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后结晶读经 
#1:有份与神的性情，以及发展神圣的生命和神
圣的性情，以丰富的进入永远的国4/26-5/2 

Ⅰ.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即接受同样宝贵的
信，就应当有份于神的性情: 
A.神的性情是指神的所是，也就是神所是的丰
富、元素和构成成分。 
B.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是分不开的；神圣
的性情是神圣生命的本质，并且在神圣生命里
面 
C.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就是神人，从神而生，
拥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属于神的种类: 
1.我们重生时，有另一个性情分赐到我们里
面；这就是神的性情，神圣的性情｡ 
2.神圣的性情既是在神圣的生命里，我们重生
所得的神圣生命，其内就有神圣的性情。 
3.凡信入神儿子的人就由神而生，并有权利，
成为神的儿女；因此，一个信徒有权利有分
于、享受神的性情｡ 
D.有分于神性情的人，就是得享神性情并有分于
神的性情的人: 
1.有分于神的性情，就是享受神的所是；有分于
神的性情，就是有分于神所是的丰富、元素和构
成成分。 
2.我们若要有分于神的性情，就需要凭神圣的生
命而活，在这生命里有神圣的性情｡ 
E.我们借着神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得享神性情
的丰富。 
F.有分于神的性情有个条件，就是我们要逃离世
上从情欲来的腐坏；我们需要活在逃离和有分、
有分和逃离的循环里｡ 
G.我们若享受神，并有分于祂所是的丰富，就被
神的性情所构成，而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
格上）成为与神一式一样，并在我们一切的所是
和所作上彰显祂｡ 
H.当我们有分于神的性情，享受神一切所是时，
神性情的丰富就要完满的发展，如彼后五至七节
所描述的。』 
Ⅱ.神圣的种子已经撒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经
历那包含在这神圣种子里之神圣生命和神圣性
情的发展，使我们得以丰富的进入永远的国: 
A.我们已经分得同样宝贵的奇妙之信，这信乃是
包罗一切的种子: 
1.一切神圣的丰富都在这种子里，但我们必须殷
勤发展这些丰富；长大成熟就是发展我们所已经
接受的｡ 
2.借着发展这些美德，我们就在生命力长大，至
终我们要达到成熟，满了基督，够资格并装备好，
在要来的国里作王｡ 
3.我们需要有完全的发展和成熟，从信的种子，
经过美德和知识的根，节制的干，以及忍耐和敬
虔的枝子，到弟兄相爱和爱的花和果子｡ 
B.在信上供应美德，就是运用同样宝贵的信而发
展美德，即神圣生命的能力产生有活力的行动；

我们需要运用这信，使神圣生命的美德在以下的
步骤里得着发展，而达到成熟｡ 
C.美徳需要以对神和我们主耶稣的认识为充足
的供应；在我们的美德上，我们所需要发展的知
识，包括对神和我们救主的认识，对什么是信的
认识，以及对神圣的能力、荣耀、美德、性情和
生命的认识｡ 
D.节制就是在情感、喜好和习惯上管治并约束自
己；为着生命正确的长大，我们需要在知识上操
练节制｡ 
E.操练忍耐就是容忍别人与环境｡ 
F.敬虔指像神并彰显神的生活｡ 
G.弟兄相爱（非拉铁非）是弟兄的情爱，就是一
种以喜悦和快乐为特征的爱；在敬虔，就是彰显
神的事上，需要供应这爱，使我们能维持弟兄的
关系，能对世人作见证，并能结果子｡ 
H.在我们里面神圣性情终极的发展乃是爱，阿嘎
培，此字原文在新约中用以指神圣的爱，就是神
在祂性情上的所是: 
1.弟兄相爱需要进一步发展成为更高尚、更崇高
的爱。 
2.当我们享受神的性情时，我们需要让我们所分
得之信的神圣种子得以发展，直到完成于神圣、
更高尚的爱。 
3.我们有分于神的性情到极点，就被神这爱充满，
我们就成为爱的人，甚至就是爱｡ 
I.在神圣的生命里发展属灵的美德，因而在神圣
生命的成长里往前，使神对我们的呼召和拣选坚
定不移｡ 
J.我们应当殷勤追求神圣生命和神圣性情的长
大并发展，好丰富进入永远的国: 
1.我们在神圣生命和神圣性情的发展里所享受
全备的供应，必充分的供应我们，使我们丰富的
进入我们主永远的国。 
2.这供应要叫我们凭神圣生命和神圣性情一切
的丰富，作我们达到神辉煌荣耀的优越美德（能
力），使我们能够并合格进入要来的国｡ 
3.表面看来，是我们进入永远的国；事实上，是
借着我们在生命里的长大，并借着神圣生命在我
们里面的发展，叫我们得着丰富的供应，而得以
进入永远的国。 
  



CP1:为了神的性情得到完全的发展， 
经历十字架，交托给主， 

将生命的活力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OL1: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神人，从神而生，拥
有神的生命和性情，属于神的种类。 
约翰1:12-13 凡接受祂的，就是信入祂名的人，
祂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
血生的，不是从肉体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的
意思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彼后1:4 借这荣耀和美德，祂已将又宝贵又极大
的应许赐给我们，叫你们既逃离世上从情欲来的
败坏，就借着这些应许，得有分于神的性情。 

神的性情乃指神之所是的丰富。因此，我们
有分于神的性情，就有分于神的丰富。我们重生
的时候時候得了神的生命，就必須往前享受神在
性情上的所是。 

我们需要回到神纯正的话，并且告诉人，凡
相信神儿子的，就由神而生，并有权利、权柄成
为神的儿女。既是这样的人，就有权利有分于、
享受神的性情。因此，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在
享受神的性情，我们也有神儿女的地位。但我们
确实沒有神格的地位，就是受別人敬拜为神 的
地位。赞美主，我们有地位、能力和供备，有分
于神的性情！一天又一天，我们该有分于神的性
情，并享受祂的所是，就是享受神丰富所是的构
成成分。 
OL2:当我们有分于神的性情，享受神一切所是时，
神性情的丰富就要完满的发展，如五至七节所描
述的。 
彼前1:5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在你们
的信上，充足的供应美德，在美德上供应知识， 
6 在知识上供应节制，在节制上供应忍耐，在忍
耐上供应敬虔， 
7 在敬虔上供应弟兄相爱，在弟兄相爱上供应爱。
8 因为这几样存在你们里面，且不断增多，就必
将你们构成非闲懒不结果子的，以致充分的认识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越逃离这败坏，就越享受神的性情。同
样，我们越有分于神的性情，就越逃离世上从情
欲 来的败坏。这是个循环，是逃离和有分、有分
和逃离的循环。現今他在第二封书信里，向他们
揭示那能使他们逃离情欲之敗坏的能力、力量，
以及逃离的结果。这能力就是神圣生命的美德，
这结果就是有分于神的性情，享受三一神所是的
一切丰富。我们有分于神的性情，并享受神一切
的所是，就使神性情一切的丰富，得着完全的发
展，如彼后一章五至七节所描述的。我们既逃离
世上从情欲来的敗坏，除去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
长大的障碍，我们就得着释放，有分于神的性情，
在其发展中，借着神的美德尽享其一切丰富，而
达到神的荣耀。 

 
 
  

应用:新人、青少年・大学生篇 
你从神而生成了神的儿女，并不是因为家世

好，不是因为人堕落的意志，也不是因为人的善
意。成为神儿女的权柄是通过你信入主名而得到
的。赞美主。这个权柄是神的生命。神的儿女有
神的生命，有分于神的性情，有地位、能力和供
备。 

我有我父亲的生命和性情，有和父亲相似的
彰显。不论我自己希望不希望，伴随着人的生命
成长，彰显越来越像父亲。同样的，我们信徒从
神而生，有神的生命，随着生命成长，神性情的
丰富就要完满的发展。从信仰⇒美徳⇒知识⇒节
制⇒忍耐⇒敬虔⇒兄弟爱⇒爱，这样发展。这里
的美德表明成为刚强有力行动的生命的活力。彼
得前书1:5说你们要分外殷勤，配合神圣的生命
活力。 

比如，你每天在祷读晨兴的主的话，读信息
中，就会有份于神的性情，会被光照到自己只是
把神经纶之中的神圣分赐当作好的道理，并没能
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虽然你享受主的话和话的光
照，或多或少有分于神的性情，但是因为没有应
用到日常生活的习惯，只能停留在那里没有成长。
这便是没有分外勤勉、配合神圣的生命活力的情
况。主光照到你的旧习惯，是为了在神性情的发
展上，让你更向前一步。你却仅仅满足于被光照，
因此停滞不前。 
弟兄的见证:1991年之后的20年里，我负责翻译
台湾同工的信息。因为做翻译，我非常享受信息
的内容。但是我注意到自己没有实行信息里讲的
事情。我下定决心要开始实行。但还是发现自己
没能在日常生活和召会生活中应用起来。我注意
到自己有不应用真理的坏习惯，并且改变这个坏
习惯非常难。 

我做了如下祷告：“主耶稣，请怜悯我。台
湾的同工花代价来日本在特会中交通，我却仅仅
接受这些当作好道理，完全没能应用到日常生活
中去。我不能再停留在这种状态。敞开我的心思，
将自己交托给你。请更新我的心思。我想脱去有
坏习惯的旧人。”通过做这样的祷告，我接受了
真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恩典。经历十字架，将
自己交托给主，慢慢地变得能够应用真理。 
祷告:哦主耶稣，我信主接受主，重生成了神的儿
女。我需要让里面的生命成长，使神性情的丰富
得到完全的发展。我不能停留在，仅仅有份于主
的话和信息，被光照却不应用的习惯中。我要放
下自己的意见，将自己交托给主。照着内里的光
照往前。分外殷勤，配合在我里面做工的神圣生
命活力。  



CP2:运用信心，发展神圣生命的美德(神圣生命
的活力产生有活力的行动) 

OL1:我们需要经历那包含在这神圣种子里之神
圣生命和神圣性情的发展，使我们得以丰富的进
入永远的国。 
OL2:在信上供应美德，就是运用同样宝贵的信而
发展美德，神圣生命的能力产生有活力的行动；
我们需要运用这信，使神圣生命的美德在以下的
步骤里得发展，而达到成熟。 
OL3:美德需要以对神和我们主耶稣的认识为充
足的供应；在我们的美德上，我们所需 第十周．
纲目六二 要发展的认识，包括对神和我们救主
的认识，对神经纶的认识，对甚么是信的认识，
以及对神圣的能力、荣耀、美德、性情和生命的
认识。 
OL4:我们需要有完全的发展和成熟，从信的种子，
经过美德和认识的根，节制的榦，以及忍耐和敬
虔的枝子，到弟兄相爱和爱的花和果子。 
彼后1:5-11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在你
们的信上，充足的供应美德，在美德上供应认识，
…这样，你们就必得丰富充足的供应，以进入我
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FN丰富充足的供应5～7节乃是3～4节里神圣的
能力所赐给我们之事物的发展。在信上供应美德，
就是运用信发展美德。这适用于其他各项。 
OL5:节制就是在情感、喜好和习惯上管治并约束
自己；为生命正确的长大，我们需要在认识上操
练节制。 
OL6:操练忍耐就是容忍别人与环境。 
OL7:敬虔指像神并彰显神的生活。 
OL8:弟兄相爱（philadelphia ，非拉铁非）是弟
兄的情爱，就是一种以喜悦和快乐为特征的爱；
在敬虔，就是彰显神的事上，需要供应这爱，使
我们能维持弟兄的关系，能对世人作见证，并能
结果子。 
彼后1:6-7 在知識上供应节制，在节制上供应忍
耐，在忍耐上供应敬虔，在敬虔上供应弟兄相愛，
在弟兄相愛上供应愛。 

我们一旦得着认识，就很容易变得骄傲。为
这缘故，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认识上发展节制。
节制含示约束。树生长时，根就往外伸展，但
树榦是相当受约束的向上生长。这个例子说明
一个事实，就是随着美德和认识的发展，我们
需要节制所带来的约束。照彼得在六节的话，
在我们的节制上，我们需要发展忍耐。节制是
对付自己，忍耐是容忍别人与环境。要过正确
的基督徒生活，我们需要对我们周围的人忍
耐，也需要对我们的景况和环境忍耐。在我们
的忍耐上，我们需要发展敬虔。敬虔指像神并
彰显神的生活。我们管治我们的己并容忍 别人
与环境时，需要在我们属灵的生活中发展敬
虔，使我们得以像神并彰显祂。倘若信是种
子，美德和认识是根，节制是干，那么忍耐和
敬虔就是枝子。…至终，在七节我们看见弟兄
相爱和爱，作为花和果子。 

应用:在职者・硕士生篇 
    向信仰供应美德，就是充分运用信心发展神
圣生命的美德(产生有活力的行动的神圣生命的
huoli)到下一阶段，达到成熟。当你运用灵，接
触作为信的主耶稣，充分运用信心的时候，神圣
生命的活力就会起作用，产生有活力的行动，朝
着成熟前进的力量就会出来。你不是靠自己的努
力长大的，而是借着与神圣的生命和性质的能力
配合来长大的。 
弟兄的见证:在工作中，我被光照没有让早晨享
受的话内住在我里面。即使工作很忙，我也定意
在享受主话的里面继续接受分赐。可是因为工作
很忙，所以早上开始工作，直到晚上回家，和往
常一样完全忘了主。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这
件事，和主承诺明天开始努力。就这样持续了大
约一周。在那之后，我仍然失败了，所以我很失
望。又因向主许诺却不能实行而感到羞愧，不知
道该怎么说，只是软弱地呼求主的名。我很伤心，
流下了眼泪。那时主说，“你不能靠自己的能力
长大。你的需要就是继续向我里面的生命的活力
敞开。”感谢主。后来，逐渐地，与产生活力之
生命的能力配合，借着里面的生命的能力，也变
得可以与主一起工作了。 
    为了发展美德，对神和我们救主的认识，对
神经纶的认识，对信仰是什么的人识，神圣的能
力，荣耀，美德，性质和生命的认识，我们需要
丰富的供应。因为灵里的神的生命借着心思扩展
到魂的各部分。你的心思需要用对基督认识的知
识重新构成和拔高。 
  这个长大是信的种子，美德和知识的根，节

制的树干，忍耐和敬虔的枝子，兄弟爱和爱的开
花和果子。你需要在主恢复中的召会生活中长大。 
祷告:主啊，我必须在神圣的生命中长大。为此，
需要充分运用灵，接触作为信的主耶稣，运用信
心，借着神圣生命的美德(产生有活力的行动的
神圣生命的能力)来发展神圣的性质。主啊，我要
把我的心思向你敞开，交给你。信是一粒种子，
生出美德和认识的根，让我们有节制这树干，忍
耐和敬虔这枝子，达到兄弟爱和爱这样开花结果
的长大。 

  



CP3:需要让信仰这神圣的种子得以发展， 

直到完成于神圣，更高尚的爱 

OL1:在我们里面神圣性情终极的发展乃是愛，阿 

嘎培。此字原文在新约中用以指神圣的愛，就是

神在祂性情上的所是。 

OL2:当我们享受神的性情時，我们需要让我们所 

分得之信的神圣种子得以发展，直到完成于神圣、 

更高尚的愛。 

约壹4:16 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我们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

住在他里面。 

太5:44-45 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们就可以作你们诸天之

上父的儿子；因为祂叫祂的日头上升，照恶人，

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弗3:19 并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使你们被

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 

    有時候，我们也许用一点弟兄的愛，狹窄有限

的愛弟兄。在我们的愛里也许有偏愛，我们也許

愛某些弟兄過于別人。我们也許宣称我们愛众圣

徒，但我们对他们的愛並不一樣。因為彼得很老

練，並知道圣徒 中間的情況，所以他不停在弟兄

相愛，而往前愛，“阿嘎培”，就是父神用以愛

全人类，愛信徒和罪人，那深刻、高尚的。 

    我们应當不仅愛我们的弟兄，也愛我们的仇

敵。人要愛自己的弟兄，不需要花许多力量或精

力。但要愛我们的仇敵，的確需要特別的力量和

精力。 

OL3:我们应当殷勤追求神圣生命和神圣性情的

长大并发展，好丰富进入永远的国。 

彼后1:10-11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

们所蒙的呼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行这几样，

就永不失脚。这样，你们就必得着丰富充足的供

应，以进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我们在神圣生命和神圣性情的发展里所享受

全备的供应必充分的供应我们，使我们丰富的进

入我们主永遠的国。这要叫我们凭神圣生命和神

圣性情一切的丰富作我们達到神輝煌榮耀的優

越美 德（能力）使我们能彀並合格進入要來的国。 

    这节的永遠的国，指所賜給我们主和救主耶

穌基督之神的国。就是要在祂回來時显現的。这

国要作賞賜，賜給那些追求在祂生命里長大以致

成熟並发展祂性情之美德的忠信信徒。 

 

 

应用:服事者篇 
神圣的种子发展、开出兄弟相爱和爱的花。阿

嘎培的爱是神永远的爱，比兄弟相爱更加高尚。
即使你有兄弟爱，或许是狭窄有限的爱。照顾新
人时，或是与弟兄姊妹交通时，你不能按照自己
喜好去实行照顾与交通。神经论的核心是，“我
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2:20）。请你不
要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服事与交通，而要服从神，
凭着神的爱去实行。 
    譬如，姊妹们的旧人喜欢与合得来的人聚在
一起，喜欢照顾合得来的新人。这种天然的爱是
蜜，是不能带入召会生活的。天然的爱形成了一
个天然的团体，会对其他团体产生争竞心。这样
会破坏召会的一，失去主的同在。请你在神永远
的爱中，在身体的交通中，照着圣灵的带领，与
弟兄姊妹配搭照顾新人。  
    还有，弟兄们的旧人在心思中存在顽固和固
有观念的问题。主的生命从灵扩展到魂，是通过
心思的更新。如果心思没有更新，情感和意志就
无法被变化。彼得后书1章中神圣种子的发展：信
仰⇒美德⇒知识⇒自制⇒忍耐⇒虔诚⇒兄弟爱
⇒爱，让成长和发展停滞不前的是心思中的顽固
和固有观念。日本社会论资排辈和男尊女卑的观
念非常强烈。根据最近的关于男女平等指数的国
际调查，日本是156个国家中是第120位（2021年）。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日本的地方召会不脱离文
化的影响，就无法将姊妹们的功用发挥出来。日
本人很顽固，看到这样的调查结果，不会觉得“感
到不好意思，必须赶紧改善”。另外，岛国秉性
很强，偏见很强，所以不想使用中国人、韩国人、
非洲人等海外人才。但是在一个新人中，没有种
族的区别。 
徒13:1 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
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西面，古利奈
人路求，与分封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 
FN:这里所记载的五位申言者和教师，是由犹太
人和外邦人组成的，各有不同的背景、教育和身
分。这指明召会是由各种不同种族和阶层的人组
成的，与他们的背景无关；这也指明神将属灵的
恩赐和功用赐给基督身体的肢体，不是根据他们
天然的身分。 
祷告:哦，主耶稣，在我里面神圣种子终极的发展
是阿嘎培的爱，是神永远之爱的开花。如果追求
神圣生命和性质的成长与发展，就可以丰富的进
入永远的国。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服事和交通，
而是照着神的爱去实行。同时若有心思里的顽固，
神圣的种子就无法发展了。请更新我的心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