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中盼望的緣由
The Reason for the Hope We Have 

彼得前書
I Peter 3:15-16 

新年信息



彼得前書 3:15-16
【和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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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有好品行的人、

自覺羞愧。

15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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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著無虧的良心、



彼得前書 3:15-16
【新漢語】

16不過，要態度溫柔，心存敬畏，懷著無愧的良心，
好使你們被毀謗的時候，

那些誣告你們這些在基督裡有好品行的人，
就要羞愧了。

15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常常作好準備，
無論誰要求你們交代你們心裡有盼望的原因，

就給他們答辯；



主耶穌再來的盼望 彼前 1:13; 提前 1:1; 多 2:13

永生的盼望 多 3:7
得救的盼望 帖前 5:8

活潑的盼望 彼前 1:3
身體得贖的盼望 羅 8:23-25 



3）有敬虔，自律，公正，
儆醒謹守自已聖潔的人生

1）有信心，有愛心的人生

2）有原因可以忍耐的人生



哥林多前書 15:19

如果我們信基督的人只在今生有希望，
〔如果我們對基督的希望只限於今生〕

我們就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可憐了。
【現代中文譯本】

如果我們在基督裏只在今生有盼望，
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憐了。【新譯本】



歌羅西書 1:26-27

上帝願意使他們 (祂的眾聖徒) 知道這奧祕
在外族人中有多麼榮耀的豐盛，

這奧祕就是基督在你們裏面成了榮耀的盼望。

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
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

以弗所書 1:12



3) 這世界 This World

我們如何看 … 
How do we look at …

1) 自己 Ourselves

2) 別人 Others



1) 我們如何看自己
How do we look at Ourselves

以弗所書 1:12
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

首先在基督裏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讚。

加拉太書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而是基督活在我裏面；如今在肉身中活著的我，
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的；他愛我，為我捨己。



1) 我們如何看自己
How do we look at Ourselves

祂活在我心，祂活在我心，
啊! 無比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

基督活在我心
Christ Liveth In Me

曾遠離神死在罪中，心中看不到光；
靠著聖經我得光照，基督活在我心。



祂活在我心，祂活在我心，
啊! 無比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

基督活在我心
Christ Liveth In Me

太陽發出萬丈光芒，遍地百花開放；
主慈愛光賜我生命，基督活在我心。

祂活在我心，祂活在我心，
啊! 無比奇妙救恩，基督活在我心。

1) 我們如何看自己
How do we look at Ourselves



2) 我們如何看他人
How do we look at Others

哥林多後書 5:16-17

所以，從今以後，我們不再按照人的看法認識人；

雖然我們曾經按照人的看法認識基督，但現在不再這樣了。

如果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經過去，你看，都變成新的了。



2) 我們如何看他人
How do we look at Others

哥林多後書 5:16-17

所以，從今以後，我們不再按照人的看法認識人；

雖然我們曾經按照人的看法認識基督，但現在不再這樣了。

如果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經過去，你看，都變成新的了。



2) 我們如何看他人
How do we look at Others

以弗所書 2:11-12 

12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
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

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

11 …你們應當記念、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
是稱為沒受割禮的、這名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

稱為受割禮之人所起的．



以弗所書 2:11-12 

12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
在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

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神。

11 …你們應當記念、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
是稱為沒受割禮的、這名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

稱為受割禮之人所起的．

2) 我們如何看他人
How do we look at Others



3) 我們如何看這世界
How do we look at This World

「你們是地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光。
建在山上的城是無法隱藏的；人點了燈，

不會放在量器底下，而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人。
照樣，你們的光也應當照在人前，

讓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又頌讚你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 5:13-16 



3) 我們如何看這世界
How Do We Look at This World

這世界如何看我們
How Does  the World Look at Us



彼得前書 3:15-16
【新漢語】

16不過，要態度溫柔，心存敬畏，懷著無愧的良心，
好使你們被毀謗的時候，

那些誣告你們這些在基督裡有好品行的人，
就要羞愧了。

15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常常作好準備，
無論誰要求你們交代你們心裡有盼望的原因，

就給他們答辯；



彼得前書 3:8-11
【新漢語】

8 最後，你們各人要同心，互相體諒，
相親相愛如弟兄，心存憐憫，態度謙卑。

9 不要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反而要祝福，
因為你們蒙召就是為此，好使你們承受福氣。

10 ….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11 也要離惡行善；要尋求和睦，竭力追求。



彼得前書 3:13-14
【新漢語】

13 你們若熱心行善，有誰害你們呢？
14 不過，即使你們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
不要害怕他們所害怕的，也不要被嚇倒。



彼得前書 3:15-16
【新漢語】

16不過，要態度溫柔，心存敬畏，懷著無愧的良心，
好使你們被毀謗的時候，

那些誣告你們這些在基督裡有好品行的人就要羞愧了。

15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常常作好準備，
無論誰要求你們交代你們心裡有盼望的原因，

就給他們答辯；

事實上，你們因行善而受苦－
假如神的旨意是這樣，總勝過因行惡而受苦。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

充滿你們的心、
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羅馬書 15:13



~ 詩歌回應 ~
唯獨在基督裡
In Christ Alone



~ 差遣祝福 ~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華敞臉垂顧你、賜你平安。

(民數記 6:2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