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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神认识神 彼后一1 - 11

彼得后书是使徒彼得在死前写给教会的遗书，

它是一封书信、也是一份遗嘱，

但与 般的遗嘱并 同 但与一般的遗嘱并不同，

结构在修辞上也与一般书信非常的不一样

在文学类别上这卷书可算是独具 格 在文学类别上这卷书可算是独具一格，

显示彼得的文字功力已经到了炉火纯青之境

与 般书信类似一1-2 与一般书信类似，

作者以表明身分、并且问候收信人的话语

作为书信的开始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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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耶稣基督之义

作为书信的开始…

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
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一2 愿恩惠 平安 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一2 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
多多地加给你们。

彼前一1 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
彼后 1 作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 彼得彼后一1 作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

彼得后书跟前书在风格上有很大差异，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显。

保罗在书信开头表明身分的时候保罗在书信开头表明身分的时候，

有时称自己作使徒、有时称耶稣基督或基督耶稣的仆人，

使用仆人或使徒通常没有特别的用意使用仆人或使徒通常没有特别的用意，

通常是比较随意的、仅仅是表明他的身分，

 但有的时候 仆人是特别侧重他卑微的身分 但有的时候，仆人是特别侧重他卑微的身分

 自称使徒的时候，则是要表明他的权柄，

例如在加拉太书他为了要辩论因信称义的真理，例如在加拉太书他为了要辩论因信称义的真理，

就表明了自己作使徒的权柄

保罗书信中 几乎没有同时称自己是使徒与仆人的保罗书信中，几乎没有同时称自己是使徒与仆人的，

提多书是唯一的例外；

彼得不只同时用仆人跟使徒的头衔来称呼自己，彼得不只同时用仆人跟使徒的头衔来称呼自己，

在他的名讳上面又称自己为西门•彼得。

「西门•彼得」并不是彼得的全名，

是彼得的两个名字 是姓西门 名彼得是彼得的两个名字，不是姓西门、名彼得，

「西门」是他生下来，父母给他取的名字
「彼得」是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 给他取的名字「彼得」是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给他取的名字，

约一42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矶法。
矶法是亚兰文 翻译成希腊文矶法是亚兰文，翻译成希腊文

就成了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

当彼得宣告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当彼得宣告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

太16:18b 主耶稣说：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 。

 主耶稣曾经两度呼召彼得跟随他，

一次是初次遇见的时候、一次是在提比哩亚海边次是初次遇见的时候、 次是在提比哩亚海边

 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

复活的主就三次引导彼得、问彼得说：你爱我吗？

彼得就三次对主说：主，我爱你。



然后耶稣就再次呼召彼得跟随他…

约廿一18-19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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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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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跟从我吧！」

彼得即将要殉道 主耶稣基督已经指示他 他的死期将近彼得即将要殉道，主耶稣基督已经指示他- 他的死期将近，

 他现在写信给众教会，在一开始表明身分的地方

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与使徒 西门彼得」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与使徒、西门彼得」，

这样的自我介绍，实在是包含了千言万语 –
既是使徒又是仆人、既是西门又是彼得既是使徒又是仆人、既是西门又是彼得

彼得书信当中没有提到任何的个人见证，

他这双重职分、双重名讳，双重职分 双重名讳，

已经诉说了上帝在他一生当中的恩典！

收信人的身分…
1b 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一1b 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

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彼得是写给所有因着信 认识基督彼得是写给所有因着信、认识基督，

因着信、得以与基督的义有分的人，

是写给历世历代的众圣徒是写给历世历代的众圣徒。

祝福收信人…
一2 愿恩惠 平安，因你们认识神2 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

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们。

以恩惠 平安作为问候以恩惠、平安作为问候，

是新约时代基督徒特有的一种习惯、一种文化，

 保罗在书信当中总是用愿恩惠、平安保罗在书信 中 是 愿恩惠、平

从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来问候信徒

彼得前书则是简略地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

彼得后书非常特别…

这里特别强调「因你们认识神和主耶稣基督」，

我们认识神 因为神先认识了我们我们认识神、因为神先认识了我们，

被神认识以及认识神，是何等奇妙的恩典！

我们想象有 位牧师在台上讲道我们想象有一位牧师在台上讲道，

 讲述从前上帝怎样创造天地、如何掌管万有，

他是三位 体的真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们在台下听的时候就对旁边的人说：

你知道吗、我认识他你知道吗、我认识他
 当讲到主耶稣基督如何改变人类历史的时候，

我们在台下对旁边的人说：你知道吗，这位主耶稣我们在台下对旁边的人说：你知道吗，这位主耶稣

称自己作我的朋友，还曾经为我舍命

这是何等尊荣的身分 何等尊荣的地位 –这是何等尊荣的身分、何等尊荣的地位
我们被神认识、我们认识神、认识主耶稣基督，

而主耶稣基督一切的福分，耶稣基督 切的 分，

都是借着认识他白白地加给我们。

彼得就用这样一句非常特殊、安慰人心的问候，

带入书信中的第 个主题 认识神

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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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入书信中的第一个主题 – 认识神…

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

基督徒对神的认识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认识神的时候，就会爱慕神，

而越爱慕神，就越发想要更深刻地认识神。

因着认识神、而得着神所赐给我们

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

认识神就有生命、不认识神就没有生命…
约十七3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

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有一些基督徒只讲生命，不讲认识神，

不认识神就没有生命！



我们的主既是用他的荣耀和美德选召我们，那我们知道

在 荣耀美善 情 有他选召我们就是要在他荣耀美善的性情上有分…

一11b 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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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共同提出的那个盼望 –
我们被神拣选就进入他的国 分别为圣我们被神拣选就进入他的国、分别为圣，

 得以成为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

 乃是因着认识神得着这一切的好处 乃是因着认识神得着这 切的好处

认识神的人不会满足于现在对神的认识，

会想更深刻地认识他会想更深刻地认识他，

越深刻地认识他、就越发体会到

基督徒生命的美好基督徒生命的美好。

一个人如果没有尝到认识神的甜美，

就不会想要更深刻地认识他就不会想要更深刻地认识他；

所以教会牧者应该怎样帮助信徒

建立动机来追求认识神呢？建立动机来追求认识神呢？

惟一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尝到

认识神所得着的生命有多么美好认识神所得着的生命有多么美好…

一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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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怎么样才能尝到这生命的甜头呢？

一5 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6 有了知识 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 又要加上忍耐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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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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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文的修辞上，有一个地方中文没有翻译出来…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殷勤地生产 结果子 付出 供应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殷勤地生产、结果子、付出、供应，

这个动词在修辞上就被用在接下来的每一个名词：

你们要分外殷勤地结果子 在信心当中结出德行的果子你们要分外殷勤地结果子，在信心当中结出德行的果子，
在德行当中结出知识的果子，
在知识当中结出节制的果子在知识当中结出节制的果子…

这些都是基督徒追求认识神的环节，

而彼得告诉我们在这些事上要分外的殷勤而彼得告诉我们在这些事上要分外的殷勤。

 基督徒认识神而结出生命的果子，

不是躺着就能结出的，是要分外的殷勤不是躺着就能结出的，是要分外的殷勤

彼得让我们看见 – 认识神的果子首先从信心生发，

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信心来的，

因为基督徒首先因信才能与基督联合，

才得着基督里面一切的好处，

包括称义、成圣、得称为神的儿女…

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信心有三个要件 – 知识、认同、遵行。
必须要知道自己信什么 保罗说必须要知道自己信什么，保罗说：

「我深知所信的是谁」，认识信心的对象

撒但也有这些知识 也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但撒但也有这些知识、也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光是知识还不够、还要加上认同，

理性与圣经有抵触 我承认圣经是对的 我是错的理性与圣经有抵触，我承认圣经是对的、我是错的；

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信心在理性与启示的抵触中间，

承认上帝的话语都是真实的 因此信从上帝的话语承认上帝的话语都是真实的，因此信从上帝的话语

但光有认知、认同都还不够，

雅各说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雅各书举的两个例子，是亚伯拉罕、喇合，

 亚伯拉罕不是靠律法称义 是因信称义 亚伯拉罕不是靠律法称义、是因信称义
 喇合是妓女，使她称义的信心、使她得救的信心的行动，

乃是她因为信靠耶和华有恩典，乃是她因为信靠耶和华有恩典，

所以就和和平平地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接待探子



信心的第三个层面就是行动，

就是遵行我们所认知 所认同的上帝的话语就是遵行我们所认知、所认同的上帝的话语，

当我们殷勤努力地把信心付诸行动的时候，

我们就结出彼得所提出来的这些果子我们就结出彼得所提出来的这些果子 –
彼得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或在信心中要生出德行。

应该翻译成品格、而且是一种内在的品格

是超然的品格、是讲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行为
个人如果相信神 认同上帝 切的话语 一个人如果相信神、认同上帝一切的话语、

而且遵行上帝的话语，

他会活出与众不同的品格来他会活出与众不同的品格来

有一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

但是我不知明日将如何 我虽然不知明日将如何但是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我虽然不知明日将如何，

但是我知道耶和华是掌管明天的主，

所以我就照着他在圣经显明的一切旨意所以我就照着他在圣经显明的一切旨意、

遵行他的话语。

彼得告诉我们：在信心当中，要努力生出品格，

在品格当中要生出「知识」在品格当中要生出「知识」。

原文是 gnosis，应该翻译成「智慧」，

一个品格很好的人 如果没有智慧一个品格很好的人、如果没有智慧，

可能还是会做出害人的事情。

彼得告诉我们 智慧必须从好的品格里面生出来彼得告诉我们：智慧必须从好的品格里面生出来，

 亚当夏娃吃禁果的时候也是在追求智慧，

但他们是在骄傲当中求智慧但他们是在骄傲当中求智慧

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都会有一些政客，

有政治智慧，可是他们用这种智慧，有政治智慧，可是他们用这种智慧，

来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拖累他们的国家

希腊古典哲学认为智慧先于品格，希腊古典哲学认 智慧先于品格，

人有了智慧才能够有品格，

并没有明白人的全然败坏、不明白理性的堕落

彼得告诉我们：信心中要生出品格，品格中才能生出智慧。

有了智慧，又要生出节制→自我控制，

希腊文是指 个有智慧的人 明白真理 何为善以后希腊文是指一个有智慧的人，明白真理、何为善以后，

就用他的理性来约束自己的欲望，

 堕落败坏的人随从自己的欲望 堕落败坏的人随从自己的欲望

 普通智慧的人能够约束自己的欲望

 属灵的人明白神的旨意 用信心、信从神的旨意 属灵的人明白神的旨意，用信心、信从神的旨意，

在属灵的品格当中用智慧生出自我约束

有了节制 又要加上忍耐→带着盼望坚忍到底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带着盼望坚忍到底，

一个不懂得自我约束、被天性欲望所掌控的人，

没有办法拥有坚忍不拔的特质。没有办法拥有坚忍不拔的特质。

马克吐温：「勇气是抵抗恐惧、驯服恐惧、而不是毫无所惧。」

基督徒在逼迫当中一定会有惧怕 这是人的天性基督徒在逼迫当中 定会有惧怕，这是人的天性，

如果不懂得驯服、掌控自己的天性，

就没有办法在逼迫当中坚忍到底，就没有办法在逼 中坚忍到底，

彼得：忍耐的特质是由节制生出来的。

在忍耐当中要生出敬虔，
特别是指内心对上帝的崇敬特别是指内心对上帝的崇敬，

这是极其美好、令人生羡的心理状态。

有的时候基督徒在患难中忍耐有的时候基督徒在患难中忍耐，

忘记思想神的恩典、忘记了基督里的盼望，

只凭着坚强的意志咬牙坚忍 这是很可惜的只凭着坚强的意志咬牙坚忍，这是很可惜的，

因为这样子的坚忍没有办法生出虔敬。

奇异恩典这首诗歌里提到神的恩典奇异恩典这首诗歌里提到神的恩典，

怎么样带领基督徒走过危险、试探、网罗。

其中 句说到其中一句说到：

「恩典教导我心敬畏、恩典除去我心畏惧」，

神的恩典带领我们在患难当中征服恐惧的时候神的恩典带领我们在患难当中征服恐惧的时候，

我们就对神心生敬虔的心，

这个不是廉价的恩典这个不是廉价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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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上帝吩咐我们要爱邻舍、甚至要爱仇敌，

当学会爱仇敌时 就不只是知道基督怎样当学会爱仇敌时，就不只是知道基督怎样

在我们还作他仇敌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

当学会用舍己的爱来爱仇敌时

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 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

当学会用舍己的爱来爱仇敌时，

就在这爱上与基督联合、真正认识他舍己的爱

一8 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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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9 人若没有这几样 就是眼瞎 只看见近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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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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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永不失脚；

一11 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
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