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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9/5 

背诵经节 

彼得前书 1:2 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那灵

得圣别，以致顺从耶稣基督，并蒙祂血所洒的人：愿恩

典与平安，繁增地归与你们。 

相关经节 

彼得前书 1:2 

1:2 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那灵得圣别，以

致顺从耶稣基督，并蒙祂血所洒的人：愿恩典与平安，

繁增地归与你们。 

彼得后书 1:2 

1:2 愿恩典与平安，因你们充分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

繁增地归与你们。 

约翰福音 1:16-17 

1:16 从祂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1:17 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恩典和实际都是借着

耶稣基督来的。 

哥林多前书 15:10 

15:10 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并且神

的恩临到我，不是徒然的；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罗马书 5:17，21 

5:17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借着这一人作了王，那些

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就更要借着耶稣基督

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 

5:21 使罪怎样在死中作王，恩典也照样借着义作王，

叫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远的生命。 

提摩太前书 1:14 

1:14 并且我们主的恩是格外增多，使我在基督耶稣里

有信，又有爱。 

启示录 22:21 

22:21 愿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建议每日阅读 

彼得说到在信徒的日常生活里，在他们对神和主

耶稣的充分认识里，繁增的恩典（彼前一 2，彼后一

2）。在对神和主的充分认识里，一倍的恩典一再地繁

增。……恩典是无限的，正如神是无限的一样。当我们

重生时，我们接受神进到我们里面，但我们只有少量的

神。逐渐的，经过多年后，当神在我们里面扩增时，我

们就要因神的度量而有分量。这乃是因为神作恩典在我

们里面扩增了（《李常受文集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

第一册，五○八页）。 

神在祂经纶中的恩典是丰富的、是繁增的、又是

洋溢的。……神恩典的丰富超越各样的限制；这是神自

己的丰富，作我们的享受。并且神的恩典，与耶稣基督

恩典中的恩赐，乃是洋溢地临到多人（罗五 15 下、20

下）。……信徒对神经纶中之恩典的经历，也是得神将

各样的恩典洋溢地加给（参林后九 8）。……今天我们

在这里，神将祂各样的恩典洋溢地加给我们。 

我们时常享受神繁增的恩典。……这恩典不是死

的，是活的，是繁增的，天天繁增加给我们的（《李常

受文集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二年》第二册，四○三至四○

四、四○九页）。 

保罗常常使用“愿恩典与平安归与你们”这样的

发表。然而，彼得两次说到恩典与平安的繁增。在彼前

一章二节他说，“愿恩典与平安，繁增地归与你们。”

在彼后一章二节他说，“愿恩典与平安，因你们充分认

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繁增地归与你们。”彼得不但渴

望恩典与圣徒们同在，也渴望恩典繁增地归与他们。你

曾想过恩典繁增是什么意思么？你曾听过一篇道或信息，

告诉你恩典与平安能繁增么？我们大多数人会觉得这辞

令人困惑。彼得使用“繁增”这辞，又一次说出他的特

别。在这事上，甚至保罗也不像彼得这样特别，因为保

罗在他的书信里从未说到恩典与平安得以繁增。 

繁增这辞指明已经有了某样东西，我们不需要另

外加上同样的东西，却需要使我们所有的繁增。这就是

说，我们已经有的恩典需要繁增。我们不需要另外的恩

典。我们所需要的是使我们已经有的恩典繁增。 

以繁增的恩典这思想为基础，彼得接着在彼前四

章十节说到诸般的恩典：“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将这

恩赐彼此供应，作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我们都该作

彼得所说诸般恩典的好管家，诸般的恩典就是在不同方

面、不同种类的恩典。彼得在五章十节又提起恩典，他

在那里说到全般恩典的神。所以，彼得前书有四个关于

恩典独特的辞：生命的恩典（生命之恩）、繁增的恩典、

诸般的恩典和全般的恩典。生命的恩典在我们里面繁增，

然后成为诸般的恩典，至终成为全般的恩典。结果，我

们不只有来自一方的恩典，更有来自多方的恩典，例如，

来自诸天，来自地，来自我们丈夫或妻子，以及来自我

们儿女的恩典。我们的儿女越多，就会经历恩典越多的

方面。你若有四个儿女，就会享受四方面的恩典。但你

若有更多的儿女，就会享受恩典更多的方面（《彼得前

书生命读经》，六至七页）。 

 

团体追求 

《生命树》第十三章 必须灵贫穷心清洁，才能经历生

命树（心和灵） 

 

周二 9/6 

背诵经节 

彼得前书 1:10-12 关于这救恩，那预言你们要得恩典

的众申言者，已经详细地寻求考察过，……预先证明那

要临到基督的苦难，以及后来的荣耀，……他们供应这

些事，……乃是为你们；那些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

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 

相关经节 

彼得前书 1:10-12 

1:10 关于这救恩，那预言你们要得恩典的众申言者，

已经详细地寻求考察过， 

1:11 就是考察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预先证明那要临

到基督的苦难，以及后来的荣耀，所指明的是什么时候，

并怎样的时候； 

1:12 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供应这些事，不是为自

己，乃是为你们；那些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

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渴望详细

察看这些事。 

约翰福音 12:23-25 

12:23 耶稣回答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12:24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

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12:25 爱惜自己魂生命的，就丧失魂生命；在这世上恨

恶自己魂生命的，就要保守魂生命归入永远的生命。 

彼得前书 1:5-9 

1:5 就是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着所预备，

在末后的时期要显现的救恩。 

1:6 在那时期你们要欢腾，尽管目前在诸般的试炼中，

或许必须暂时忧愁， 

1:7 叫你们信心所受的试验，比那经过火的试验仍会毁

坏之金子的试验，更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

候，显为可得称赞、荣耀和尊贵的； 

1:8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祂，却是爱祂，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入祂而欢腾，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 

1:9 得着你们信心的结果，就是魂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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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每日阅读 

（在彼前一章十节）彼得……用旧约的申言者证

实他关于新约救恩的教训。……彼得指出，众申言者预

言“你们要得恩典”。在这节，“恩典”是“救恩”的

同义辞。在十三节，恩典也指神的救恩。约翰一章十四

节说，话成了肉体，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地

有恩典。这恩典就是神在子里作我们的享受。在林前十

五章十节保罗说，“然而因着神的恩，我成了我今天这

个人，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徒然的；反而我比众使

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保

罗在本节三次所提到的恩，乃是复活的基督成了赐生命

的灵（45），在复活里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带到我们里

面，作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使我们能在复活里活

着。因此，恩典乃是三一神成了我们的生命和一切

（《彼得前书生命读经》，七七至七八页）。 

彼前一章十节说到那些对于信徒魂的救恩，已经

详细寻求考察过的众申言者，预言信徒所要得的恩典。

彼得在这里所提的恩典，与约翰一章所提的恩典不同。

约翰说，话成了肉体，丰丰满满地有恩典，并且这恩典

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14、17）。恩典在耶稣成为肉体

时，借着耶稣基督来了；但彼得说，有一个恩典还未临

到，然而将要临到。这恩典在旧约没有提起，但是众申

言者已经预言过了；他们对于信徒魂的救恩（不是他们

的体或灵的救恩），已经详细地寻求考察过（彼前一

9～10）。……彼得说到为着信徒魂的救恩的恩典。彼

得所教导的恩典，不是拯救我们的灵或我们的体的恩典，

乃是拯救我们魂的恩典。主耶稣说，“人就是赚得全世

界，赔上自己的魂生命，有什么益处？”（可八 36）

一个人可以赚得全世界，而丧失他的魂。这给我们看见，

魂需要得救。如果你为着拯救你的魂，牺牲全世界，那

是值得的（《李常受文集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第一

册，五七八、五八○页）。 

在彼前一章十二节，……“这些事”指基督的苦

难和荣耀。旧约的申言者乃是将基督的苦难和荣耀，供

应给新约的信徒。……这些事已借着传福音的人报给我

们。……申言者考察并预言；使徒传讲。使徒的传讲乃

是那灵在新约里对神救恩的实际应用。……那灵借着两

种方法：申言者的预言和使徒的传讲，应用神完全的救

恩。 

在我的职事里，……我信……那灵就将神完全的

救恩应用于你们。……我乃是传讲基督、基督的死和基

督各种的荣耀。每次传讲都是那灵的应用。……我最大

的喜乐就是看见圣徒借着那灵的应用接受基督。我尤其

喜乐，看见在召会生活中长大的第二代。当我看见他们

借着这职事并靠着那灵，接受神救恩的应用时，我的心

就跳跃。 

不是只有使徒才能传讲。只要你传讲基督，你就

包括在那些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的人当中

（《彼得前书生命读经》，九二至九三页）。 

团体追求 

《生命树》第十三章 必须灵贫穷心清洁，才能经历生

命树（心中隐藏的人～对付心，使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 

第 3 段） 

 

 

周三 9/7 

背诵经节 

彼得前书 1:13 所以要束上你们心思的腰，谨慎自守，

全然寄望于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 

相关经节 

彼得前书 1:13 

1:13 所以要束上你们心思的腰，谨慎自守，全然寄望

于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 

提摩太后书 1:9-10 

1:9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了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乃是按祂自己的定旨和恩典；这恩典是历世之前，在基

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1:10 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显明出

来。祂已经把死废掉，借着福音将生命和不朽坏照耀出

来； 

哥林多前书 1:7-9 

1:7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一无所缺，热切等待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显现； 

1:8 祂也必坚固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

日子无可指责。 

1:9 神是信实的，你们乃是为祂所召，进入了祂儿子我

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 

提多书 2:11-14 

2:11 因为神救万人的恩典，已经显现出来， 

2:12 教导我们弃绝不敬虔和属世的情欲，好在今世过

自守、公义、敬虔的生活， 

2:13 等候那有福的盼望，就是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之荣耀的显现。 

2:14 祂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不法，

并洁净我们，归祂自己成为独特的子民，作祂特有的产

业，热心行善。 

建议每日阅读 

彼前一章十三节说到信徒所全然寄望于的恩典。

几乎每一天我都祷告，盼望我的魂在主回来时能得

救。……这是在来世魂的救恩，使那些进去享受主快乐

的人，与祂一同坐席（太二五 20～30）。这恩典要在

主耶稣第二次来临显现时来到（《李常受文集一九九四

至一九九七年》第一册，五八○至五八一页）。 

保罗在提后一章九至十节告诉我们，神的恩典是

历世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如今借着我们救

主基督耶稣的显现，已经显明出来。恩典乃是神在祂生

命里所给我们的供应，使我们活出祂的定旨。在基督里

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在世界起始之前就赐给我们的。神

的恩典是在永远里赐给我们的，但借着我们的主第一次

来，把死废掉，将生命带给我们（来九 26），这恩典

就显明出来，并应用到我们身上。因为这恩典是借着基

督的显现，才显明出来，旧约的圣徒，像亚伯拉罕和大

卫，就没有经历到。所命定要赐给我们的恩典，随着主

耶稣的显现而来。这恩典不仅仅是一个福分，更是一个

人位，就是三一神自己赐给我们，作我们的享受。主耶

稣显现时，这恩典就来了，现今与我们同在（《新约总

论》第十二册，二三三至二三四页）。 

在彼前一章十三节彼得也嘱咐我们要全然寄望于

恩典。这盼望指由重生所得活的盼望（3）。我们需要

将我们活的盼望全然置于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

给我们的恩。这恩……乃是指魂的救恩（5、9～10），

将是神完全救恩的完成。恩典在主第一次来临时已经带

给我们（约一 17），这恩典要完成于主的再来。我们

当寄望于这样的恩典。 

比较说来，今天我们所享受的主是一小部

分。……今世是预尝的时代；但主耶稣回来时，我们就

要全享。……要来的全享将是这独一恩典的完成。 

在彼前一章十三节末了，彼得说到耶稣基督的显

现。……现今，我们乃是在幔子之下享受主耶稣作预尝。

但时候将到，幔子要被除去。 

因为我们同主在幔子之下，别人也许不能领会我

们在作什么。我们也许想要告诉他们，我们在享受基督。

然而，他们也许说，这是无稽之谈。我们的享受是隐藏

的，没有同样经历的人无法知道这事。但有一天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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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显现。那时别人就能领会我们一直在享受主耶稣。这

显现将是要来的恩典，作三一神完全救恩的完成。 

我们若没有享受主耶稣作预尝，就不会盼望祂显

现作我们的全享。……我们享受预尝，就有这样的盼望。

我们需要全然寄望于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

的恩（《彼得前书生命读经》，一○六至一○八页）。 

团体追求 

《生命树》第十三章 必须灵贫穷心清洁，才能经历生

命树（对付心，使基督在我们里面长大 第 4 段～人的

各部分） 

 

 

周四 9/8 

背诵经节 

彼得前书 2:19-21 人若因着对神的感觉而忍受忧愁，

受冤屈之苦，就是甜美的。你们若因犯罪挨拳打而忍耐，

有什么可夸耀的？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这在神

乃是甜美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

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祂的脚踪行。 

相关经节 

彼得前书 2:19-21; 3:14-18 

2:19 人若因着对神的感觉而忍受忧愁，受冤屈之苦，

就是甜美的。 

2:20 你们若因犯罪挨拳打而忍耐，有什么可夸耀的？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这在神乃是甜美的。 

2:21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

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祂的脚踪行； 

3:14 你们就是因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

吓，也不要惊慌； 

3:15 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以祂为主，常作准备，好

对每一个问你们里面盼望因由的人有所答辩， 

3:16 且要带着温柔和敬畏，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

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的人，

因你们在基督里的好品行，感到羞愧。 

3:17 如果神的旨意要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

受苦。 

3:18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你们到神面前；在肉体里祂被治死，在灵里祂却

活着； 

希伯来书 12:28 

12:28 所以我们既领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接受恩典，

借此得以照神所喜悦的，以虔诚和畏惧事奉神； 

使徒行传 11:23 

11:23 他到了，看见神的恩典，就欢乐，劝勉众人，要

立定心志，一直与主同在； 

建议每日阅读 

在彼前二章十九至二十节……彼得说，若因着对

神的感觉，我们愿意忍受忧愁，受冤屈之苦，就是受冤

屈对待之苦，这乃是甜美的。十九节的“甜美”，直译，

恩典；在此指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推动，以及在我们

生活中的彰显，使我们的行事为人，在人与神眼中，都

是甜美、可蒙悦纳的（20）（《彼得前书生命读经》，

二○七页）。 

“因着对神的感觉”，这话也可译作“为着对神

的良心”。对神的感觉，即与神关系的感觉；这指明一

个信徒是活在与神亲密的交通中，向神存着并持守无亏、

清洁的良心（彼前三 16，提前一 5、19，三 9，提后一

3）。 

照下文看，彼前二章十九节所说到的冤屈之苦，

必是指不信的主人所加的苦待，他们因着信主之仆人身

上基督徒的见证而反对、逼迫他们（三 14～18，四

12～16）。 

基督徒的生活是行事为人的问题。假定我们里面

没有神圣的生命，这的确会使家庭生活非常艰难，尤其

在与我们的姻亲……的关系上。对夫妻而言，岳母和婆

婆都会造成为难的情况。……按人说，夫妻婚后不与岳

母、婆婆同住较好。 

这里的点乃是，我们若是没有神圣生命的人，无

论我们多么彼此相爱，在婚姻生活中仍会面临难处。我

们至少会有五个主要的难处：脾气、个性、习惯、背景

和我们领会事情的方式。无论夫妻多么相像，他们之间

的脾气、个性、习惯、背景和领会仍会有所不同。丈夫

会有他看事情的方式，妻子也会有她的。同样，妻子会

有她的习惯和个性，丈夫也会有他的。……即使夫妻彼

此非常相爱，又都是文雅、受过教育的人，情况也是如

此。至少有时候他们会发觉情况无法忍受，并会彼此争

吵。倘若岳母或婆婆这时候来访，她会发觉情况全然不

愉快、不可蒙悦纳。她甚至不愿看见这样不甜美的情况。 

但假定夫妻都有神圣的生命，并照着这生命而活。

尽管在脾气、个性、习惯、背景和领会上有不同，却有

恩典在里面推动夫妻二人。不但如此，这恩典彰显在他

们的生活中。倘若岳母或婆婆亲眼看见他们的生活方式，

她会发觉那是甜美、愉快并可蒙悦纳的。这就是恩典。 

彼得……说，“这……乃是恩典。”（二 19，直

译）然后他告诉我们，基督给我们留下榜样。恩典与榜

样息息相关。任何人亲眼看见三一神作为恩典从信徒里

面彰显出来，并承认这是恩典，就指明这人成了基督这

榜样的影印本。在冤屈之苦中彰显三一神作恩典，就是

成为基督的复制品。因此，我们可以不说，“这是恩

典”，而说，“这是基督的复制。”彰显经过过程之三

一神作恩典的生活，不单是恩典—这乃是基督的复制

（《彼得前书生命读经》，二○七至二○九、二一八

页）。 

团体追求 

《生命树》第十三章 必须灵贫穷心清洁，才能经历生

命树（借着悔改认罪，把心向主敞开） 

 

周五 9/9 

背诵经节 

彼得前书 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将这恩赐彼此供

应，作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 

相关经节 

彼得前书 3:7；4:10 

3:7 照样，作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她是

比你软弱的器皿，是女性；又要按她应得的分敬重她，

因为她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好叫你们的祷告不

受拦阻。 

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将这恩赐彼此供应，作神

诸般恩典的好管家。 

以弗所书 4:7 

4:7 但恩典赐给我们各人，是照着基督恩赐的度量。 

约翰福音 7:38-39 

7:38 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

水的江河来。 

7:39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祂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那灵，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启示录 22:1 

22:1 天使又指给我看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哥林多后书 4:7；12:9-10 

4:7 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

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12:9 祂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极其喜欢夸我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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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因此，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贫困、

逼迫、困苦为可喜悦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

就有能力了。 

建议每日阅读 

在彼前三章七节彼得使用另一个独特的辞—“生

命之恩”。我们熟悉恩典和生命这二辞，却不熟悉“生

命之恩”这辞。……何等甜美的发表！然而，我们也许

熟悉拯救之恩或赦罪之恩，而对生命之恩没有印象

（《彼得前书生命读经》，五页）。 

彼得……说到生命之恩，是所有信徒，不论刚强

或软弱，所承受的（三 7）。彼得教导信主的弟兄要爱

他们的妻子，并要同情她们，因为妻子是软弱的器皿，

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这生命乃是三一神自己作

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作我们的产业。 

四章十节说到神诸般的恩典，指明神种种恩典的

丰富，由圣徒们彼此供应。你供应我一种的恩典，我供

应你另一种的恩典（《李常受文集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

年》第一册，五○八至五○九页）。 

丈夫应当珍赏妻子的宝贵、贵重的价值，将妻子

应得的敬重分给她这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人（包

括女人）是被造以盛装神的器皿（罗九 21、23），并

且在基督里的信徒又是盛装基督这宝贝的器皿（林后四

7）。照着神创造的本性，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比男

性软弱。……但她们仍是主的器皿，能作贵重的器皿

（提后二 21），配得相当的敬重。……在彼前三章七

节彼得说，丈夫和妻子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生

命之恩就是神在祂的神圣三一里作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

供应—父是生命的源头，子是生命的流道，灵是生命的

流出，同着子与父在我们里面涌流，作对我们的恩典

（约壹五 11～12，约七 38～39，启二二 1）。所有信

徒都是承受这恩典的人。 

简单地说，生命之恩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成为

包罗万有、赐生命、内住的灵。三一神现今在我们里面

作生命之恩。丈夫和妻子都是一同承受这生命之恩的。

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这种承受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

残……的基业”的一部分（彼前一 4）。我们永远基业

的一切项目与神圣的生命有关，这生命是我们借着重生

所得着，并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中所经历并享受的。

所有作丈夫、作妻子的需要看见，在他们的婚姻生活中，

丈夫和妻子乃是一同承受这样的基业，特别是承受生命

之恩。 

一位弟兄若未婚，就会缺少恩典的某一方面。已

婚的弟兄会在某一方面经历恩典。不但如此，一位弟兄

的妻子若天然非常好，他也许就缺少恩典丰富的一面。

但他的妻子若很难办，甚至有些顽梗，他就会有机会享

受恩典非常特殊、丰富的一面。恩典乃是照着我们的情

况和环境而有所不同。例如，恩典会照着你有怎样的妻

子，是天然顺从的，或是难办的，而有所不同。你的妻

子若很好，你的恩典就不会像有难办的妻子那样多。同

样，你若没有儿女，就不会享受与儿女有关这一面的恩

典。哦，我们都需要认识这诸般的恩典！（《彼得前书

生命读经》，二四九、二五二、七页）。 

团体追求 

《生命树》第十三章 必须灵贫穷心清洁，才能经历生

命树（与主有对付，使我们灵里贫穷～有正确的心和正

确的灵，以经历并享受基督作生命树） 

 

 

周六 9/10 

背诵经节 

彼得前书 5:10 但那全般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督耶

稣里召你们进入祂永远荣耀的，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加强你们，给你们立定

根基。 

相关经节 

彼得前书 5:5-12 

5:5 照样，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你们众人彼此相待，

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因为神敌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

的人。 

5:6 所以你们要谦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使祂到了时

候，可以叫你们升高。 

5:7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祂顾念你们。 

5:8 务要谨守、儆醒。你们的对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

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5:9 你们要抵挡他，要在信上坚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

众弟兄，也是遭遇同样的苦难。 

5:10 但那全般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基督耶稣里召你

们进入祂永远荣耀的，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

成全你们，坚固你们，加强你们，给你们立定根基。 

5:11 愿荣耀权能归与祂，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5:12 我借着我所看为忠信的弟兄西拉，略略地写了这

信给你们，劝勉你们，又充分见证这是神真实的恩典；

你们务要进入这恩典，并在其中站住。 

雅各书 4:6 

4:6 但祂赐更大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敌挡狂傲的

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彼得后书 3:18 

3:18 你们却要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

识上长大。愿荣耀归与祂，从现今直到永远之日。阿们。 

建议每日阅读 

在彼前五章五节彼得说，我们众人彼此相待，该

以谦卑束腰。在召会里的每个人，包括长老，都该以谦

卑束腰。在一章十三节彼得嘱咐我们，要束上我们心思

的腰，但这里他指明我们全人都需要束紧。……这比喻

显然是出于彼得的印象，就是主如何以手巾束腰，降卑

自己洗门徒的脚，特别是洗彼得的脚（约十三 4～7）。 

狂傲就是表现自己在别人之上。神敌挡高举自己

在别人之上，并且看自己比别人强的人。我们不该狂傲，

并且表现自己在别人之上，却该以谦卑的围裙束腰。 

彼得说，神不但敌挡狂傲的人，也赐恩给谦卑的

人。严格地说，这恩典是指三一神自己作生命的供应，

在谦卑的信徒里面繁增。……我们必须甘愿服在神大能

的手下而成为谦卑、卑微的（《彼得前书生命读经》，

三五六至三五八页）。 

在彼前五章七节彼得接着说，“你们要将一切的

忧虑卸给神，因为祂顾念你们。”这里的卸字，意思是

抛给神；即交托与神、让给神。这动词的时态指明一劳

永逸的举动。“一切的忧虑”这辞，指明我们一生全部

的忧虑，我们整个人生及其一切忧虑，都该卸给主。 

在逼迫中，信徒的苦难使他们担忧挂虑。他们不

仅需要成为谦卑的，从狂傲、高傲被带到低微，更要将

他们的一生及其忧虑卸给神，因为祂对他们不仅是大能、

公义的，也是慈爱、信实的。 

人际关系密切的人，通常会比独居的人忧虑更

多。……同样，我们所有的财产或产业也许会造成忧

虑。……我能从经历中见证，我的东西越多，我的忧虑

就越多，忧虑的“飞机”就更多在我头上盘旋。……我

们可以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主，因为祂顾念我们。顾念，

或，关心。管教并审判人的神对信徒，特别对受逼迫者

有爱的关切，祂信实地顾念他们。他们能将忧虑卸给祂，

特别是在受逼迫的时候（《彼得前书生命读经》，三六

○至三六二页）。 

彼得说到全般的恩典；那曾召信徒进入祂永远荣

耀的神，要借着他们的苦难，用这恩典成全他们，坚固

他们，加强他们，给他们立定根基（彼前五 10）。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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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恩典乃是成全的恩典、坚固的恩典、加强的恩典、

立定根基的恩典。神借着苦难的管道，用恩典成全、坚

固、加强我们，并给我们立定根基。因着我的软弱，几

乎每一天对我都是受苦的日子；但神借着苦难成全、坚

固、加强我，并给我立定根基。 

有些所谓的恩典不是真实的，而是假的。十二节

有神真实的恩典，就是十节的全般的恩典，是信徒应当

进入并在其中站住的（《李常受文集》一九九四至一九

九七年第一册，五○九至五一○页）。 

 

 

 

 

 

 

 

 

 

 

 

 

 

 

 

 

 

 

 

 

 

 

 

 

 

 

 

 

 

 

 

 

 

             祂传输更多恩典 

             （诗歌 英 723 首） 

 

1 重担加多，祂所赐恩典益增添； 

  劳苦加重，祂力量益显完全。 

  患难越烈，祂所施怜悯越丰盈； 

  试炼越频，祂平安越发繁增。   

   

(副) 祂爱高深无限，祂恩阔长无边， 

  祂力刚强不倦，超人所能言； 

  出自耶稣基督的丰富和无限， 

  祂赐给，又赐给，祂赐给无间。 

 

2 当我们的忍耐耗尽无以为继， 

  旅程尚未过半，已力竭精疲， 

  当我们已临及山穷水尽之时， 

  我们父神全般供应才开始。 

 

 

 

 

 

 

 

 

 

 

 

 

 

 

 

 

 

 

 

 

 

 

 

 

     

主日 9/11 

背诵经节 

启示录 21:3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

神的帐幕与人同在，祂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祂的百姓，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相关经节 
彼得前书 2:18-25；3:1，7 

2:18 作家仆的，要在凡事上敬畏服从主人，不但服从

那良善和蔼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服从。 

2:19 人若因着对神的感觉而忍受忧愁，受冤屈之苦，

就是甜美的。 

2:20 你们若因犯罪挨拳打而忍耐，有什么可夸耀的？

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这在神乃是甜美的。 

2:21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

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祂的脚踪行； 

2:22 祂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找不到诡诈； 

2:23 祂被骂不还口，受苦不说威吓的话，只将一切交

给那按公义审判的。 

2:24 祂在木头上，在祂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

罪，使我们既然向罪死了，就得以向义活着；因祂受的

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2:25 你们好像羊走迷了路，如今却归到你们魂的牧人

和监督了。 

3:1 照样，作妻子的，要服从自己的丈夫，好叫那些甚

至不信从主话的，也可以不用主的话，借着妻子的品行，

被主得着， 

3:7 照样，作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为她是

比你软弱的器皿，是女性；又要按她应得的分敬重她，

因为她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好叫你们的祷告不

受拦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