蹤而活基督

（（（（一一一一 6~76~76~76~7，，，，二二二二 18~2518~2518~2518~25，，，，三三三三 8~178~178~178~17，，，，四四四四 12~1912~1912~1912~19），），），），就就就就

該用基督在祂受苦時所有同樣的心思武裝自己該用基督在祂受苦時所有同樣的心思武裝自己該用基督在祂受苦時所有同樣的心思武裝自己該用基督在祂受苦時所有同樣的心思武裝自己

（（（（1111，，，，腓二腓二腓二腓二 5~115~115~115~11））））    

週一週一週一週一 6 6 6 6 ////    01010101                                                                                                                                                                                                                ****禱讀禱讀禱讀禱讀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2:212:212:212:21----23232323 
21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
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22 祂沒
有犯過罪，口裡也找不到詭詐；23 祂被罵不還
口，受苦不說威嚇的話，只將一切交給那按公義審
判的。 
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    11:2911:2911:2911:29 
29 我心裡柔和謙卑，因此你們要負我的軛，且要
跟我學，你們魂裡就必得安息； 
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    1:351:351:351:35 

35 清早，天還黑，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
那裡禱告。 
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    5:15:15:15:16666 
16 耶穌卻退到曠野去禱告。 
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約翰福音    10:3010:3010:3010:30    ;;;;    8:298:298:298:29 
10:30 我與父原是一。8:29 那差我來的是與我同
在，祂沒有撇下我獨自一人，因為我始終作祂所喜
悅的事。 
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    4:204:204:204:20----21212121 
20 但你們並不是這樣學了基督；21 如果你們真是
聽過祂，並在祂裡面，照著那在耶穌身上是實際
者，受過教導， 
晨興聖言晨興聖言晨興聖言晨興聖言    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週週週週,,,,週一週一週一週一    
團體閱讀團體閱讀團體閱讀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得勝的生命得勝的生命得勝的生命》》》》第一篇第一篇第一篇第一篇：：：：没没没没有把神有把神有把神有把神

所要求的所要求的所要求的所要求的给给给给神神神神,,,, 不懊悔所當承認的不懊悔所當承認的不懊悔所當承認的不懊悔所當承認的
罪罪罪罪,,,, 得勝是需要的得勝是需要的得勝是需要的得勝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也是可能的也是可能的也是可能的,,,, 
心存誠實心存誠實心存誠實心存誠實，，，，不欺騙自己不欺騙自己不欺騙自己不欺騙自己    

週二週二週二週二 6 6 6 6 ////    02020202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2:242:242:242:24----25252525 
24 祂在木頭上，在祂的身體裡，親自擔當了我們
的罪，使我們既然向罪死了，就得以向義活著；因
祂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25 你們好像羊走
迷了路，如今卻歸到你們魂的牧人和監督了。 
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    3:213:213:213:21----22222222;;;;        8:48:48:48:4.6 .6 .6 .6    
3:21 但如今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經顯明出來，有律
法和申言者為證，3:22 就是神的義，藉著信耶穌基
督，歸與一切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8:4 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這不照著肉體，
只照著靈而行的人身上。8:6 因為心思置於肉體，
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80:180:180:180:1;;;;    23:123:123:123:1----3333 
80:1 領約瑟如領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阿，求你側耳
聽；坐在二基路伯之間的阿，求你發出光來。 
23:1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23:2 祂使
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23:3 祂
使我的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晨興聖言晨興聖言晨興聖言晨興聖言    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週週週週, , , , 週二週二週二週二    

團體閱讀團體閱讀團體閱讀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得勝的生命得勝的生命得勝的生命》》》》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篇篇篇篇：：：：神所定神所定神所定神所定规规规规
基督人的生命基督人的生命基督人的生命基督人的生命,,,, 基督人失敗的經歷基督人失敗的經歷基督人失敗的經歷基督人失敗的經歷    

週三週三週三週三        6 6 6 6 ////    03030303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1:151:151:151:15;;;;    2:122:122:122:12,25,25,25,25 
1:15 卻要照著那呼召你們的聖者，在一切行事為人
上，也成為聖的；2:12 你們在外邦人中，要有佳美
的品行，好叫他們在何事上毀謗你們是作惡者，就
在何事上，由於親眼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在眷顧
的日子榮耀神。2:25 你們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卻
歸到你們魂的牧人和監督了。 
希伯來書希伯來書希伯來書希伯來書    12:112:112:112:1----2222,5,5,5,5----7,147,147,147,14 
1 所以，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
我們，就當脫去各樣的重擔，和容易纏累我們的
罪，憑著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2 望斷以
及於耶穌，就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與成終者；祂為
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
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5 你們竟全然忘了那勸勉的
話，就是對你們如同對兒子所講論的，說，“我
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祂責備的時候，也不
可灰心；6 因為主所愛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
收納的兒子。”7 為了受管教，你們要忍受。神待
你們如同待兒子；那有兒子是父親不管教的？14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並要追求聖別，非聖別沒
有人能見主； 
雅各書雅各書雅各書雅各書    3:133:133:133:13 
13 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他就當用智慧
的溫柔，憑他美好的品行，顯出他所作所為的。 
歌羅西書歌羅西書歌羅西書歌羅西書    1:241:241:241:24 
24 現在我因著為你們所受的苦難喜樂，並且為基
督的身體，就是為召會，在我一面，在我肉身上補
滿基督患難的缺欠； 
晨興聖言晨興聖言晨興聖言晨興聖言    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週週週週, , , , 週三週三週三週三    
團體閱讀團體閱讀團體閱讀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得勝的生命得勝的生命得勝的生命》》》》第二篇第二篇第二篇第二篇：：：：神所定規基神所定規基神所定規基神所定規基

督人的生命督人的生命督人的生命督人的生命;;;;一一一一、、、、是脫離眾罪的生命是脫離眾罪的生命是脫離眾罪的生命是脫離眾罪的生命,,,,
二二二二、、、、是與神有親密交通的生命是與神有親密交通的生命是與神有親密交通的生命是與神有親密交通的生命,,,,    
    三三三三、、、、是因主完全滿足的生命是因主完全滿足的生命是因主完全滿足的生命是因主完全滿足的生命    

週四週四週四週四        6 6 6 6 ////    04040404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4:14:14: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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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督既在肉身受過苦，你們也當用同樣的心思武
裝自己，（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與罪斷絕
了；） 
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    6:136:136:136:13 
13 所以要拿起神全副的軍裝，使你們在邪惡的日
子能以抵擋，並且作成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腓立比書腓立比書腓立比書腓立比書    2:52:52:52:5----8888 
5 你們裡面要思念基督耶穌裡面所思念的：6 祂本
有神的形狀，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之珍，緊持
不放，7 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僕的形狀，成為人
的樣式；8 既顯為人的樣子，就降卑自己，順從至
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羅馬書    12:212:212:212:2,,,,    8:58:58:58:5----6666 
12:2 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變
化，叫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喜悅、並純全的
旨意。8:5 因為照著肉體的人，思念肉體的事；照
著靈的人，思念那靈的事。8:6 因為心思置於肉
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以弗所書    5:165:165:165:16----17171717 
16 要贖迴光陰，因為日子邪惡。17 所以不要作愚
昧人，卻要明白甚麼是主的旨意。 
晨興聖言晨興聖言晨興聖言晨興聖言    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週週週週, , , , 週四週四週四週四    
團體閱讀團體閱讀團體閱讀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得勝的生命得勝的生命得勝的生命》》》》第二篇第二篇第二篇第二篇：：：：    

四四四四、、、、是充滿感力的生命是充滿感力的生命是充滿感力的生命是充滿感力的生命,,,,五五五五、、、、是脫離是脫離是脫離是脫離
罪的能力的生命罪的能力的生命罪的能力的生命罪的能力的生命    

週五週五週五週五        6 6 6 6 ////    05050505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3:143:143:143:14----16161616;;;;    1:61:61:61:6----7777;;;;    4:124:124:124:12----13131313    
3:14 你們就是因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
威嚇，也不要驚慌；3:15 只要心裡尊基督為聖，以
祂為主，常作準備，好對每一個問你們裡面盼望因
由的人有所答辯，3:16 且要帶著溫柔和敬畏，存著
無虧的良心，叫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就在何事
上，可以叫那誣賴你們的人，因你們在基督裡的好
品行，感到羞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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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叫
你們信心所受的試驗，比那經過火的試驗仍會毀壞
之金子的試驗，更為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
時候，顯為可得稱讚、榮耀和尊貴的；4;12 親愛
的，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為要試煉你們，不要

以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4:13 倒要照著你
們有分於基督苦難的多少而歡樂，使你們在祂榮耀
顯現的時候，也可以喜樂歡騰。 
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前書帖撒羅尼迦前書    3:33:33:33:3----4444 
3 免得有人被諸般患難搖動。你們自己知道，我們
受患難原是派定的。4 我們在你們那裡的時候，豫
先告訴你們，我們將會受患難，這果然發生了，你
們也知道。 
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使徒行傳    24:1524:1524:1524:15----16161616 
15 我向神存著盼望，無論義的和不義的都要復
活，就是他們自己也是這樣盼望。16 我因此操練
自己，對神對人常存無虧的良心。 
晨興聖言晨興聖言晨興聖言晨興聖言    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週週週週, , , , 週五週五週五週五    
團體閱讀團體閱讀團體閱讀團體閱讀    《《《《得勝的生命得勝的生命得勝的生命得勝的生命》》》》第二篇第二篇第二篇第二篇：：：：    

六六六六、、、、是勝過環境的生命是勝過環境的生命是勝過環境的生命是勝過環境的生命,,,, 七七七七、、、、是有是有是有是有
行善能力的生命行善能力的生命行善能力的生命行善能力的生命,,,, 八八八八、、、、是滿有亮光是滿有亮光是滿有亮光是滿有亮光
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的生命,,,, 九九九九、、、、是完全成聖的生命是完全成聖的生命是完全成聖的生命是完全成聖的生命,,,,    
需要經歷神完全的拯救需要經歷神完全的拯救需要經歷神完全的拯救需要經歷神完全的拯救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        6 6 6 6 ////    06060606            
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彼得前書    4:4:4:4:11,111,111,111,14444----16161616 
11 若有人講論，要講神的諭言；若有人服事，要
按著神所供應的力量服事，叫神可以在凡事上藉著
耶穌基督得榮耀。願榮耀權能歸與祂，直到永永遠
遠。阿們。14 你們若在基督的名裡受辱罵，便是
有福的，因為榮耀的靈，就是神的靈，安息在你們
身上。15 你們中間卻不可有人因為是殺人的、或
偷竊的、作惡的、或好管閒事的而受苦。16 但若
因是基督徒受苦，卻不要羞恥，倒要因著這名榮耀
神。 
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    5:115:115:115:11----12121212 
11 人若因我的緣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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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當喜樂
歡騰，因為你們在諸天之上的賞賜是大的；原來在
你們以前的申言者，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腓立比書腓立比書腓立比書腓立比書    1:191:191:191:19----21212121 
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基
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救。20 這是照著
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就是沒有一事會叫我羞
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

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21 因為在我，活著
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後書    4:74:74:74:7 
7 但我們有這寶貝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超越的能
力，是屬於神，不是出於我們； 
晨興聖言晨興聖言晨興聖言晨興聖言    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彼得前後書與猶大書結晶讀經    

第第第第八八八八週週週週, , , , 週週週週六六六六    
詩詩詩詩        歌歌歌歌    補充補充補充補充本本本本    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454545450000 首首首首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6 6 6 6 ////    07070707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 , , 榮耀歸主榮耀歸主榮耀歸主榮耀歸主    
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後書    12:712:712:712:7----10101010 
7 又恐怕我因所得啟示的超越，就過於高抬自己，
所以有一根刺，就是撒但的使者，加在我的肉體
上，為要攻擊我，免得我過於高抬自己。8 為這
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刺離開我。9 祂對我說，
我的恩典彀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
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極其喜歡誇我的軟弱，好叫基
督的能力覆庇我。10 因此，我為基督的緣故，就
以軟弱、凌辱、貧困、逼迫、困苦為可喜悅的，因
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有能力了。 
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後書哥林多後書    4:84:84:84:8----10101010,,,,    15151515----18181818 
8 我們四面受壓，卻不被困住；出路絕了，卻非絕
無出路； 9 遭逼迫，卻不被撇棄；打倒了，卻不至
滅亡；10 身體上常帶著耶穌的治死，使耶穌的生
命也顯明在我們的身體上。15 因為凡事都是為你
們，好叫恩典藉著更多的人而增多，使感謝洋溢，
以致榮耀歸與神。16 所以我們不喪膽，反而我們
外面的人雖然在毀壞，我們裡面的人卻日日在更
新。17 因為我們這短暫輕微的苦楚，要極盡超越
的為我們成就永遠重大的榮耀。18 我們原不是顧
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暫時
的，所不見的纔是永遠的。 

參   讀 :   彼得前書生命讀經 21-22,26-28 篇 
 

報告事項：  
※ 6/05有全召會在線的福音聚會 
※ 請弟兄姐妹聖別時間參加 2020夏季訓練 
    (Zoom線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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