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篇
彼得書信中的恩典

二○二二年國際華語特會

在神經綸中神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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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第一篇 神的經綸與神在祂經綸中的律法
第二篇 神在祂經綸中的恩典
第三篇 在信徒經歷中之神經綸的恩典
第四篇 信徒在神的經綸中，經歷神恩典的終極完成
第四篇 彼得書信中的恩典
第五篇 領受恩上加恩，好使恩典在我們裏面登寶座，

使我們在生命中作王，成爲神的詩章—新耶路
撒冷，作神經綸中恩典終極並完成的產品

造2190

■ 簡介
本書是由李常受弟兄於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五至十六日在美國加州安那翰華語

特會中所釋放的信息集成。全書共四篇，論到神的經綸與神在祂經綸中的律法，
神在祂經綸中的恩典，進而論到在信徒經歷中之神經綸的恩典，以及信徒在神的
經綸中，經歷神恩典的終極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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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太  ( 3 . 7 % )

新約 Total = 27

馬可 (3.7%)

路加 (7.4%)

約翰 (18.6%)

保羅 (51.8%)

雅各 (3.7%)

彼得 (7.4%)

猶大 (3.7%)

 彼得前書主題：

神行政下的基督徒生活

 彼得後書主題：

神聖的供備與神聖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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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主要是由…三位使徒：約翰、保羅和彼得所寫的。按
照新約的記載，較早說話的是彼得和約翰，後來說話的是保羅。
在使徒行傳裡也有這三位主要的說話者。…保羅的十四封書信乃
是恩典的中心和架構，但我們需要彼得和約翰來完成關於恩典的
真理。保羅的著作裡有中心和架構，但沒有恩典的起始和結束。

恩典的起始和結束是約翰論到的。彼得的著作中有好些點是保羅
沒有說到的，這些也非常重要。[羅馬書結晶讀經第24篇]



彼前1:1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亞西
亞、庇推尼的寄居者，[彼得前後書：主後64、69年]

徒8:1 就在那日，在耶路撒冷的召會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
太和撒瑪利亞各地。[主後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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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後書的寫作背景

自聖光聖經地理



multiplication

大點 彼得書信中恩典的各方面 主要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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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

貳、
繁增的恩典

(The multiplication of grace)
彼前一2 下，彼後一2

叁、 申言者豫言並考察過所要臨到的恩典 [魂的救恩] 彼前一9~10 (經歷)

肆、
信徒所全然寄望的恩典
(set their hope perfectly)

彼前一13 (經歷)

伍、
從神而來甜美的恩典

在神乃是甜美的〔直譯，恩典〕
彼前二19～20 (經歷)

陸、
生命之恩 [藉禱告與團體召會生活共同承受]

(fellow heirs of the grace of life)
彼前三7 (經歷)

柒、
神諸般的恩典

(The varied grace of God)

彼前四10 (經歷)

學習並操練作管家

捌、 給謙卑之人的恩典 [態度] 彼前五5 (經歷)

玖、
那全般恩典的神 神眞實的恩典

(The God of all grace)  (The true grace of God)

彼前五10，12 (經歷)

進入並活在這恩典中

拾、
恩典和知識(客觀主觀)上長大

grow unto； in, by, and through the grace of God

彼後三18 (經歷)

在、憑、藉著恩典長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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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knowledge)[在主觀經歷]裏繁增；神在
祂經綸中的恩典是豐富的 (rich)、繁增的 (multiplying)、洋溢的
(abounding)：[恩典質不變量要繁增生命長大發展建造]

彼前1:2下 …願恩典與平安，繁增的歸與你們。
彼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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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從祂的豐滿裏(fullness)我們都領受了，而且恩上加恩(grace upon grace)；
弗1:7 我們在這蒙愛者裏面，藉着祂的血，照着神恩典的豐富(the riches of His grace)…

弗1:8 這恩典是神用全般的智慧和明達，使其向我們洋溢的(abound)，
弗2:7 好在要來的諸世代中，顯示祂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豐富。
羅5:17 若因一人的過犯，死就藉着這一人作了王，那些受洋溢之恩，並洋溢之義恩賜的，

就更要藉着耶穌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了。[勝過罪、世界、撒但]
提前1:14 並且我們主的恩是格外增多(superabounded)，使我在基督耶穌裏有信，又有愛。
啓22:21 願主耶穌的恩與眾聖徒同在。阿們。
一、恩典是藉着我們的受苦、受限制和輭弱而繁增；恩典乃是基督作我們重擔的

背負者；我們越有重擔，就越有機會經歷基督作恩典。
林後12:9上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彀你用的，因爲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輭弱上顯得完全。
二、對主作恩典的享受，乃是與那些愛祂的人同在—約二一15～17。[愛中牧養]
三、對主作恩典連同祂神聖性情的享受，乃是藉着我們領受並住留(abiding in)在

祂恩典的話裏；這話包含祂一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徒二十32，彼後一4。
徒20:32 如今我把你們交託神和祂恩典的話，這話能建造你們，叫你們在一切聖別的人中

得着基業。[保羅於米利都會見以弗所長老們]
彼後1:4 藉這榮耀和美德，祂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你們旣逃離世上從情

慾來的敗壞，就藉着這些應許，得有分於神的性情。彼後1:5 …你們要分外殷勤…6



肆、信徒所全然寄望的(set their hope perfectly)恩典，乃是耶穌基督顯
現的時候，所要帶給他們的—彼前一13：

彼前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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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的救恩完全的救恩]

一、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要帶給我們的恩典，指魂的救恩，將是神完全救恩
的完成—5，9～10節：

彼前1: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與父是當受頌讚的，祂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
人中復活，重生了我們，使我們有活的盼望，[開始於我們靈的重生][盼望的開始]

彼前1:5 就是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得着所豫備，在末後的時期要顯現的救恩。
彼前1:9 得着你們信心的結果，就是魂的救恩。[奇妙且超絕的救恩完成於我們魂的救恩]
彼前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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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基督裏賜給我們的恩典，是在世界起始之前就賜給我們的—提後一9，多二11。
提後1:9 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了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爲，乃是按祂自己的定旨和恩典；

這恩典是歷世之前，在基督耶穌裏賜給我們的，
2. 太初就有的神，在時間裏成了肉體，作爲恩典給人接受、擁有並享受。
約1:1 太初有話，話與神同在，話就是神。
約1:14上話成了肉體，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豐豐滿滿的有恩典，有實際。
約1:17 因爲律法是藉着摩西賜的，恩典和實際都是藉着耶穌基督來的。
3. 經過過程的三一神，終極完成爲包羅萬有、賜生命、並內住的那靈，已經成了恩典的
靈，與我們的靈同在—林前十五45下，林後三17，來十29，加六18，腓四23。

林前15:45下 …末後的亞當成了賜生命的靈。
加6:18 弟兄們，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與你們的靈同在。阿們。
腓4:23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與你們的靈同在。
二、日復一日[生活中]，我們應當作敞開的器皿，一直接受恩典，並且全然

(perfectly)、完全的(wholly)寄望於這恩典—羅五17，彼前一13。[不斷地豫嘗]7



陸、生命之恩乃是所有信徒，不論剛強或輭弱，所承受的：
彼前3:7 照樣，作丈夫的，要按情理與妻子同住，因爲她是比你輭弱的器皿，是女性；又

要按她應得的分敬重她，因爲她是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好叫你們的禱告不
受攔阻。 (fellow heirs of the grace of life)

一、生命之恩就是神在祂的神聖三一裏作我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父是生命的
源頭，子是生命的流道，靈是生命的流出，同着子與父在我們裏面湧流，作
我們的恩典—約壹五11～12，約七38～39，啓二二1。(fellow heirs) 生機體

二、我們是承受(heirs, inherit)生命之恩的人，也是盛裝生命之恩的器皿。
林前12:22 不但如此，身上肢體似乎較為軟弱的，更是不可少的；
林前12:23 身上肢體我們以為比較不體面的，就給牠加上更豐盈的體面；我們不俊美的肢

體，就得著更豐盈的俊美；
林前12:24 至於我們俊美的肢體，就不需要了。但神將這身體調和在一起，把更豐盈的體

面加給那有缺欠的肢體，
林前12:25 免得身體上有了分裂，總要肢體彼此同樣相顧。

柒、神諸般的(varied)恩典指明神種種恩典的豐富，由聖徒彼此供應：
一、神諸般的恩典乃是生命豐富的供應，也就是三一神在多方面(in many aspects)

供應到我們裏面—林後十三14，十二9。
林後13:14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

二、我們需要作神諸般恩典的好管家，講論作爲神諭言之恩典的話，並本於神所
供應之恩典的力量和能力服事—彼前四10～11，路四22，弗三2，四29。

彼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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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前4:11 若有人講論，要講神的諭言；若有人服事，要按着神所供應的力量服事，叫神可

以在凡事上藉着耶穌基督得榮耀。願榮耀權能歸與祂，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弗3:2 諒必你們曾聽見那爲着你們所賜給我，神恩典的管家職分，[保羅] 8



神那全般的恩典 終極完成的建造
生機身體、新耶路撒冷

神
的
經
綸

信
徒
們
的
經
歷

是可全然寄望的 (靈重生魂救恩)

是甜美的(縱然在苦難環境中)

聖徒們共同承受的(是團體的)

諸般的 [微小的諸般的]

給謙卑之人(承受者的態度)

長
大

(繁增的)

X恩
典

是真實的(看見並領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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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的救恩(與體或靈的救恩有別)

彼前2:2 像纔生的嬰孩一樣，切慕那純淨的話奶，叫你們靠此長大，以致得救(完全的救恩)；
彼前2:5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屬靈的殿，成為聖別的祭司體系，藉著耶穌基督獻上神

所悅納的屬靈祭物。
彼後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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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X 106 =  0

106 X  1 = 106

彼後1:3 神的神能，藉著我們充分認識那用
祂自己的榮耀和美德呼召我們的，已將一切
關於生命和敬虔的事賜給我們。

成全、堅固、加強、立定根基



一、彼得前後書的寫作背景與現今世代有何關聯?

信徒們該如何應用並經歷？

二、在彼得的書信中有那些關於「恩典獨特的
辭」? 並試說您曾有的相關經歷?

共同研討問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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