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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神的真知识对神的真知识 彼得后书之一彼得后书之

赛五13 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无知

对神的真理不清楚，

会被异端邪说、各样的说法所带走的。

主旨彼得后书的主旨 ─ 对神的真知识

 第一章 对神的真知识的特性对神的真知 的特性

信徒要追求的就是真知识、

认识主的真理认识主的真理

 第二章 假知识的可怕，要防备假师傅

 第三章 真知识的盼望，盼望主的再来

‧作者问题研究 ‧彼得后书贡献‧长进之路‧真知识的特性

彼得前书 ─ 教会面临逼迫，从罗马政府、地方社会

彼得后书 ─ 比苦难、逼迫更严重的问题，异端的威胁

彼得在主后六十六年殉道之前，写了彼得后书，
斥责异端 提醒信徒斥责异端、提醒信徒 ─

要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等后主的再来等后主的再来

一1 作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作 人 使 西门彼得写
争论、反对意见很多

外证
早期教父爱任纽、特土良，从来没有引用过彼得后书
俄利根在主后两百二十年，第一次把彼得后书归属彼得所作，

迦太基大会正式的接受彼得后书是正典，是彼得所写的

‧作者问题研究 ‧彼得后书贡献‧长进之路‧真知识的特性

内证内证内证内证 一10 作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
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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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8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
三10 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
三15 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

历史上的难题
那个时代保罗的书信集已经完成，

那时段应该是使徒后时代；
彼得后书就不会是在主后六十六年之前所写彼得后书就不会是在主后六十六年之前所写。

反驳 ─ 当时保罗的书信集不一定已经完全成集，

彼得跟保罗很熟识，都很清楚知道神所默示的真理。



历史上的难题
‧作者问题研究 ‧彼得后书贡献‧长进之路‧真知识的特性

历史上的难题
 三2 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三2 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原来的意思 ─「你们的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好像不是彼得、作者不是使徒之一

反驳 ─ 「你们的使徒」也可以说「我」，

我曾经在你们当中工作 我曾经在你们当中教导

 三4 列祖睡了 第 代基督徒包括使徒已经过去了

我曾经在你们当中工作、我曾经在你们当中教导，

可以把彼得算在其中。

 三4 列祖睡了 ─ 第一代基督徒包括使徒已经过去了；

反驳 ─ 列祖是犹太人的先祖。

所对付的假知识、异端，
应该是第二世纪的诺斯底主义；

反驳 ─ 诺斯底主义的雏形，第一世纪就就已经存在已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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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上的难题
有人认为彼得后书是参考犹大书的，有人认为彼得后书是参考犹大书的，
通常书信都是由短然后发展为长的
犹大书是主后六十七、六十八年完成，犹 书是主后 十 、 十 年完成，

那个时候已经是彼得殉道之后了…

反驳 ─ 犹大书有参考别的资料 以诺书 摩西升天记；反驳  犹大书有参考别的资料，以诺书、摩西升天记；

犹一17-18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要记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你们要记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

他们曾对你们说过，
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

彼后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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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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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的问题
彼得前书的主题 ─ 苦难、十字架、复活、升天，彼得前书的主题 苦难、十字架、复活、升天，

彼得后书都没有提到，而只是讲到主的再来；

反驳 任一书信面对 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不一样反驳 ─ 任一书信面对、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不一样，

当然带出不同的主题。

彼得后书、使徒行传里，有一些字词的用法
是非常相近的 ─虔敬、主的日子…

彼得后书一章十四、十五节 ─ 帐篷、离世，

可参考 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二十八节 ─ 登山变像，

有彼得的第一手资料 ─ 他的回忆、用词。

不管历史 文学 词汇 时间 可以结论 ─不管历史、文学、词汇、时间…，可以结论
我们接受西门彼得是彼得后书的作者。

‧作者问题研究‧彼得后书贡献 ‧长进之路‧真知识的特性

1. 捍卫真道不遗余力

 提醒我们不论在神学、道德上，背离信仰严重性提醒我 论在 学 ，背离信仰 重性

 痛斥假教师 ─ 在「主的再来、将来必有审判审判」」

的事实上，散播疑惑的种子、背离信仰仰的事实上，散播疑惑的种子、背离信仰仰
 彼得后书第二章 ─ 假师傅败坏的生活，

是从他们错误的神学观所衍生出来的

不同的人生观、带出了不同的生活，
基督徒的人生观 价值观 末世观 生死观 金钱观

是从他们错误的神学观所衍生出来的

基督徒的人生观、价值观、末世观、生死观、金钱观…
当我们领受清楚的教导、接受神的真理的时候，

各面 各方向的 都影响我们在生活上的表现各面、各方向的，都影响我们在生活上的表现。

2. 末世论 ─ 第三章七到十三节 对主的日子有清楚正面的教导，

包括世界注定要被火来熔化、被新天新地来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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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记念 ─ 一个事奉主的人、跟随耶稣第一代的使徒，

 记念到他领受基督的教训 记念到他领受基督的教训
 突显基督徒生命当中，记念的重要性 ─

彼得写前书、后书，「提醒、激发你们真诚的心真诚的心」」彼得写前书、后书，「提醒、激发你们真诚的心真诚的心」」

记念相反就是忘记 ─ 把教导、真理都忘了！

记念 提醒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记念、提醒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彼得用遗训的书写形式，要离世归主的时候，

他把那最重要的教训写了下来

当我们领受真理教导的时候，

他把那最重要的教训写了下来。

不单只是理性的行动、更是意志的行动；

记念教导我们的人所传讲的真理，

我们被提醒、被激发，将它实践出来。

‧作者问题研究 ‧彼得后书贡献‧长进之路 ‧真知识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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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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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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正因这缘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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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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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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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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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
加殷勤 使你 蒙的恩 拣选坚定 移 你 若行这 样 就加殷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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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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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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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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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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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们一条长进之路、长进之路的动力是什么。
在耶稣被钉十架的时候，旁边悔改的强盗对主说：

「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来记念我。」

耶稣说：「今日你就与我同在乐园！」

悔改的强盗，再没有机会走世上的天路，

但是我们这些信了耶稣、还活在世上，

还有一段路要走、还有一段日子要过 ─

上帝有极美的心意，借着他儿子的教训、使徒的教导，上帝有极美的心意，借着他儿子的教训、使徒的教导，

让我们看见这一条路该怎么走。

‧作者问题研究 ‧彼得后书贡献‧长进之路 ‧真知识的特性

追求长进的动力 ─ 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主，
不单认识了主的恩召、也知道他的应许。

事情后面有原因，要付之长久的实践、源源不绝的动力，

我们很清楚知道神给了我们什么…

一3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

生命的事 ─ 耶稣说我来了，

不单是要让人得生命 并且要得的更丰盛不单是要让人得生命，并且要得的更丰盛

虔敬的事 ─
如何能够在世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与事奉

主要使我们的生命丰盛，主要使我们的生命丰盛，

生活当中，有合神心意的事奉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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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 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思想到神的事情 总是宝贵 极大 极其深厚的思想到神的事情，总是宝贵、极大、极其深厚的。

应许的内容 ─
消极的，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所有的败坏

积极的，能够与神的性情有分

我们每一个人不论在学校、社会…
教导我们该做什么事情教导我们该做什么事情…

但问题在 ─
「我知道我应该如何 却没有能力去做到」「我知道我应该如何、却没有能力去做到」，

这就是这就是力量 ─ 基督徒领受的是主复活得胜的力量，

那个生命的力量、爱的动力，带着我们往前行。

‧作者问题研究 ‧彼得后书贡献‧长进之路 ‧真知识的特性

态度追求长进的态度 ─ 分外殷勤、尽心竭力努力去做！

追求长进的步骤 有八项合在 起追求长进的步骤 ─ 有八项合在一起，

有了信心、

德行
─ 所有一切品德的基础

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加上知识

─ 合神心意的行为

─ 包含认识、经历

有了知识、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加上忍耐

─ 不是自我膨胀，圣灵作主掌权

─ 坚忍、带着盼望、胆量有了节制、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加上虔敬
有了虔敬 加上爱弟兄的心

坚忍、带着盼望、胆量

─ 敬畏神

─ 爱弟兄 爱众人有了虔敬、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

─ 爱弟兄、爱众人，

活出基督徒的见证

上帝给我们教导，能够去实践、学习、迈向它的能力。

‧作者问题研究 ‧彼得后书贡献‧长进之路 ‧真知识的特性

长进之路讲起来很难，
但一步一步往前走，

主总给我们有成长的空间。

追求长进的结果 一8-11

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

很多重复的字，带出丰满的意义：

你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就可以不闲懒、多结果子、永不失脚，

然后可以丰丰富富的进神国。

‧作者问题研究 ‧彼得后书贡献‧长进之路‧真知识的特性

真知识带出了一条长进之路，真知识当然是从神而来的，
是透过神的仆人、透过使徒的教训来告诉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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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自行阅读上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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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事常常提醒你们。13 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棚的时候提醒你们，
激发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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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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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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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 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17 他从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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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
音从天上出来。19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
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
的 20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21的。20 第 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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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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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感受到在世的日子无多，很想倾心吐意，
把所有该注意的事情告诉信徒们。

一13 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棚的时候

激发提醒你们，激发你们。

激发你们
 马可福音第四章 ─

耶稣跟门徒履海，耶稣枕着枕头睡觉，

风浪起来，门徒就叫醒了他…
 约翰福音的六章十八节 ─ 五饼二鱼神迹之后，约翰福音的六章十八节 五饼 鱼神迹之后，

耶稣要履海、门徒惊慌…

翻腾约六18 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

‧作者问题研究 ‧彼得后书贡献‧长进之路‧真知识的特性

激发 叫醒 翻腾激发、叫醒、翻腾…
当读神的话、听神的话、看到使徒苦口婆心教训，教训，

我们的心灵被激发 ─ 我们的灵被叫醒

因着神的提醒、教导，

我的灵就翻腾起来 ─ 有很大的回应

彼得盼望借着他的提醒 激发信徒彼得盼望借着他的提醒，激发信徒 ─

灵被叫醒、心被翻腾，

我们就看重、回应、珍惜神的话，

愿意走在长进之路上。

彼得后书第一章 ─ 借着使徒的教训、神直接的启示，
先知的预言、圣灵亲自的感动，

让我们可以明白真知识的特性。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当走之路 长进之路告诉我们有一条当走之路、而且是长进之路，

有了再加上，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

恳求圣灵赐给我们能力，

因着你的应许、因着你的大能，

帮助我们一步一步、一样一样的加添。

谢谢主、你激励我们，谢谢主、你激励我们，

借着你的话语激发我们，

把我们的灵叫醒、让我们的心翻腾把我们的灵叫醒、让我们的心翻腾，

好让我们对你有回应。

阿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