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主受苦是有福的

(彼得前書3: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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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 彼得前書2:11-3:12 (信徒處世的本分) 

對外邦人

對待社會(政府)

怎樣作僕人

怎樣作妻子和丈夫 (3:1-7)

 生活的總結 (3:8-12) 
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
卑的心……也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主的眼看顧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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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3:13-17)

13你們若是熱心行善，有誰害你們呢？ 14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

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慌； 15 只要心裏尊主基督

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

畏的心回答各人； 16 存着無虧的良心，叫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

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誣賴你們在基督裏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

愧。 17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們因行善受苦，總強如因行惡受苦。

P. 3



 3:13是回應上文(8-12節) 

 作為信徒做足上文的善行，有誰害你們呢? 

 這假設問題的預設答案是甚麼? 

思想: 
 熱心行善的人，便不會遭到別人的陷害?
 好人便不會遇上苦難?

彼得前書3:13 你們若是熱心行善，有誰害你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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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3:13 你們若是熱心行善，有誰害你們呢？

生活在這個充滿敗壞邪惡的世界裡，人生總會遇上苦難

即使人行善積德，也不能逃過苦難

信徒應從終極和永恆是角度來看人生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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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3:13-14上

13你們若是熱心行善，有誰害你們呢？
14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

第14節的回應:假設一位熱心行善的人，都被人陷害

你們就是為義受苦，那又如何?都是有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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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上「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

為「義」是甚麼意思? 

(馬太福音5:10-12)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
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應當歡喜快樂，
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
迫他們。」

 因信主的原故而遇受的苦難/不善意/不公平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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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一) 為主受苦是有福的 (3: 13-14上)

(二) 為主受苦的心態 (3: 14下15-17)

(三) 主受苦得勝的榜樣 (3: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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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你有否因基督徒身份，或是為主/信仰的原故受過苦?

(一) 為主受苦是有福的 (3: 13-1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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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0

抗衡這邪惡世界的誘惑，保持聖潔



守護香港不被扭曲的性文化侵害
反對任何破壞『1男1女、1夫1妻、1生1世』的家庭價值

當社會上都似乎開始能接受出櫃行
為時，同志運動推動者的下一步，
就是爭取同性戀價值的霸權，進而
是同性婚姻，甚至要求同性伴侶可
以領養下一代等。

被質疑製作節目的「動機」

聯署促 TVB 勿製作節目「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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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信仰的價值觀，表明自己的立場

在世界與主之間，作出犧牲選擇，或與世界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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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受苦」的信息仍然適切這時代的需要 ! 

你有沒有為主受苦的心志?

沒有人知道明天如何，天色也不會常藍，為明天作準備

倘若因為信主的緣故，苦難臨到我們身上，我們應有怎麼樣
的準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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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主受苦的心態 (3: 14下15-17)
14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慌； 15只要心裏尊
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
各人；

1. 持定立場

受不了私慾的催迫和人的壓力，易動搖

愈發要站立得穩，不要害怕那些迫逼和施恐嚇的人

不要放棄立場，反之要尊基督為聖，以祂為王

(以賽亞書8: 10－22)
當敵人聯成一線要攻打猶大時，先知以賽亞向猶大王亞哈斯說，不要畏懼，因神必
信實地作工，成就祂的旨意，也與祂的子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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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主受苦的心態 (3: 14下15-17)
15只要心裏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
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2. 常作準備

你對自己的信仰認識有多深呢？
 三方面要作好準備：

A.信仰在歷史記載的客觀性
B. 信仰內容的一貫性
C. 信心經驗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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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主受苦的心態 (3: 14下15-17)

16存着無虧的良心，叫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誣賴你們在基督裏
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 17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們因行善受苦，總強如因行惡受苦。

3. 存無虧的良心

受苦原因，不是自己的軟弱、跌倒，成為別人嘲笑和攻擊的把柄，
令自己無地自容和無言以對

這苦難是出於神的允許/神沒有阻止，呼籲信徒對神旨意的順服

為主受苦不是基督徒的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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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受苦得勝的榜樣 (3: 18-22)
18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

按着肉體說，祂被治死；按着靈性說，祂復活了。19祂藉這靈曾去傳道給

那些在監獄裏的靈聽，20 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時候，

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藉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個人。21 這水所

表明的洗禮，現在藉着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你們；這洗禮本不在乎除掉肉

體的污穢，只求在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22 耶穌已經進入天堂，在神的右

邊；眾天使和有權柄的，並有能力的，都服從了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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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受苦得勝的榜樣 (3: 18-22)

 3:18-22 給受苦中的信徒帶來勉勵的基礎

基督雖然為世人受死，但藉著祂的死亡與復活赢得偉大的勝利

信徒便因與基督聯合而享有這勝利，擊敗邪惡

總結：信徒雖身處苦難中，仍會戰勝不信的迫害者

主受苦是有福的，建立於基督的受苦，受死與榮耀的復活上

18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上帝面前。按着肉體
說，祂被治死；按着靈性說，祂復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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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受苦得勝的榜樣 (3: 18-22)
18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上帝面

前。按着肉體說，他被治死；按着靈性說，他復活了。19 他藉這靈曾去傳

道給那些在監獄裏的靈聽，20 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神容忍等待的

時候，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藉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個人。
21 這水所表明的洗禮，現在藉着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你們；這洗禮本不在

乎除掉肉體的污穢，只求在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22 耶穌已經進入天堂，

在上帝的右邊；眾天使和有權柄的，並有能力的，都服從了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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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受苦得勝的榜樣 (3: 18-22)
19 祂藉這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裏的靈聽，20 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神容忍
等待的時候，不信從的人。

「靈」不是耶穌道成肉身「人子身份」，是祂復活之後的身份

「傳道」不是傳福音，而是宣告。基督宣告祂死了又活了，已經得
勝，成就救恩

「監獄裏」只知那地方可能有撒但和他的使者，他們正等候被摔在
地上（啟12:7－9）

 監獄裏的「靈」那不肯信從進方舟的人，至今日仍留在監裏聽候神
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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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受苦得勝的榜樣 (3: 18-22)

當基督從死裏復活升天，經過那「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
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以弗所書2:2）的領域

向陰間和黑暗權勢宣告，祂已得勝死亡和罪的權勢，並宣告撒但和牠的
使者的失敗

「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擄來，明顯給眾人看，就仗著十字架誇勝」

（歌羅西書2: 15）

3: 19－20 (重點: 基督向監獄裏的邪靈宣告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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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受苦得勝的榜樣 (3: 18-22)

挪亞時代的洪水事蹟: 基督救贖的預表
基督藉著受苦成就的救恩，只有少數人因信而蒙拯救；正如在挪亞的日
子，只有八個人肯進方舟，因信得救

他們經歷了苦難的洗禮(洪水:本為咒詛) 而終致獲救，並展開新的生活
照樣，基督徒藉著受浸，從水裏上來，就在基督裏過新的生活，一舉一
動都有新生的樣式

行浸禮的水本身不能洗掉罪惡（3: 21），是藉著耶穌基督復活帶來生命
的改變:在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

當時進入方舟，藉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個人。21這水所表明的洗禮，現在藉着耶穌
基督復活也拯救你們；這洗禮本不在乎除掉肉體的污穢，只求在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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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受苦得勝的榜樣 (3: 18-22)
22耶穌已經進入天堂，在神的右邊；眾天使和有權柄的，並有能力的，都服從了祂。

 3:22是主受苦得勝的高峰

基督現今在高天至大者的右邊，為受苦的信徒作隨時的幫助

基督復活後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了給祂（太28:18)

鼓勵信徒的眼目應越過現在的景況，望向基督最後的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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