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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神的真知識對神的真知識
彼得後書之一

賽五13 我的百姓因無知就被擄去。

對神的真理不清楚，

會被異端邪說、各樣的說法所帶走的。

彼得後書的主旨─ 對神的真知識

第一章 對神的真知識的特性

信徒要追求的就是真知識、

認識主的真理

第二章 假知識的可怕，要防備假師傅

第三章 真知識的盼望，盼望主的再來

‧作者問題研究‧彼得後書貢獻 ‧長進之路 ‧真知識的特性

彼得前書 ─ 教會面臨逼迫，從羅馬政府、地方社會

彼得後書 ─ 比苦難、逼迫更嚴重的問題，異端的威脅

彼得在主後六十六年殉道之前，寫了彼得後書，

斥責異端、提醒信徒 ─

要在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

等後主的再來

一1 作耶穌基督僕人和使徒的西門彼得寫信…
爭論、反對意見很多

早期教父愛任紐、特土良，從來沒有引用過彼得後書

俄利根在主後兩百二十年，第一次把彼得後書歸屬彼得所作

迦太基大會正式的接受彼得後書是正典，是彼得所寫的

外證

‧作者問題研究‧彼得後書貢獻 ‧長進之路 ‧真知識的特性

歷史上的難題
那個時代保羅的書信集已經完成，

那時段應該是使徒後時代；

彼得後書就不會是在主後六十六年之前所寫。

反駁─ 當時保羅的書信集不一定已經完全成集，

彼得跟保羅很熟識，都很清楚知道神所默示的真理。

內證內證 一10 作耶穌基督僕人和使徒的西門彼得寫信…
一14 因為知道我脫離這帳棚的時候快到了，

正如我們主耶穌基督所指示我的。

一18 我們同他在聖山的時候…
三10 我現在寫給你們的是第二封信……
三15 就如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羅…



歷史上的難題

三4 列祖睡了 ─ 第一代基督徒包括使徒已經過去了；

反駁─ 列祖是猶太人的先祖。

三2 就是使徒所傳給你們的。

原來的意思 ─ 「你們的使徒所傳給你們的」

好像不是彼得、作者不是使徒之一

反駁─ 「你們的使徒」也可以說「我」，

我曾經在你們當中工作、我曾經在你們當中教導，

可以把彼得算在其中。

‧作者問題研究‧彼得後書貢獻 ‧長進之路 ‧真知識的特性

所對付的假知識、異端，

應該是第二世紀的諾斯底主義；

反駁─ 諾斯底主義的雛形，第一世紀就就已經存在已經存在。

‧作者問題研究‧彼得後書貢獻 ‧長進之路 ‧真知識的特性

文學上的難題
有人認為彼得後書是參考猶大書的，

通常書信都是由短然後發展為長的

猶大書是主後六十七、六十八年完成，

那個時候已經是彼得殉道之後了…

反駁─ 猶大書有參考別的資料，以諾書、摩西升天記；

猶一17-18 親愛的弟兄啊，

你們要記念我們主耶穌基督之使徒從前所說的話。

他們曾對你們說過，

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不敬虔的私慾而行。

彼後三3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

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譏誚說…

‧作者問題研究‧彼得後書貢獻 ‧長進之路 ‧真知識的特性

教義的問題

彼得後書、使徒行傳裏，有一些字詞的用法

是非常相近的 ─ 虔敬、主的日子…
彼得後書一章十四、十五節 ─ 帳篷、離世，

可參考 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二十八節 ─ 登山變像，

有彼得的第一手資料 ─ 他的回憶、用詞。

不管歷史、文學、詞彙、時間…，可以結論─

我們接受西門彼得是彼得後書的作者。

彼得前書的主題 ─ 苦難、十字架、復活、升天，

彼得後書都沒有提到，而只是講到主的再來；

反駁─ 任一書信面對、要解決的問題不一樣，不一樣，

當然帶出不同的主題。

‧作者問題研究‧彼得後書貢獻‧長進之路 ‧真知識的特性

不同的人生觀、帶出了不同的生活，

基督徒的人生觀、價值觀、末世觀、生死觀、金錢觀…
當我們領受清楚的教導、接受神的真理的時候，

各面、各方向的，都影響我們在生活上的表現。

2. 末世論─ 第三章七到十三節對主的日子有清楚正面的教導，

包括世界註定要被火來熔化、被新天新地來取代。

1. 捍衛真道不遺餘力

提醒我們不論在神學、道德上，背離信仰嚴重性

痛斥假教師 ─ 在「主的再來、將來必有審判審判」」

的事實上，散播疑惑的種子、背離信仰仰

彼得後書第二章 ─ 假師傅敗壞的生活，

是從他們錯誤的神學觀所衍生出來的



‧作者問題研究‧彼得後書貢獻‧長進之路 ‧真知識的特性

當我們領受真理教導的時候，

不單只是理性的行動、更是意志的行動；

記念教導我們的人所傳講的真理，

我們被提醒、被激發，將它實踐出來。

3. 記念─ 一個事奉主的人、跟隨耶穌第一代的使徒，

記念到他領受基督的教訓

突顯基督徒生命當中，記念的重要性 ─

彼得寫前書、後書，「提醒、激發你們真誠的心真誠的心」」

記念相反就是忘記 ─ 把教導、真理都忘了！

記念、提醒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彼得用遺訓的書寫形式，要離世歸主的時候，

他把那最重要的教訓寫了下來。

‧作者問題研究 ‧彼得後書貢獻‧長進之路‧真知識的特性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一3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

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 4 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

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

的性情有分。 5 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

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 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

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 7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

人的心； 8 你們若充充足足的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9 人若沒有這幾樣，就

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 10 所以

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

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 11 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的得以進

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作者問題研究 ‧彼得後書貢獻‧長進之路‧真知識的特性

一3-4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

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

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

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與神的性情有分。

告訴我們一條長進之路、長進之路的動力是什麼。

在耶穌被釘十架的時候，旁邊悔改的強盜對主說：

「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來記念我。」

耶穌說：「今日你就與我同在樂園！」

悔改的強盜，再沒有機會走世上的天路，

但是我們這些信了耶穌、還活在世上，

還有一段路要走、還有一段日子要過 ─

上帝有極美的心意，藉著祂兒子的教訓、使徒的教導，

讓我們看見這一條路該怎麼走。

‧作者問題研究 ‧彼得後書貢獻‧長進之路‧真知識的特性

生命的事 ─ 耶穌說我來了，

不單是要讓人得生命，並且要得的更豐盛

虔敬的事 ─

如何能夠在世過一個合神心意的生活與事奉

一3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

追求長進的動力 ─ 是因為我們認識了主，

不單認識了主的恩召、也知道祂的應許。

事情後面有原因，要付之長久的實踐、源源不絕的動力，

我們很清楚知道神給了我們什麼…

主要使我們的生命豐盛，

生活當中，有合神心意的事奉和生活。



‧作者問題研究 ‧彼得後書貢獻‧長進之路‧真知識的特性

一4 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不論在學校、社會…
教導我們該做什麼事情…

但問題在 ─

「我知道我應該如何、卻沒有能力去做到」，

這就是這就是力量─ 基督徒領受的是主復活得勝的力量，

那個生命的力量、愛的動力，帶著我們往前行。

思想到神的事情，總是寶貴、極大、極其深厚的。

應許的內容 ─

消極的，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所有的敗壞

積極的，能夠與神的性情有分

‧作者問題研究 ‧彼得後書貢獻‧長進之路‧真知識的特性

追求長進的態度─ 分外殷勤、盡心竭力努力去做！

追求長進的步驟─ 有八項合在一起，

有了信心、

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加上知識

有了知識、加上節制

有了節制、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加上虔敬

有了虔敬、加上愛弟兄的心

有了愛弟兄的心、加上愛眾人的心

─ 所有一切品德的基礎

─ 合神心意的行為

─ 包含認識、經歷

─ 不是自我膨脹，聖靈作主掌權

─ 堅忍、帶著盼望、膽量

─ 敬畏神

─ 愛弟兄、愛眾人，

活出基督徒的見證

上帝給我們教導，能夠去實踐、學習、邁向它的能力。

‧作者問題研究 ‧彼得後書貢獻‧長進之路‧真知識的特性

追求長進的結果─ 1:8-11

我們就可以多結果子，

很多重複的字，帶出豐滿的意義：

你充充足足的有這幾樣，

就可以不閒懶、多結果子、永不失腳，

然後可以豐豐富富的進神國。

長進之路講起來很難，

但一步一步往前走，

主總給我們有成長的空間。

‧作者問題研究 ‧彼得後書貢獻 ‧長進之路‧真知識的特性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一12 你們雖然曉得這些事，並且在你們已有的真道上堅固，我卻要將這

些事常常提醒你們。 13 我以為應當趁我還在這帳棚的時候提醒你們，

激發你們。 14 因為知道我脫離這帳棚的時候快到了，正如我們主耶穌

基督所指示我的。 15 並且，我要盡心竭力，使你們在我去世以後時常

記念這些事。 16 我們從前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他降臨的事告訴

你們，並不是隨從乖巧捏造的虛言，乃是親眼見過他的威榮。 17 他從

父神得尊貴榮耀的時候，從極大榮光之中有聲音出來，向他說：「這是

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18 我們同他在聖山的時候，親自聽見這聲

音從天上出來。 19 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如同燈照在暗處。你們

在這預言上留意，直等到天發亮，晨星在你們心裡出現的時候，才是好

的。 20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 21

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 神的話來。

真知識帶出了一條長進之路，真知識當然是從神而來的，

是透過神的僕人、透過使徒的教訓來告訴我們的。



‧作者問題研究 ‧彼得後書貢獻 ‧長進之路‧真知識的特性

一13 我以為應當趁我還在這帳棚的時候

提醒你們，激發你們。

彼得感受到在世的日子無多，很想傾心吐意，

把所有該注意的事情告訴信徒們。

激發你們

馬可福音第四章 ─

耶穌跟門徒履海，耶穌枕著枕頭睡覺，

風浪起來，門徒就叫醒了祂…
約翰福音的六章十八節 ─ 五餅二魚神蹟之後，

耶穌要履海、門徒驚慌…

約六18 忽然狂風大作，海就翻騰起來。

‧作者問題研究 ‧彼得後書貢獻 ‧長進之路‧真知識的特性

彼得後書第一章 ─ 藉著使徒的教訓、神直接的啟示，

先知的預言、聖靈親自的感動，

讓我們可以明白真知識的特性。

激發、叫醒、翻騰…
當讀神的話、聽神的話、看到使徒苦口婆心教訓，教訓，

我們的心靈被激發 ─ 我們的靈被叫醒

因著神的提醒、教導，

我的靈就翻騰起來 ─ 有很大的回應

彼得盼望藉著他的提醒，激發信徒 ─

靈被叫醒、心被翻騰，

我們就看重、回應、珍惜神的話，

願意走在長進之路上。

禱告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

告訴我們有一條當走之路、而且是長進之路，

有了再加上，我們靠自己沒有辦法；

懇求聖靈賜給我們能力，

因著你的應許、因著你的大能，

幫助我們一步一步、一樣一樣的加添。

謝謝主、你激勵我們，

藉著你的話語激發我們，

把我們的靈叫醒、讓我們的心翻騰，

好讓我們對你有回應。

我們向你獻上感恩，這樣禱告，奉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