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彼得书信中的恩典

提后1:9 …这恩典是历世之前，在基督耶稣
鸟瞰6/20—26
里赐给我们的，
I恩典乃是复活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将 2太初就有的神，在时间里成了肉体，作为
祂自己白白赐给我们，作我们的一切，并在 恩典给人接受、拥有并享受。
我们里面、为着我们、且借着我们作一切， 3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终极完成为包罗万有、
给我们享受。
赐生命、并内住的那灵，已经成了恩典的灵，
II繁增的恩典，乃是恩典在我们日常的生活 与我们的灵同在。
里，在我们对神和我们主耶稣充分的认识里 B日复一日，我们应当作敞开的器皿，一直
繁增；神在祂经纶中的恩典是丰富的、繁增 接受恩典，并且全然、完全地寄望于这恩典。
的、洋溢的:
V在彼前二章十九至二十节，“在神乃是甜
彼前1:2 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 美的〔直译，恩典〕”，指神圣生命在我们
那灵得圣别，以致顺从耶稣基督，并蒙祂血 里面的推动，以及在我们生活中的彰显，使
所洒的人：愿恩典与平安，繁增的归与你们 我们的行事为人，在人与神眼中，都是甜美、
｡
可蒙悦纳的：
A恩典是借着我们的受苦、受限制和软弱而 彼前2:20 你们若因犯罪挨拳打而忍耐，有什
繁增；恩典乃是基督作我们重担的背负者； 么可夸耀的？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
我们越有重担，就越有机会经历基督作恩典。这在神乃是甜美的。
B对主作恩典的享受，乃是与那些爱祂的人 21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
同在。
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祂的脚踪
C对主作恩典连同祂神圣性情的享受，乃是 行。
借着我们领受并住留在祂恩典的话里；这话 A恩典乃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给我们享受，
包含祂一切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
在我们与神亲密的交通并我们对神的感觉中，
III旧约的申言者预言所要临到我们的恩典：成为在我们里面的推动，以及在我们外面的
A旧约申言者里面基督的灵，使他们清楚基 彰显；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接受恩典，就是
督来作我们的恩典，乃是借着祂的成肉体、 取用恩典、据有恩典、使用恩典并应用恩典。
祂在人性生活和钉十架里的受苦，以及祂在 B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作为我们所得着并享受
复活、升天、第二次来、和掌权里的荣耀， 的恩典，彰显于我们圣别的生活与召会的聚
好将神完全的救恩应用于我们。
会中，成为别人看得见的。
B虽然基督之灵的构成是时代的，是在新约 C我们已经蒙召在受苦中享受基督作恩典并
时期借着并用基督的死与复活所构成的，其 彰显祂，使我们照着那作我们模型之基督的
功效却是永远的，因为祂是永远的灵。
神人生活，成为祂的复制品，影印本。
C基督的灵在其永远的功效上，是在旧约的 VI生命之恩乃是所有信徒，不论刚强或软弱，
申言者里面，使他们清楚基督临到新约的信 所承受的：
徒，对他们成为神完全救恩那全然够用且无 彼得3:7 照样，作丈夫的，要按情理与妻子
限的恩典，使他们得以进入国度时代主的快 同住，因为她是比你软弱的器皿，是女性；
乐里，这快乐就是他们魂的救恩。
又要按她应得的分敬重她，因为她是与你一
D基督的灵将神完全的救恩作为恩典应用于 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我们，乃是借着两种方法：旧约申言者的预 A生命之恩就是神在祂的神圣三一里作我们
言和新约使徒的传讲。
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父是生命的源头，子
彼前1:10 关于这救恩，那预言你们要得恩典 是生命的流道，灵是生命的流出，同着子与
的众申言者，已经详细的寻求考察过｡
父在我们里面涌流，作我们的恩典。
11 …预先证明那要临到基督的苦难，以及后 B我们是承受生命之恩的人，也是盛装生命
来的荣耀…
之恩的器皿。
12…他们供应这些事，…是为你们；那些靠 VII神诸般的恩典指明神种种恩典的丰富，
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 由圣徒彼此供应：
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
彼前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将这恩赐彼
IV信徒所全然寄望的恩典，乃是耶稣基督显 此供应，作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
现的时候，所要带给他们的:
A神诸般的恩典乃是生命丰富的供应，也就
彼前1:13 …全然寄望于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是三一神在多方面供应到我们里面。
所带给你们的恩。
B我们需要作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讲论作
A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要带给我们的恩 为神谕言之恩典的话，并本于神所供应之恩
典，指魂的救恩，将是神完全救恩的完成:
典的力量和能力服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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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I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敌挡狂傲的人：
神戸に在る召会 交わりと報告事項
彼前5:5 照样，年幼的，要服从年长的；你
1. 姉妹特別集会が祝福されました：
们众人彼此相待，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因为
メモリアルデー特別集会標語：
神敌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①命の木を食べること、すなわち、キリストを
A在召会生活中，我们众人彼此相待，都需
私たちの命の供給として享受することは、召
要以谦卑束腰，使我们享受神作赐恩者。
会生活の主要な事柄であるべきです。
B谦卑要救我们免去各种的毁坏，而邀来神
②創世記2:9の二本の木（命の木と善悪知
的恩典；骄傲却使我们成为一个绝顶愚昧的
識の木）は、二つの原則（命の原則と正しい
人。
か間違っているかの原則）を表します。
C我们必须甘愿服在神管教之大能的手下而
③主の回復は、初めの愛、すなわち最上の
成为谦卑、卑微的，并将我们的一生及其挂
虑抛给神，因为祂对我们有爱和信实的顾念。
愛をもって主イエスを愛することの回復であ
IX“那全般恩典的神”—祂曾召信徒进入祂
り、また主イエスを命の木として食べることの
永远的荣耀—借着苦难成全他们，坚固他们，
回復であり、キリストの有機的なからだを建
加强他们，给他们立定根基(彼前5:10)。这
造するためです。それは、神の永遠のエコノ
“全般〔的〕恩典”就是“神真实的恩典”
ミーの目標としての新エルサレムを建造する
(12)，信徒要进入这恩典，并在其中站住。
ことです。
X神真实的恩典乃是信徒当在其上长大的恩
④命の木であるキリストの複製として、私たち、
典，他们也当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
キリストにある信者たち、また神の子供たち
知识上长大，使荣耀归与祂，从现今直到永
は、永遠の命を持っていて、永遠の命を経
远之日；这是使徒彼得著作的结语，指明他
験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けでなく、この命をキリ
所写的一切，乃是属于神的恩典、在神的恩
典里、凭着神的恩典、并借着神的恩典｡
ストのからだの他の肢体に供給することがで
きます。
2. 武富りゅういち兄弟のために：
りゅういち兄弟は、7/1～中国語の勉強、台
湾の召会生活を学ぶために台北に留学します。
また、来年４月から東京全時間訓練に参加
します。りゅういち兄弟の献身が祝福される
ように兄弟姉妹祈ってください。
3. リジョイスガーデンサマーブレンディング ：
8/11(木)，12(金)，13(土)
4. リー全集通読：
毎週月～金9:30-10:00, 21:30-22:00
毎週土 7:30-8:00
5. 聖書通読：今週は通読表の26週目です。

CP1一层一层地对付文化、
应用: 青少年、大学生、新人篇
宗教的観念，经历繁增的恩典
见证我一上大学就得救了。得救后，最初在
II繁增的恩典，乃是恩典在我们日常的生活 合气道部经历了基督作集中力、勇气和运动
里，在我们对神和我们主耶稣充分的认识里 能力的实际。因为主观地经历了基督，所以
繁增；神在祂经纶中的恩典是丰富的、繁增 有了传福音的负担，积极地传福音。我经历
的、洋溢的:
了基督作传福音的祷告、生命和力量。但是，
A恩典是借着我们的受苦、受限制和软弱而 因为我不擅长学习，我被自制的宗教观念所
繁增；恩典乃是基督作我们重担的背负者； 束缚，认为在学习中很难经历基督。但是当
我们越有重担，就越有机会经历基督作恩典。我决定报考研究生，不得不逼自己学习，第
彼前1:2 …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 一次经历了基督作学习中的理解力、集中力、
着那灵得圣别，以致顺从耶稣基督，并蒙祂 忍耐力、持续力。这时虽然有感觉，“或许
血所洒的人：愿恩典与平安，繁增的归与你 是自己的观念限制了基督繁增的恩典吧？”
们。
但是迟钝的我对这个重要的问题并没有重视。
恩典是无限的，正如神是无限的一样。 即便如此，主没有放过我。研究生毕业，参
当我们重生时，我们接受神进到我们里面， 加台湾全时间训练时，每天都被暴露和光照
但我们只有少量的神。逐渐的，经过多年后， 自己有宗教观念。我多次祷告“主耶稣啊，
当神在我们里面扩增时，我们就要因神的度 我原以为自己在经历基督，但在大多数情况
量而有分量。这乃是因为神作恩典在我们里 下，那是一种照着我的文化观念和宗教观念
面扩增了。
的经历，而不是基督的经历。在李弟兄的书
以繁增的恩典这思想为基础，彼得接着 中，有一本《基督对宗教》的书。宗教不是
在彼前 4:10 说到诸般的恩典：“各人要照所 基督的亲戚，而是敌基督撒但的陷阱。我必
得的恩赐，将这恩赐彼此供应，作神诸般恩 须从自己的宗教观念中被拯救，否则无法享
典的好管家。”我们都该作彼得所说诸般恩 受基督作繁增的恩典。主啊，请除去我的宗
典的好管家，诸般的恩典就是在不同方面、 教观念“。通过在训练中的这个暴露和认罪
不同种类的恩典。
的祷告，我见证神对我的恩典大大地增加了。
彼前 5:10 但那全般恩典的神，就是那曾在 从那时起，带着随时向主敞开的意愿，我开
基督耶稣里召你们进入祂永远荣耀的，等你 始了操练。
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
这样开始操练后，我发现我里面有好几
你们，加强你们，给你们立定根基。
层宗教观念。即使除掉一层宗教观念，过一
彼得在五章十节又提起恩典，他在那里 段时间另一层也会暴露。因为这种情形不断
说到全般恩典的神。...生命的恩典在我们 重复，我想如果主不怜悯，我就无能为力了，
里面繁增，然后成为诸般的恩典，至终成为 于是祷告说：“主啊，我依靠你的怜悯，请
全般的恩典。结果，我们不只有来自一方的 帮助我一直向你敞开。”这个祷告在2022年
恩典，更有来自多方的恩典，例如，来自诸 的现在还在继续。
天，来自地，来自我们丈夫或妻子，以及来 祷告哦主耶稣，我的文化观念和宗教观念是
自我们儿女的恩典。我们的儿女越多，就会 多层帕子，非常妨碍我经历繁增的恩典。主
经历恩典越多的方面。你若有四个儿女，就 啊，请怜悯我。这些观念取代了基督的经历。
会享受四方面的恩典。但你若有更多的儿女， 请让我认识并经历正如神是无限的神，恩典
就会享受恩典更多的方面。
也是无限的。靠着祢的怜悯，请让我成为能
随时不断向祢敞开的器皿。

CP2在受苦中享受基督作恩典并彰显祂，成为作
应用:青职、硕士篇
模型之基督的复制品，影印本
见证1在一个炎热的夏日，我和一个姊妹出去传
VA恩典乃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给我们享受，在 福音，走了两个小时，但人们的反应不太好，
我们与神亲密的交通并我们对神的感觉中，成 两人都感到疲累了。这时，我有感觉，我需要
为在我们里面的推动，以及在我们外面的彰显； 先顾到我的同伴姊妹，我就跟她说，我们来一
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接受恩典，就是取用恩典、 起祷告吧。并再一次一起祷读了出来前一起祷
据有恩典、使用恩典并应用恩典。C我们已经蒙 读的主话。然后神奇的疲累变成了喜乐。然后
召在受苦中享受基督作恩典并彰显祂，使我们 我们遇到了一个在路上经常遇到的福音朋友。
照着那作我们模型之基督的神人生活，成为祂 那天，她正好提早下班。我们就邀请她到附近
的复制品，影印本。
的一个会所。当我进入会所时，弟兄姊妹们正
彼前2:19 人若因着对神的感觉而忍受忧愁，受 在唱第376首诗歌。唱到第三节的歌词，“为主
冤屈之苦，就是甜美的。
劳苦的不是我，乃是主的恩典”的时候，我很
20 你们若因犯罪挨拳打而忍耐，有什么可夸耀 感动。是的。为主劳苦乃是主的恩典。感谢主，
的？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而忍耐，这在神乃是 被主的爱充满，向邀来的福音朋友传福音，她
甜美的。
当场就受浸得救了。
21 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见证2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公司有遇到一些非常不
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祂的脚踪行；。
合理的事。例如，当出现问题时，我的上司只
在彼前二章十九至二十节……彼得说，若 会将责任推给我。当然，如果我真的不对，我
因着对神的感觉，我们愿意忍受忧愁，受冤屈 应该为此负责，但有些明显超出我职责范围。
之苦，就是受冤屈对待之苦，这乃是甜美的。 当遇到这样的事情时，我认为有两种反应模式。
十九节的“甜美”，直译，恩典；在此指神圣 一是愤怒，反击上司，这很明显就是按肉体行
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推动，以及在我们生活中的 在旧人里的情况。二是回到灵里，看全体的情
彰显，使我们的行事为人，在人与神眼中，都 况，重新认识感情用事没有任何益处，专心解
是甜美、可蒙悦纳的。
决问题。这样一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上司
2:12 你们在外邦人中，要有佳美的品行，好叫 比以前更加信任我了。照着肉体行动不是神要
他们在何事上毁谤你们是作恶者，就在何事上， 的，我自己也累。另一方面，当我在灵里思考
由于亲眼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眷顾的日子 和行动时，神就喜悦，我自己也有平安，结果
荣耀神。
我在工作上也能有成果。
恩典与榜样息息相关。任何人亲眼看见三 祷告哦主耶稣，即使面对不公正的苦难，我蒙
一神作为恩典从信徒里面彰显出来，并承认这 召是为享受三一神作恩典，得激励，彰显基督，
是恩典，就指明这人成了基督这榜样的影印本。 成为基督的复制。将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作为恩
在冤屈之苦中彰显三一神作恩典，就是成为基 典彰显的生活态度是，不仅仅是恩典，而是成
督的复制品。因此，我们可以不说，“这是恩 为基督的复制。让我学习如何获得恩典，也就
典”，而说，“这是基督的复制。”彰显经过 是如何领受恩典、拥有恩典、使用恩典、应用
过程之三一神作恩典的生活，不单是恩典—这 恩典。
乃是基督的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