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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后书简介】
一、著者、着时︰「彼得」（意：小石）为希腊名，「彼得」希伯来文的字为「矶法」；
其原希伯来名叫「西门」（意：听见），又名「巴约拿」（意：约拿的儿
子）。本书约着于彼得殉道前不久，约为主后 66 至 68 年(彼后 1:14)。
二、钥节︰

彼后 1:3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
美德召我们的主．
彼后 1:14 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棚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
彼后 1:15 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记念这些事。
彼后 1:20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豫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彼后 1:21 因为豫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 神的话来。
彼后 3:8 亲爱的弟兄阿、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彼后 3:9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延．其实不是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
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彼后 3:18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
到永远。阿们。
三、钥字︰「知识」、「圣……」、「殷勤」、「坚固」
四、写作背景︰
使徒彼得豫知自己行将殉道（彼后 1:14;约 21:18），又知道教会中必有假师博出来败坏
信徒的信心（彼后 2:1），特别是有关主再来的应许和将来审判的道理（3:3-7），将会
受到异端的扰乱和毁谤；于是便写下后书，提醒信徒应以真知识防避异端，在信德上追
求长进。
五、主旨要义︰
彼得前书乃勉励为主受苦的信徒忠贞到底，矢志不移，应付此外患的秘诀是盼望和安
慰；彼得后书则为警告教会的内忧，应付异端的秘诀是知识和警告，使信徒能够成为信
仰的砥柱，而不随风动摇。
彼前

彼后

主题：为主受苦

教会内的异端

在苦难中向主忠贞

在异端中向主忠贞

教外的仇敌

教内的仇敌

应付苦难的秘诀：盼望

应付异端的秘诀：知识

安慰

警告

本书主要信息为三大段警告与劝勉的话:
一、真知识的本质和来源

一章

二、假师傅的伎俩和教训

二章

三、基督徒的期待和盼望

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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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后书第一章

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

内容纲要：

一、引言(1-2)
﹙一﹚写书者－作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
﹙二﹚受书者－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有古卷无和字〕救主耶稣基督之义、
－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三﹚祝福－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knowledge of)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
(借着对神和主耶稣的真知识，多倍的得到恩典和平安，并得所赐一切属于生命和敬虔的事。)

二、殷勤追求生命长进，丰丰富富进入永远的国(3-15)
﹙一﹚因认识主而有的身份和地位
1.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神按照祂的神能引我们进入祂的丰富)
－皆因我们认识(知识、真知)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
2.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partakers of the divine nature)
(神是说「既脱离」，不是说我们「去」脱离，也不是说神作工作到一个地步使我们「能」脱离，
乃是「既」脱离！既脱离就是已经脱离，我们只要接受就得着了。─ 倪柝声)

﹙二﹚生命长进的步骤
1.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急忙、热切)
2.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美德 virtue)．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知道明白 knowledge)
3.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4.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godliness)．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5. 有了爱弟兄的心(弟兄相爱 philadelphia)、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加上爱 agape)

﹙三﹚生命长进的结果
1.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
－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2. 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
－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3.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尽心竭力)、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
－你们若行这几样(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虔诚、爱)、就永不失脚
太 22:14

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4. 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基督的国是永远的，但是有的人在永世里面才能进入，有的人在千年国的时候就进去了。)

﹙四﹚使徒忠心的题醒与激发
1.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真理 truth)上坚固
－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题醒你们
2. 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棚的时候题醒你们、激发你们
－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棚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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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并且我要尽心竭力(殷勤)、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记念这些事
约 21:18
约 21:19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
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 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罢。

三、神圣真理的照亮(16-21)
﹙一﹚藉使徒见证的荣耀
1.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
－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2. 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3.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太 17:1
太 17:2
太 17:5

过了六天、耶稣带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像．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
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二﹚藉先知话语的亮光
1.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豫言(话 logos)、如同灯照在暗处
2. 你们在这豫言上留意
－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纔是好的
(另译：「我们并且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直到天发亮晨星出现的时候）；
你们在你们心里，要在这预言上留意，才是好的。」)

3.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豫言、没有可随私意(单独)解说的
－因为豫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神的预言，都不当以预言的「私」来解释，意思就是没有一个神的预言可以只按着本处来解释。
圣灵是各处预言的原著者，所以所有预言都是一以贯之。这样，则人若领悟预言，断不可单看一
处，应当互相比较，以经解经方可。－倪柝声)

问题讨论：
一、甚么是本章所说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
二、如何丰丰富富地进入神的国？
三、基督徒从何得着属灵的真知识？
四、我们当如何来解释并留意圣经上的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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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后书第二章
内容纲要：

主来以前假师傅的危险

一、警告假师傅将要出现与神行政的审判(1-9)
﹙一﹚假师傅的信仰与行为
1.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
2. 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3. 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
林前 6:20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 神。
4.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真理的路)、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5. 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当作买卖之商品)
(如果有人被钱摇动他的道路，你就知道他是假先知、假师傅。如果有人，他的路是受钱的支配，
过些日子，你看见，他的道理也受钱的支配。这是一定的。―― 倪柝声)

﹙二﹚神的审判与历史鉴戒
1. 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
2.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
－曾把他们丢在地狱(极深之坑 tartarus)、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
犹 6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炼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

3. 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
－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
创 6:12 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创 7:1 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

4. 又判定所多玛、蛾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
－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
创 19:24

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蛾摩拉、

5. 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得
－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
创 19:29

当 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记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得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
罗得从倾覆之中出来。

6.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
－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二、随从巴兰道路的假先知(10-16)
﹙一﹚有不义的行事
1. 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掌权)的、更是如此
2. 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
－就是天使、虽然力量权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
犹9

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
主责备你罢。

3. 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以备捉拿宰杀的
－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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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得不义的工价
1. 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
2. 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
－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
3. 他们满眼是淫色﹙淫妇﹚、止不住犯罪
－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
(贪婪是心中的问题，但一个人被贪婪抓住了，一次、两次贪婪，多次贪婪，贪婪就成为习惯了。)

﹙三﹚走不义的道路
1. 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珥之子巴兰的路
－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
2. 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
－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
启 2:14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
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

三、假师傅虚假的言行与生命(17-22)
﹙一﹚虚假的言行
1. 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催逼的雾气
－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
2. 他们说虚妄矜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
－引诱那些刚纔脱离妄行的人
3. 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作败坏的奴仆
－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

﹙二﹚背道生命的表现
1. 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
－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2. 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神圣的命令)、倒不如不晓得为妙
3. 俗语说得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辊
－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式
(这些假师傅并未有基督的生命，只不过对「主救主耶稣基督」有一些知识，曾一度离开罪恶的污
秽而已。但不久又重新被罪恶捆缚，他们的情形比较不知道真道还不如。)

问题讨论：
一、假师傅有何特征？他们的教训带来什么后果？
二、如何分辨异端与否？
三、什么是巴兰的道路？
四、为什么神用最重的话责备背叛与毁谤的人？

6

聖迦谷基督徒聚會 彼得後書讀經講義

彼得后书第三章
内容纲要：

预备主的日子

一、末世有人讥诮主要降临的应许(1-7)
﹙一﹚题醒圣徒当记念先知的话和主的命令
1. 亲爱的弟兄阿、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
－这两封都是题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pure mind)
2. 叫你们记念圣先知豫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
－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二﹚讥诮者故意忘记现在的天地是凭神命存留的
1.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那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
2. 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地
－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太 24:37
太 24:38
太 24:39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3. 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
－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

二、当预备主来的日子(8-13)
﹙一﹚主的日子尚未来到的原因乃是宽容不是耽延
1. 亲爱的弟兄阿、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诗 90:4

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2.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耽延
－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容你们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二﹚主的日子来到时的情形
1.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
太 24:43
太 24:44

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儆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你们也要豫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2. 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三﹚当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盼望被神义充满的新天新地
1.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等候并催促)神的日子来到
(圣洁是合于神的性情，敬虔是像神的样子。我们的为人生活，一切都必须合于神的性情，像神的
样子，有神的成分，彰显神的形像。如此我们不只在将来能得进天国，并且在今天还能促进天国。)

2. 在那日天被火烧就销化了、有形质的(元素)都要被烈火镕化
3.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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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65:17
启 21:1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也不再追想。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三、最后的劝勉(14-18)
﹙一﹚为将来审判的准备
1.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
－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
2. 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

﹙二﹚切勿强解保罗的书信
1.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
2. 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被拆毁)

﹙三﹚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
1.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既然豫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
－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
2.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在末后的世代里，我们该怎么防备异端呢？第一，保守在恩典中的地位，所以不要从自己坚固的
地步上堕落。第二，在主的恩典中和对祂的认识上追求长进。)

3. 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问题讨论：
一、彼得连写两封信的目的是什么？
二、好讥诮者的论点与彼得的反驳为何？
三、面对将来的审判与审宽容的机会，我们当如何传福音？
四、主的日子来到情形如何？
五、我们当如何预备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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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后书总结
生命知识的长进与异端迷惑的防备
(使徒彼得豫知自己行将殉道（彼后 1:14;约 21:18），又知道教会中必有假师博出来败坏
信徒的信心（彼后 2:1），特别是有关主再来的应许和将来审判的道理（3:3-7），将会受
到异端的扰乱和毁谤；于是便写下后书，提醒信徒应以真知识防避异端，在生命上追求
长进，使信徒能够成为信仰的砥柱，而不随风动摇。)

一、引言和祝福（1：1－2）
彼后 1:1 作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 神、和〔有古卷无和
字〕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彼后 1:2 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 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

二、知识和灵命的长进（1：3－21）
﹙一﹚因认识主而有的身份和地位（1:3-4）
(借着对神和主耶稣的真知识，多倍的得到恩典和平安，并得所赐一切属于生命和敬虔的
事。承受神的应许，得以脱离从肉体来的败坏，而在神的性情上有分。)
彼后 1:3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
美德召我们的主．
彼后 1:4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 神的性情有分。

﹙二﹚生命长进的步骤（1:5-7）
(生命长进需一层一层的建造：1.信心；2.德行；3.知识；4.节制；5.忍耐；6.虔敬；7.爱弟
兄；8.爱众人。)
彼后 1:5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
上知识．
彼后 1:6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
敬．
彼后 1: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三﹚生命长进的结果（1:8-11）
(生命长进带来四方面的果效：1.可结果子；2.坚定不移；3.永不失脚；4.进入神国。)
彼后 1:8 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
懒不结果子了。
彼后 1:9 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彼后 1:10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
样、就永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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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后 1:11 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四﹚彼得忠心的题醒与激发（1:12-15）
(彼得快要为主殉道，但在顷刻生命转离之间，仍是念念不忘信徒们的需要，以死别之情
作语重心长的劝导。)
彼后 1:12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题醒
你们。
彼后 1:13 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棚的时候题醒你们、激发你们．
彼后 1:14 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棚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
彼后 1:15 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记念这些事。

﹙五﹚彼得的见证与印证（1:16-21）
(彼得在此回忆起主耶稣曾在山上变像的情景。他以亲身的经历来见证主耶稣的尊荣和祂
真确的教训，是他们所亲见，亲聆的，并不是「乖巧捏造的虚言」。)
彼后 1:16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
巧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彼后 1:17 他从父 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
爱子、我所喜悦的．
彼后 1:18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彼得以「灯」和「晨星」来比喻旧约先知的预言，就像在黑暗中给人照明和引导。在主
未来之先，圣灵已感动了众先知记下主再来的预言。这既是圣灵的默示，解经的人便不
能用私意来解说，即是要按着预言的整体启示来解释。)
彼后 1:19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豫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豫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
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纔是好的。
(另译：「我们并且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直到天发亮晨星出现的时候）；
你们在你们心里，要在这预言上留意，才是好的。」)

彼后 1:20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豫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彼后 1:21 因为豫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 神的话来。

三、假师傅的伎俩和教训（2：1－22）
﹙一﹚警告假师傅将要出现（2:1-3）
(「从前」指旧约时代在以色列中所兴起的假先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
指在教会中要兴起的异端。从前的假先知怎样凭自己的意思伪冒神的名说豫言，今日的
假师傅也怎样随私意曲解神的话。)
彼后 2:1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
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
彼后 2:2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彼后 2:3 他们因有贪心、要用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
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原文作也不打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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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证历史的鉴戒（2:4-9）
(假师傅的灭亡是自取的： 1.连天使因犯罪也遭审判幽禁（2：4）；2.挪亚时代的不义者
遭受灭亡（2：5）；3.所多马、蛾摩拉二城的倾覆（2：6－9）。)
彼后 2:4 就是天使犯了罪、 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
判．
彼后 2:5
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
挪亚一家八口．
彼后 2:6 又判定所多玛、蛾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
彼后 2:7 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得．
彼后 2:8 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
彼后 2:9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三﹚假师傅的行事为人（2:10-22）
(随从巴兰道路的假先知，有不义的行事，得不义的工价，走不义的道路。)
彼后 2:10 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
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
彼后 2:11 就是天使、虽然力量权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
彼后 2:12 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以备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
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
彼后 2:13 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
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
彼后 2:14 他们满眼是淫色、〔淫色原文作淫妇〕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
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
彼后 2:15 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珥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
的先知．
彼后 2:16 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
(「这些人是无水的井」，表示他们虚有其表，既不能有应有的用处，反而有害。「是狂
风吹逼的雾」，雾会阻挡人的视线，使人看不清楚方向而迷，表示他们扰乱人对真理的
认识，狂风吹逼表示很快将消失，丝毫不能在神前存留。)
彼后 2:17 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催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
彼后 2:18 他们说虚妄矜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纔脱离妄行的
人．
彼后 2:19 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作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
彼后 2:20 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
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彼后 2:21 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
彼后 2:22 俗语说得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辊．这话在他
们身上正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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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徒的期待和盼望（3：1－13）
﹙一﹚防备讥诮主来的人（3:1-7）
(假师傅的讥诮乃是出于「私欲」和「故意忘记」，轻看主再来的人，沈溺在这个短暂而
败坏的世界之逸乐里，必受火的审判。)
彼后 3:1 亲爱的弟兄阿、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题醒你们、激发你们
诚实的心．
彼后 3:2 叫你们记念圣先知豫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彼后 3:3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
彼后 3:4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那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
样。
彼后 3:5 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 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地．
彼后 3:6 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彼后 3:7 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
火焚烧。

﹙二﹚预备主来的日子（3:8-13）
(圣洁是合于神的性情，敬虔是像神的样子。如果我们这样圣洁敬虔的追求天国，我们不
只在将来能得进天国，并且在今天还能促进天国。)
彼后 3:8 亲爱的弟兄阿、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彼后 3:9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延．其实不是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
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彼后 3:10 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
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彼后 3:11 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
彼后 3:12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销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镕化。
彼后 3:13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四、最后的劝勉──结语（3:14-18）
(在最后结语中，彼得念念不忘提醒读者在二方面扎根：1.防备（恶人错谬的诱惑）；2.
长进（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增长）。)
彼后 3:14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
然见主。
彼后 3:15 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
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
彼后 3:16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
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
彼后 3:17 亲爱的弟兄阿、你们既然豫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
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
彼后 3:18 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
远。阿们。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