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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  要 

壹   恩典乃是復活的基督作爲賜生命的靈，將祂自己白

白賜給我們，作我們的一切，並在我們裏面、爲着我們、

且藉着我們作一切，給我們享受—約一 14，16～17，林

後一 8～9，12，加二 20，參林前十五 10。 

貳   繁增的恩典，乃是恩典在我們日常的生活裏，在我

們對神和我們主耶穌充分的認識裏繁增；神在祂經綸中

的恩典是豐富的、繁增的、洋溢的—彼前一 2 下，彼後

一 2，約一 16，弗一 6～8，二 7，羅五 17，21，提前一

14，啓二二 21： 

叁   舊約的申言者豫言所要臨到我們的恩典—彼前一 10： 

肆   信徒所全然寄望的恩典，乃是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

所要帶給他們的—彼前一 13： 

伍   在彼前二章十九至二十節，『在神乃是甜美的〔直

譯，恩典〕』，指神聖生命在我們裏面的推動，以及在

我們生活中的彰顯，使我們的行事爲人，在人與神眼中，

都是甜美、可蒙悅納的： 

陸   生命之恩乃是所有信徒，不論剛強或輭弱，所承受

的—三 7： 

柒   神諸般的恩典指明神種種恩典的豐富，由聖徒彼此

供應—彼前四 10： 

捌   神賜恩給謙卑的人，敵擋狂傲的人—彼前五 5： 

玖   『那全般恩典的神』—祂曾召信徒進入祂永遠的榮

耀—藉着苦難成全他們，堅固他們，加強他們，給他們

立定根基；這『全般〔的〕恩典』就是『神眞實的恩

典』，信徒要進入這恩典，並在其中站住—彼前五 10，

12。 

拾   神眞實的恩典乃是信徒當在其上長大的恩典，他們

也當在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的知識上長大，使榮耀

歸與祂，從現今直到永遠之日；這是使徒彼得著作的結

語，指明他所寫的一切，乃是屬於神的恩典、在神的恩

典裏、憑着神的恩典、並藉着神的恩典—彼後三 18。 

週一 9/5                                                                   *禱

讀 

彼得前書1:2 

2 就是照著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著那靈得聖別，以

致順從耶穌基督，並蒙祂血所灑的人：願恩典與平安，

繁增的歸與你們。 

彼得後書1:2 

2 願恩典與平安，因你們充分認識神和我們的主耶穌，

繁增的歸與你們。 

約翰福音1:16-17 

16 從祂的豐滿裡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17 因為律法是藉著摩西賜的，恩典和實際都是藉著耶

穌基督來的。 

哥林多前書15:10 

10 然而因著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這個人，並且神的

恩臨到我，不是徒然的；反而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

但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與我同在。 

羅馬書5:17, 21  

17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藉著這一人作了王，那些受

洋溢之恩，並洋溢之義恩賜的，就更要藉著耶穌基督

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21 使罪怎樣在死中作王，恩典也照樣藉著義作王，叫

人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遠的生命。 

提摩太前書1:14  

14 並且我們主的恩是格外增多，使我在基督耶穌裡有

信，又有愛。 

啟示錄22:21 

21 願主耶穌的恩與眾聖徒同在。阿們。 

晨興聖言 在神經綸中神的恩典  第四週, 週一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十三篇-必須靈貧窮心清

潔，才能經歷生命樹；心和靈 

週二 9/6 

彼得前書1:10-12  

10 關於這救恩，那豫言你們要得恩典的眾申言者，已

經詳細的尋求考察過， 

11 就是考察在他們裡面基督的靈，豫先證明那要臨到

基督的苦難，以及後來的榮耀，所指明的是甚麼時候，

並怎樣的時候； 

12 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供應這些事，不是為自己，

乃是為你們；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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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也渴望詳細

察看這些事。 

約翰福音12:23-25  

23 耶穌回答說，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 

24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

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25 愛惜自己魂生命的，就喪失魂生命；在這世上恨惡

自己魂生命的，就要保守魂生命歸入永遠的生命。 

彼得前書1:5-9 

5 就是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著所豫備，

在末後的時期要顯現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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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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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祂，卻是愛祂，如今雖不得看見，

卻因信入祂而歡騰，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喜樂， 

9 得著你們信心的結果，就是魂的救恩。 

晨興聖言 在神經綸中神的恩典  第四週, 週二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十三篇: 心中隱藏的人; 

全心愛主; 對付心，使基督在我們裡

面長大(1-3) 

週三  9/7 

彼得前書1:13 

13 所以要束上你們心思的腰，謹慎自守，全然寄望於

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給你們的恩。 

提摩太後書1:9-10   

9 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了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

乃是按祂自己的定旨和恩典；這恩典是歷世之前，在

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 

10 但如今藉著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纔顯明出來。

祂已經把死廢掉，藉著福音將生命和不朽壞照耀出來； 

哥林多前書1:7-9  

7 以致你們在恩賜上一無所缺，熱切等待我們主耶穌

基督的顯現； 

8 祂也必堅固你們到底，使你們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

日子無可指責。 

9 神是信實的，你們乃是為祂所召，進入了祂兒子我

們主耶穌基督的交通。 

提多書 2:11-14 

11 因為神救萬人的恩典，已經顯現出來， 

12 教導我們棄絕不敬虔和屬世的情慾，好在今世過自

守、公義、敬虔的生活， 

13 等候那有福的盼望，就是至大的神和我們的救主，

耶穌基督之榮耀的顯現。 

14 祂為我們捨了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的不法，並

潔淨我們，歸祂自己成為獨特的子民，作祂特有的產

業，熱心行善。 

晨興聖言 在神經綸中神的恩典  第四週, 週三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十三篇: 對付心，使基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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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裡面長大(4-6); 心轉向主; 人的各部分 

週四 9/8 

彼得前書2:19-21 

19 人若因著對神的感覺而忍受憂愁，受冤屈之苦，就

是甜美的。 

20 你們若因犯罪挨拳打而忍耐，有甚麼可誇耀的？但

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這在神乃是甜美的。 

21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

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 

彼得前書3: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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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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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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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如果神的旨意要你們因行善受苦，總強如因行惡受

苦。18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死，就是義的代替不義

的，為要引你們到神面前；在肉體裡祂被治死，在靈

裡祂卻活著； 

希伯來書12:28 

28 所以我們既領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接受恩典，

藉此得以照神所喜悅的，以虔誠和畏懼事奉神； 

使徒行傳11:23 

23 他到了，看見神的恩典，就歡樂，勸勉眾人，要立

定心志，一直與主同在； 

晨興聖言 在神經綸中神的恩典  第四週, 週四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十三篇: 藉著悔改認罪，

把心向主敞開 

週五 9/9 

彼得前書3:7; 4:10 

3:7 照樣，作丈夫的，要按情理與妻子同住，因為她

是比你軟弱的器皿，是女性；又要按她應得的分敬重

她，因為她是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好叫你們的

禱告不受攔阻。 

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將這恩賜彼此供應，作神

諸般恩典的好管家。 

以弗所書 4:7 

4:7但恩典賜給我們各人，是照著基督恩賜的度量。 

約翰福音7:38-39  

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

的江河來。 

39 耶穌這話是指著信入祂的人將要受的那靈說的；那

時還沒有那靈，因為耶穌尚未得著榮耀。 

啟示錄22:1  

1 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 

哥林多後書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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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 1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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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興聖言 在神經綸中神的恩典第四週, 週五 

團體閱讀 《生命樹》第十三篇: 與主有對付，使我

們靈裡貧窮; 有正確的心和正確的靈，以

經歷並享受基督作生命樹 

週六 9/10 

彼得前書5:5-12  

5 照樣，年幼的，要服從年長的；你們眾人彼此相待，

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因為神敵擋狂傲的人，賜恩給謙

卑的人。 

6 所以你們要謙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使祂到了時

候，可以叫你們升高。 

7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你們。 

8 務要謹守、儆醒。你們的對頭魔鬼，如同吼叫的獅

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喫的人； 

9 你們要抵擋他，要在信上堅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

眾弟兄，也是遭遇同樣的苦難。 

10 但那全般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督耶穌裡召你們

進入祂永遠榮耀的，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

成全你們，堅固你們，加強你們，給你們立定根基。 

11 願榮耀權能歸與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12 我藉著我所看為忠信的弟兄西拉，略略的寫了這信

給你們，勸勉你們，又充分見證這是神真實的恩典；

你們務要進入這恩典，並在其中站住。 

雅各書4:6 

6 但祂賜更大的恩典；所以經上說，“神敵擋狂傲的

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彼得後書3:18 

18 你們卻要在我們的主和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

上長大。願榮耀歸與祂，從現今直到永遠之日。阿們。 

晨興聖言 在神經綸中神的恩典  第四週, 週六 

主日 9/11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彼得前書 2:18-25; 3:1, 7 

2:18 作家僕的，要在凡事上敬畏服從主人，不但服從

那良善和藹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服從。 

2:19 人若因著對神的感覺而忍受憂愁，受冤屈之苦，

就是甜美的。 

2:20 你們若因犯罪挨拳打而忍耐，有甚麼可誇耀的？

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這在神乃是甜美的。 

2:21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

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 

2:22 祂沒有犯過罪，口裡也找不到詭詐；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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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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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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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照樣，作妻子的，要服從自己的丈夫，好叫那些

甚至不信從主話的，也可以不用主的話，藉著妻子的

品行，被主得著， 

3:7 照樣，作丈夫的，要按情理與妻子同住，因為她

是比你軟弱的器皿，是女性；又要按她應得的分敬重

她，因為她是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好叫你們的

禱告不受攔阻。 

詩    歌 诗歌本 794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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