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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先知的灭亡假先知的灭亡 彼后二

一20-21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

彼得告诫教会…

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然后引到 第二章 整章都在斥责假教师跟异端…

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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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引到 第二章 整章都在斥责假教师跟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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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取速速地灭亡。

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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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历史曾经出现过许多的假先知以色列历史曾经出现过许多的假先知，

二15-16 提到了巴兰作为例子…

传异端的假师傅有两种，
罗十2 3 他们向神有热心 但不是按着真知识罗十2-3 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

这些人要凭行律法 凭割礼称义 不相信因信就能够称义这些人要凭行律法、凭割礼称义，不相信因信就能够称义
加拉太教会就出现一群异端的假教师，想要立自己的义，

随从异端的人遭到保罗随从异端的人遭到保罗

在加拉太书非常严厉地斥责 –
无知的加拉太人啊！无知的加拉太人啊！

耶稣跟施洗约翰也非常严厉地斥责那些

想要凭律法称义的法利赛人，想要凭律法称义的法利赛人，

 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粉饰的坟墓

耶稣将这些自以为义、想要立自己义的假冒为善的人，稣将这 自 想要立自己 的假冒为善 ，

甚至比为猪狗，说福音传给他们

就好像珍珠丢给猪、圣物丢给狗，

不但不珍惜，还反咬一口！

彼得也把假教师比为猪狗…
俗语说得真不错 狗所吐的 牠转过来又吃二22 俗语说得真不错：狗所吐的，牠转过来又吃；
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式。

彼得在这里斥责的是另外 种异端彼得在这里斥责的是另外一种异端，

 跟法利赛人、加拉太所面对

犹太主义者的异端 是不 样的犹太主义者的异端，是不一样的

 斥责的异端不是凭着热心，是带着恶意、出于私心、

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有的为了贪财 有的为了淫乱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有的为了贪财、有的为了淫乱

想要立自己义的法利赛人、

倡导邪淫的行为的假教师，倡导邪淫的行为的假教师，

其实都是与上帝的律法为敌…
启廿二18b-19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甚么，启廿二18b 19 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甚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甚么，

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



所有异端当中都有一点的真理，

他们总是引用圣经 然后加添 点 删减 点他们总是引用圣经，然后加添一点、删减一点。

法利赛人也相信摩西的律法都是上帝的话语，

一点一画也不敢废去 问题是什么？一点一画也不敢废去，问题是什么？

他们觉得有了摩西的律法、神的律法还不够，

还要加上一大堆人的律法还要加上 大堆人的律法
假先知、假教师，跟法利赛人不太一样，

是另外一种、是自由派，是另外 种、是自由派，

教导人不需要全盘接受上帝的话语、律法，

告诉人上帝的律法是可以删减的，

觉得不对的地方就把它删减掉

这两种人都是与基督为敌的…与 为敌

约八44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从一开始，魔鬼撒但就是这样子迷惑人…
创三1 耶和华神所造的 惟有蛇比田野 切的活物更狡猾创三1 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
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耶和华曾经吩咐亚当说：「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现在魔鬼跑出来讲了一句上帝从来没有讲过的话…现在魔鬼跑出来讲了 句上帝从来没有讲过的话…
牠引用了上帝的话语，然后把它扭曲掉了、

删减掉一些、又加上一些掉

上帝从来没有这样子吩咐亚当、夏娃，

可是魔鬼问了一句 – 神岂是真说…来迷惑夏娃

夏娃开始搞不清楚了，她就开始胡思乱想，

她也不去问亚当，当初这句话是上帝告诉亚当的，

上帝设立亚当作夏娃的头、要亚当来教导夏娃，

现在夏娃不要听亚当的，夏娃要用自己

独立的理性去思考、去推敲…

独立思考是好的，但是思考独立到

完全没有权威的概念时就变得非常可怕！完全没有权威的概念时就变得非常可怕！

 明明不知道的事情不去问知道的人，

要自己胡思乱想 什么都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要自己胡思乱想，什么都要问为什么？为什么...
可是从来不会问：「我为什么要问为什么？」

 夏娃信任自己的理性过于信任上帝的话语、 夏娃信任自己的理性过于信任上帝的话语、

以及上帝在她生命里面所赐下的另一半…
创三2-3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创三2 3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上帝从来没说不可摸，上帝只有说不可吃，

但是夏娃这里加了一句不可摸，为什么？

她引用了上帝的话语、上帝说的她也都说出来了，

可是她觉得这不够 – 光是不可吃还不够，

说不定我摸了都会死，所以我还要加一句「不可摸」。

上帝没有说的，她任意添加，

于是她就成为法利赛人的始祖！于是她就成为法利赛人的始祖！

创三4-5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这里魔鬼第二个技俩就是引诱夏娃去

否认上帝话语的全备以及无误否认上帝话语的全备以及无误
以为上帝话语有一些地方错掉了

以为上帝的话语有一些地方可以删减掉以为上帝的话语有一些地方可以删减掉

创三6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
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从这里开始，一切的罪恶就接踵而至…
魔鬼撒但引诱人的时候，总是引用上帝的话语，

添加一点、删减一点、扭曲一下。



当年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时，魔鬼也用一模一样的伎俩…
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 经上记着说」魔鬼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经上记着说」，

引用上帝的话语断章取义；

耶稣怎样胜过魔鬼的试探？「经上又记着说」耶稣怎样胜过魔鬼的试探？「经上又记着说」，

圣经整全的总原则，不容许断章取义！

第 种异端 法利赛人是擅自添加 光信圣经还不够第一种异端：法利赛人是擅自添加，光信圣经还不够，

还要信人的理性、经验、传统，在上帝话语上面随意加添。

第二种异端：认为圣经不都是神的话语第二种异端：认为圣经不都是神的话语，

圣经有一些地方讲错了，我们可以删减。

二3他们因有贪心 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二3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
光是贪心也就算了，如果传的是纯正的福音，

保罗也说过：或真心、或假意，福音终究是传开了；保罗也说过：或真 、或假意，福音终究是传开了；

问题是这些人贪心、而且带着捏造的言语进到教会，

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
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

从 彼后二 看来，这些假教师是教导人去放纵情欲的，

他们告诉人说 圣经里面有 些地方你们不用遵守他们告诉人说：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你们不用遵守，

教导信徒可以尽情地犯罪、反正基督已经赦免了。

彼得警告我们：神是圣洁的 放纵情欲的必定灭亡彼得警告我们：神是圣洁的，放纵情欲的必定灭亡。
二4 – 9 彼得举了几个经典的例子…

二4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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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5 挪亚时代被洪水吞灭的恶人
二6-8 所多玛、蛾摩拉
二9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

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 等候审判的日子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上帝所拯救的这些敬虔的人并不是不会犯罪，

我们想要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 想要做圣洁的事情我们想要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想要做圣洁的事情，

可是我们仍然会犯罪，因为那个老我还在里面。

圣灵使我们从定罪的律法当中得自由圣灵使我们从定罪的律法当中得自由，

不是放纵情欲的自由、是成为圣洁儿女的自由！

我们会犯罪、也会成圣，是罪人、也是义人，

彼得告诉我们 神会搭 样 的 脱离 探彼得告诉我们：神会搭救这样子的人脱离试探。

二9b神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
什么样的人是不义的人呢？什么样的人是不义的人呢？

林前六9-10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 拜偶像的 奸淫的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

作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
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里讲的是以这些罪恶为常态、不把这些事情当作罪的人，

圣经明明讲这些都是罪，可是他们说圣经说上帝就是爱…圣经明明讲这些都是罪，可是他们说圣经说上帝就是爱…
如果从这些事情得到快乐、上帝也会喜悦的

 他们觉得上帝的话语可以随意地删减，帝 随 地删减，

爱遵守的就遵守、不遵守的就不遵守

否认圣经是全然、是上帝话语的自由派的异端，否认圣经是全然、是上帝话语的自由派的异端，
选择性地聆听上帝的话语、选择性地遵守圣经的话语。

彼得就用极其严厉的话斥责这样子的人…
二12 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 生来就是畜类 以备捉拿宰杀的二12a 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以备捉拿宰杀的。

人之为人跟畜生不同，畜生是随着天性、情欲、本能

但是人受造时 有神的形像 有理性但是人受造时，有神的形像、有理性，

不会随着本能行事、不会被情欲所左右

但是当人故意不认识神时，就活得好像畜类一样但是当人故意不认识神时，就活得好像畜类 样…
二12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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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自己必遭遇败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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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明明知道教会是追求圣洁的、

上帝的旨意是要基督徒圣洁，

这些基督徒混进教会，用异端引诱基督徒放纵情欲，

他们成功、得逞时，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彼得说：他们是以自己的诡诈为乐！



二14a 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

信 经的自由派神学二十世纪美国一个神学家学了一套不信圣经的自由派神学，

在一间所谓的圣经神学院教书，用一套非常亵渎的解经–
他也引用圣经 可是故意曲解圣经他也引用圣经、可是故意曲解圣经，
他说：你看主耶稣跟女信徒之间有如此亲密的关系，

而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肢体之间应当有的亲密关系而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肢体之间应当有的亲密关系，

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探索这样子的关系…

二14b 15 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 心中习惯了贪婪二14b-15 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
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

随从比珥之子巴兰的路。随从比珥之子巴兰的路。

这里是在讲民数记所记载的先知巴兰，

这个巴兰真的有属灵的恩赐、真的会说预言，这个巴兰真的有属灵的恩赐、真的会说预言，

他真的能够对耶和华说话、也能够听到耶和华的话。

 拥有再高属灵恩赐、不忠心传讲上帝的话语，就是假先知，

 就算能够凭着圣灵说预言，不传圣经的话语，就是假先知

耶和华使驴子开口，用人的话来责备巴兰…
二15b-16 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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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

彼得似乎越写越愤怒，

上帝的道被羞辱 能够不愤怒吗？上帝的道被羞辱，能够不愤怒吗？

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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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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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脱离妄行的人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

二19 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作败坏的奴仆，
因为人被谁制伏就是谁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伏就是谁的奴仆。

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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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伏，

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他们因认识主，原文 epignosis
讲的不是我们跟主有关系 因此认识他 讲的不是我们跟主有关系，因此认识他

只是停留在头脑的知识、只是认同，

认同且知道却不遵行认同且知道却不遵行，

彼得说这样子的人下场是很惨的！

拥有这样子的知识却不信服 不遵行主的道的人拥有这样子的知识却不信服、不遵行主的道的人，

到主耶稣再来时要对他说：「我不认识你们」。

这些人明明知道主耶稣要他们圣洁这些人明明知道主耶稣要他们圣洁，

却故意不遵行主的话、明知故犯，

他们的下场比从来不知道主耶稣的人还更凄惨。他们的下场比从来不知道主耶稣的人还更凄惨。

二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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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如不晓得为妙。

彼得对这些假教师用了犹太人所能用的

最严厉的话责备他们–最严厉的话责备他们

就是骂人是猪。

二22俗语说得真不错：二22俗语说得真不错：
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
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

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式。

这个就是彼得对假教师所下的结论个 是 得对假教师所 结论

在他殉道之前的遗书当中谆谆警戒教会–
 千万不要随从异端 一定要坚守主的道 千万不要随从异端、一定要坚守主的道，

因为一切的盼望都是建立在真道上面

 千万不要离弃主已经一次赐下的话语， 千万不要离弃主已经 次赐下的话语，

愿荣耀都归给主耶稣的话语

彼得在这里给我们的劝勉彼得在这里给我们的劝勉
正是主的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