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得前書 4:1-19 

 

本章開始彼得教導基督徒應如何放棄過往的邪風惡俗，完全獻身於基督，過討上帝喜悅的生活。首先就是

要懂得如何為義受苦。（1-6） 

1. 如何為義受苦（1-6） 

4:1 因此，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

了。 

4:2 你們存這樣的心，從今以後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慾，只從神的旨意在世度餘下的光陰。 

4:3 因為往日隨從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惡慾、醉酒、荒宴、群飲，並可惡拜偶像的事，時候已經夠了。 

4:4 他們在這些事上，見你們不與他們同奔那放蕩無度的路，就以為怪，毀謗你們。 

4:5 他們必在那將要審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帳。 

4:6 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傳給他們，要叫他們的肉體按著人受審判，他們的靈性卻靠神活著。 

 

第一就是要有受苦的心志。 

1「因此 」(中文聖經沒有翻譯出來) —承接第三章基督在十字架上為義受苦，以義代替不義。基督既然受

苦，我們也要準備受苦。基督在肉身所受的苦，就是受死的苦（來 2:9）。因此彼得勉勵他們也要有這樣隨

時準備殉道的心志。 

 

對我們來說，肉身受苦也代表基督徒肉體裏面的爭戰（來 5:7-8, 加 5:17）。另外苦難也可能是神的管教。

『因為主所愛的，祂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來 12:6） 

 

「心志（mind, attitude, purpose）」懷有基督的心志是基督徒的兵器（參弗 6:13）。 

基督的心志﹕ 願意受苦，因為基督徒知道受苦能帶來勝利。 

 

3「往日，隨從，行 」—都是完成式，表示他們以前的生活與其他的外邦人一樣﹕ 「邪淫 (sensuality)，惡慾 

(lusts)，醉酒 (drunkenness)，荒筵 (carousing)，群飲 (drinking parties)，可惡拜偶像 (abominable 

idolatries)」。 

「時候已經夠了」—有足夠的時間去作罪的奴僕，去行神所不喜悅的事，現在應該要停止了。 

「外邦人的心意」—外邦人的慾望。 

 

4「就以為怪 (astonished or shocked) 」—不止驚奇，並且憤恨 (resent)，因為他們不願意來到光前（約

1:5,3:20），因此逼迫他們。當基督徒得救後，成為光明之子（腓 2:15），因此那些過去的朋友就以為怪，

因為與他們不一樣。 

 

5「交帳」逼迫基督徒的將來要在主的面前受審判。 

 

第二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 

1「與罪斷絕」首先就是與罪斷絕關係。 



神可能會叫我們受苦，也許不致於到死的地步，但這種受苦的經歷對勝過罪卻是大有幫助。受苦的經歷越

深，與罪的隔離就越遠，也就越親近神。所以有人說「苦難是化妝的祝福」。 

 

這是一種靈裡的爭戰。越是親近神的人，這種爭戰可能越激烈（羅 7）。但反過來說，越是激烈，越是催逼

我們去尋求神。因此爭戰之後總是讓我們離罪更遠。每一次拒絕試探的經歷，都會加強我們拒絕另一次試

探的力量，每一個試驗都是令我們的品格更堅強。因為我們已經有這個能力在我們裏面。（羅 6:6） 

事實上能有願意為義受苦的心，就已經勝過罪了。 

 

2「不從人的情慾，只從神的旨意」其次就是順從神（羅 12:2,8:5）。所有的罪都是由於不順從神的旨意。 

在登山寶訓的結尾，耶穌警告群眾要聽從祂的話 (太 7:24-27) 。不但不聽從祂話語的人要被定罪，連那些自

以為順從祂的人也是一樣被定罪 (太 7:21) 。因此信徒不要順從人的情慾，只要順從神的旨意。 

彼得告訴信徒們要以立志行神的旨意和放棄過去的罪為兵器。正如保羅的教導。(羅 6:8-12) 

 

5「活人」﹕ 彼得寫此書信時活著的人;「死人」﹕ 當時已經死了的人。 

所有的人都要受主的審判並且啞口無言。(羅 3:19) 

 

6「死人也曾有福音傳給他們」（preached even to those who are now dead） 

上下文來看，應與 5 節的死人同義。這些死人生前聽過福音，並且相信，所以現在雖然肉身已死，但靈魂

卻在神面前活著。與 3:19 應不是同一批人。 

「肉體按著人受審判」﹕ 身體被殺死亡 (如殉道者) (來 12:23) 。神應許基督徒藉著死勝過罪，在末日不被審

判，永遠在天上完全聖潔。 

 

基督徒一定會為義受苦嗎？今天基督徒在什麼情況下會為義受苦？ 

我們如何能夠為義受苦？曾有以前的朋友因為你信主而以為怪，甚至譏笑你嗎？ 

什麼是受苦的心志？這樣的心志從何而來？ 

我的喜好和得救前是否一樣？能否舉例說明什麼是事是出於人的情慾，而不是神的旨意？ 

我要如何才能不從人的的情慾，只從神的旨意而活？和受苦的心志有什麼關係？ 

 

講到審判，就不能不提末日。（7-11） 

2. 彼此相愛的實踐（7-11） 

4:7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 

4:8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4:9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 

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4:11 若有講道的，要按著神的聖言講；若有服事人的，要按著神所賜的力量服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

督得榮耀。原來榮耀、權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面對末日最要緊的就是要儆醒。 

7「結局」乃是指神對萬物計劃的完成。萬物的結局，是在耶穌再來的時候成就。(徒 3:21) 

這是新約一貫的信息。保羅勸勉人應該睡醒，因為黑夜已深，白晝將近（羅 13:12）；他向腓立比教會的信

徒說：『主已經近了。』雅各寫道：『主來的日子近了。』（雅 5:8）約翰對信徒們說：他們已經身處末世

之中了（約壹 2:18）。他曾聽見復活的基督宣告：『是了，我必快來』（啟 1:3, 22:20）。 

「近了」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 (太 24:37-39) 。這也表示信徒被提的日子也近了。勉勵信徒要過一個聖潔的

生活。而且神審判不信的人的日子也近了，提醒信徒要去傳福音。 

 

「謹慎」神智清醒。神智清明者的特徵，乃是能分辨事情之輕重，絕不會本末倒置；他們絕不會意氣用

事，感情衝動。 

「自守」端莊沉著。是表示與醉酒的醜態相對的清醒、端莊，和醉酒的表現相反。我們應以嚴肅的態度面

對人生，因為我們要對賜生命的主交賬。 

 

「儆醒禱告 sober spirit, so that you can pray」意思是禱告時要頭腦清醒，不能還牽掛著世俗的事 (林前

14:15) 。 

 

我們因著謹慎自守，警醒禱告，可以避免落入罪惡的陷阱中。然後才能談到彼此相愛（8-10）。 

8「切實 deeply, fervently」這字在 1:22 出現過，就是熱心的意思。基督徒應有熱心的愛。我們知道基督徒的

愛並不是一時情感的衝動，過後便如煙消雲散。這愛要求我們付出精神上，及屬靈上的力量。換言之，這

愛要求我們去愛那些不可愛的；雖遭別人的譏諷，白眼，我們仍然要愛；雖然別人沒有回報我們所付出的

愛，我們仍應不懈地愛。 

 

「遮掩罪」包容赦免他人所犯的罪。真正的愛常常能原諒別人的罪，不計較他人所犯的罪 (箴 10:12) 。若我

們充滿了愛的話，饒恕人也不是難事，就如林前 13:7 所說的愛是凡事包容的愛（林前 13:7）。假如我們能

用愛寬恕他人，上帝也會不計較我們的罪（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同樣神的愛能使人的罪

得赦免。(羅 5:8) 

 

9「互相款待 hospitable」款待就是接待遠人的意思。若沒有熱忱接待遠人之心，早期教會則根本不能存

在。周遊四方宣揚福音的宣教士們，晚上要找地方投宿；故此宣教士們經常住在信徒家中。例如彼得住在

硝皮匠西門的家裏（徒 10:6），而保羅及其同工們則住在居比路信徒拿孫的家中（徒 21:16）。因此，聖經

一直強調基督徒互相款待，接待遠人的責任。 

 

「不發怨言」互相款待固然是好，但應以不發怨言為原則。有時候發怨言的結果是很可怕的（林前

10:10）。因此保羅也勸勉信徒不發怨言（腓 2:14），猶大也警戒信徒不要像假師傅一樣發怨言（猶 16）。 

 

10 第三就是彼此服事，這是聖經一貫的教導。 

耶穌自己作了美好的榜樣（太 20:28）。因此耶穌和保羅都強調信徒要彼此服事（路 22:26, 加 5:13）。 

彼此服事在教會裡的表現就是恩賜的發揮。 

 



神給每一個信徒的恩賜都不一樣 (弗 4:7) ，而且祂也給信徒足夠的信心來使用恩賜 (羅 12:3) 。 

彼得告訴我們要用這些恩賜來彼此服事。教會需要信徒所擁有的每一項恩賜，諸如講道、音樂、探訪，或

者是手藝、技巧等，又或許是房屋、錢財等，皆可獻給主用。 

 

「百般恩賜」恩賜的多樣化，分外兩大類。 

 

11「講道」傳道和教導。傳講的不是自己的意思，而是神的意思 (徒 7:38) 。彼得的意思乃是說，若有人講

道，他不能隨私意而信口雌黃。他只應宣揚由上帝而來的信息。因此一個傳道人應首先在上帝面前安靜，

聆聽上帝向他所說的，然後他才向人宣講。 

 

「服事」行政，禱告，憐憫，幫助等。當我們以基督徒身份服事他人時，千萬別以為自己有能力而沾沾自

喜，甚至傲氣凌人。要知道我們所做的，不過全都是從上帝領受得來的而已，因此我們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來服事，否則的話一定不能持久 (腓 4:13) 。 

當信徒運用自己的恩賜彼此服事，他們使教會得益處，就是一個恩賜的好管家 (林前 12:7) 。因此基督徒必

須以身為上帝的管家，作為生活及事奉的原則。 

 

最後我們要了解恩賜的最終目的是要榮耀神。 

「凡事上」所有恩賜的運用。我們所作的一切都要榮耀神，而且是藉著主耶穌基督做成的。 

講道原不是要彰顯講的人，而是要帶領聽的人到上帝面前。服事他人原不是沽名釣譽的事，而是使領受的

人感謝上帝。若教會能事事皆為上帝而作，不居功，不自誇，那麼，上帝的恩典必定多多的加添，教會也

必更興旺。我們如何明白自己的恩賜呢？ 

 

萬物的結局是什麼時候？彼得要信徒注意哪些事情？ 

謹慎自守，警醒禱告的目的是什麼？和彼此相愛有什麼關係？ 

基督徒的彼此相愛是哪一種愛？和世界的愛有什麼不同？ 

遮掩罪是什麼意思？能否從這裡看出基督徒愛的特點？ 

9-10 節中彼得舉出哪些事情來說明彼此相愛？你覺得容易做到嗎？為什麼？ 

恩賜有哪幾類？每個人都有恩賜嗎？恩賜的目的是什麼？ 

 

講完恩賜之後，彼得再次回到全書的主題﹕ 為主受苦。（12-19） 

3. 為主受苦的福氣（12-19） 

4:12 親愛的弟兄啊，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4:13 倒要歡喜；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們在他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樂。 

4:14 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罵，便是有福的；因為神榮耀的靈常住在你們身上。 

4:15 你們中間卻不可有人因為殺人、偷竊、作惡、好管閒事而受苦。 

4:16 若為作基督徒受苦，卻不要羞恥，倒要因這名歸榮耀給神。 

4:17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若是先從我們起首，那不信從神福音的人將有何等的結局呢？ 



4:18 若是義人僅僅得救，那不虔敬和犯罪的人將有何地可站呢？ 

4:19 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為善，將自己靈魂交與那信實的造化之主。 

 

做基督徒受苦是命定的，是不能免除和逃避的。基督徒以耶穌基督的標準為原則，換一句話說，基督徒便

是社會中的良心。許多人逼害基督徒，是要埋沒良心。 

12「火煉的試驗 fiery ordeal」火在聖經中經常代表審判（太 3:11-12,林前 3:13）或是試煉（彼前 1:7）的意

思。這裡是後者，就是逼迫中的痛苦經歷，如同在火爐中煉金屬，藉火燒掉雜質 (詩 66:10, 伯 23:10) 。這試

驗有兩重意義。一個人對原則服膺的態度，可以由他是否願意受苦為原則而定，因此，任何逼迫都是信仰

的試金石。另一方面，只有真正的基督徒才會被逼迫。那些與世界妥協的基督徒，絕不會受逼迫。逼迫真

可說是基督徒信仰的試金石。 

 

「不要以為奇怪」信徒對所面臨的苦難可能覺得驚奇困惑，他們以為信主後的生活應該充滿福氣和神的保

守。因此彼得告訴他們不要奇怪，因為福音對許多人是有攻擊性的，因此帶來逼迫。耶穌曾經提醒使徒們

說「世人在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約 15:18)；保羅也告訴提摩太敬虔度日的要受逼迫 (提後 3:12) 。 

 

13「與基督一同受苦」基督是頭，我們是身子（徒 9:4）。彼得說，如果受逼迫的話，倒要歡喜，因為我們

所要得的永恆的獎賞與我們在地上的受苦是相稱的 (羅 8:18) 。而且我們也是與基督一同受苦，因為我們是

祂的身體（徒 9:4）。我們為基督受苦並不是刑罰，乃是無上的權利。 

受苦而歡喜是非基督徒不能接受的，但卻被主耶穌所稱許 (太 5:10-12) 。 

 

根據本段經文，我們可以將受苦分為 4 類。 

14「為基督的名（受苦）」基督的名代表基督（約 1:12; 徒 4:12），使徒們也是為這名受苦（徒 5:41）。 

這裡應許我們如果為了基督受苦，神的靈就會常住在我們身上。其實神的靈不是信徒受苦時才住在他們身

上 (如舊約時一樣)， 乃是永遠住在信徒裏頭 (羅 8:9) 。這裡的意思乃是說聖靈會在受苦的信徒身上特別彰

顯出祂的榮耀來，給在苦難中的信徒有超然的安慰。 

 

16「為作基督徒 as a Christian（受苦）」基督徒這名稱不是他們自己定的，而是世人稱呼他們的。 

「歸榮耀給神」為有特權和榮幸為祂的名受苦而讚美祂。彼得的用意是勸勉基督徒，應為基督受苦，使神

得榮耀。 

 

19「為照神的旨意（受苦）」既然知道這是神的旨意，在受苦中的基督徒便能得到莫大的勉勵，因為知道

我們受苦是有目的、有意義的。而受苦既然是在神的旨意中，我們只要將自己交托給神就好了。 

「造化之主 creator」新約中只有此處稱神為造化之主，彰顯神的大能，是值得信托的，也值得照祂的旨意

去行善的。 

 

15「為殺人，偷竊，作惡，好管閒事（受苦）」不是所有的受苦都會得聖靈的安慰。若因作惡而受苦是該

受的。好管閑事就是不該管的事也要管。看起來好像是輕微的罪，但與殺人並提，表示所有的罪在神眼中

都是一樣的。 

 



17「時候到了」面臨一個決定性的時刻，神的審判開始。 

「神的家」教會 (弗 2:19)。神家的審判是針對信徒的罪，但不至於被定罪 (判入地獄，羅 8:1; 林前 11:32)。

而不信的人將要受的審判是永死，是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太 13:49-50; 可 9:44-49) 。 

18「義人」就是得救的人。 

「僅僅得救」意思就是我們得救以後要努力彰顯救贖的恩典（腓 2:12 這樣看來，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既是

常順服的，不但我在你們那裏，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裏，更是順服的，就當恐懼戰兢做成你們得救的工

夫。）我們要努力做工得獎賞，不能做一個隨隨便便的基督徒，因為我們仍然要受工作的審判。 

若那些受逼迫的信徒，神尚且留意他們的生活工作是否忠心，先行審判，則那些不信從神福音的人，包括

逼害基督徒的人，豈能逃避神的審判呢？ 

假如上帝的教會也要受審判，那麼，那些對上帝的呼召不聞不問，對上帝的命令不順從的人的命運，又將

如何呢？ 

13「末後的喜樂 over joy」他榮耀顯現的時候﹕ 主再來的時候。如果我們忠心到底，就必得神的稱讚和獎

賞，那是無比的喜樂。 

 

作基督徒受苦是注定的嗎？信主後的生活不是應該充滿福氣和神的保守嗎？ 

受苦有什麼好處？和基督的顯現有什麼關係？ 

本段中有幾種不同的受苦？我們應該避免哪一種？ 

在受苦中持守到底的有什麼結果？這樣的結果能夠激勵我們為主受苦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