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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 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傅，

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連買他們的主他們也不承認，自取速速的

滅亡。 2 將有許多人隨從他們邪淫的行為，便叫真道因他們的緣

故被毀謗。 3 他們因有貪心，要用捏造的言語在你們身上取利。

他們的刑罰，自古以來並不遲延；他們的滅亡也必速速來到。

第一章 ─ 真知識的特性

彼得強調要注意先知非常確定、清楚的預言

解經不要用自己的意思，要在聖靈的感動下來明白神的道

第二章 ─ 假師傅起來，不單在第一世紀，世世代代都是存在的

在舊約的時代有假先知的危害

現今、將來，也必有假師傅的出現

‧假師傅的興起‧歷史的鑑戒 ‧假師傅的特徵 ‧盼望主再來

耶六13-14 從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虛謊。

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

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安。

在舊約的時候有假師傅、不盡職分的祭司。

人就領受了這個好聽的言語，「沒事了、平安了…」

這不是從神來的安慰，以致百姓陷在更大的罪惡當中。

在今天依然適用，假師傅、為利混亂神道的傳道人，

過去如此、今日依然有、將來也不會少。

你的信仰要認識假師傅 ─

他們在做什麼、要有所分辨；假師傅

私引異端、陷害人、用仁義混淆真道，

最後就否認這一位主了。

‧假師傅的興起‧歷史的鑑戒 ‧假師傅的特徵 ‧盼望主再來

這四項、四條繩子、四個準則，

就很清楚的把信仰扣在 ─

神在祂兒子生命當中所呈現的、

在聖經當中所啟示的。

「偏差溯源」這本書裡，提到關於真道的準繩，有四方面：

1. 耶穌基督終極的啟示
再沒有別的啟示

2. 三位一體的神觀
父、子、靈，三位一體的神觀

3. 基督完整的神、人二性

4. 因信稱義

‧假師傅的興起‧歷史的鑑戒 ‧假師傅的特徵 ‧盼望主再來

假師傅的結局─ 自取滅亡，他們有邪淫的心、貪心，

用捏造的言語來偽稱神的旨意。

一個看重神話語的教會，

基本上它不會偏離、是非比較少，

神的僕人在教會裏，要帶起弟兄姐妹

對神話語想要明白飢渴慕義的心，

可以為他們禱告、可以為他們設計課程；

很多地方有一些特別的聚會…

牧養教會不能只把弟兄姐妹帶去各樣的特會，

在教會裏面還是必須扎根的，

必須一步一腳印的來教導弟兄姐妹

最清楚的聖經的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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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4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沒有寬容，曾把他們丟在地獄，交在黑

暗坑中，等候審判。 5 神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臨到

那不敬虔的世代，卻保護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 6 又判定所

多瑪、蛾摩拉，將二城傾覆，焚燒成灰，作為後世不敬虔人的鑑

戒； 7 只搭救了那常為惡人淫行憂傷的義人羅得。 8 （因為那義

人住在他們中間，看見聽見他們不法的事，他的義心就天天傷

痛。） 9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脫離試探，把不義的人留在刑罰之

下，等候審判的日子。

‧假師傅的興起‧歷史的鑑戒‧假師傅的特徵 ‧盼望主再來

舊約聖經所記載的事實擺在我們眼前，

就成為今日教會的鑑戒。

‧假師傅的興起‧歷史的鑑戒‧假師傅的特徵 ‧盼望主再來

猶6 又有不守本位、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

主用鎖鍊把他們永遠拘留在黑暗裡，

等候大日的審判。

彼得用了幾個例子：

第五節 ─ 洪水毀滅，方舟裏的挪亞一家得救，

讓我們看到在不敬虔的世代，依然有傳義道的挪亞；

就算是在一個混亂的世代中，仍然有

為著神的名跟榮耀，不向巴力屈膝的那七千個人。

六到八節 ─ 焚燒所多瑪、蛾摩拉，主神拯救羅得。

挪亞的洪水 ─水的審判；羅得的事件 ─火的審判；

作為今世不敬虔人的鑑戒，因為大審判必然會臨到。

第四節 ─天使犯罪，神也沒有寬容。

‧假師傅的興起‧歷史的鑑戒‧假師傅的特徵 ‧盼望主再來

二7-8 只搭救了那常為惡人淫行憂傷的義人羅得。

因為那義人住在他們中間，看見聽見他們不法的事，

他的義心就天天傷痛。

彼得用義人羅得，住在所多瑪城…
羅得將城要被毀滅的消息告訴女婿，女婿以為是戲言；

天使拉著羅得、妻子、兩個女兒的手，帶出這城，

羅得的妻子回頭一看、變成了鹽柱。

羅得好像沒有影響什麼人！

他是一個義人─ 有得救的經驗，

但是在生活上卻沒有分別為聖，

以致於失去了屬靈見證 ─

沒有帶出耶穌榮美馨香之氣的見證。

‧假師傅的興起‧歷史的鑑戒‧假師傅的特徵 ‧盼望主再來

二9 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脫離試探，

把不義的人留在刑罰之下，等候審判的日子。

基督徒在這個世上，義心天天傷痛…
看到很多不公不義、不法的事情，就很難受；

問題是不看、不聽，這些事情就不會發生嗎？

應該要怎樣表達正面的影響力呢？

要如何與人分享這個可以帶領人

出黑暗入光明寶貴的信仰呢？

那就不只是天天坐在家裏義心傷痛了，

應該有一些行動的事情 ─

題醒、帶出今世信徒的責任責任。。



‧假師傅的興起 ‧歷史的鑑戒‧假師傅的特徵‧盼望主再來

一個錯謬的神學、一個思想，帶出錯誤的道德倫理生活。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二10 那些隨肉身、縱污穢的情慾、輕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們

膽大任性，毀謗在尊位的，也不知懼怕。 11 就是天使，雖然力量權

能更大，還不用毀謗的話在主面前告他們。 12 但這些人好像沒有靈

性，生來就是畜類，以備捉拿宰殺的。他們毀謗所不曉得的事，正在

敗壞人的時候，自己必遭遇敗壞。 13 行的不義，就得了不義的工

價。這些人喜愛白晝宴樂，他們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與你們一同

坐席，就以自己的詭詐為快樂。 14 他們滿眼是淫色（原文是淫

婦），止不住犯罪，引誘那心不堅固的人，心中習慣了貪婪，正是被

咒詛的種類。 15 他們離棄正路，就走差了，隨從比珥之子巴蘭的

路。巴蘭就是那貪愛不義之工價的先知， 16 他卻為自己的過犯受了

責備；那不能說話的驢以人言攔阻先知的狂妄。

‧假師傅的興起 ‧歷史的鑑戒‧假師傅的特徵‧盼望主再來

二14 他們滿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

引誘那心不堅固的人，心中習慣了貪婪。

貪心的事情在裏面愈養愈大，貪的東西愈來愈多；

當人輕忽生命中小小的漏洞、任其坐大的時候，

結果就是 ─ 就止不住犯罪、習慣了貪婪。

他們作老師、教導，但在的生活上 ─

放縱情慾、輕慢在上位的、行事是毀謗的

喜愛白晝宴樂，該做工、該做事的時候，在宴樂

假冒為善、不務正業、心眼卑鄙

跟從巴蘭的道路，不單自己被惡所勝無力抗拒，

還引誘人與他們一同犯罪

‧假師傅的興起 ‧歷史的鑑戒‧假師傅的特徵‧盼望主再來

二15 他們隨從比珥之子巴蘭的路。

巴蘭就是那貪愛不義之工價的先知。

原文沒有

書十三22 以色列人用刀殺了比珥的兒子術士巴蘭。

巴蘭是術士、不是先知，

貪愛不義的工價，

甚至神讓驢子發出人言，

來責備他、攔阻他；

最後走上滅亡的道路。

作者彼得用巴蘭的例子，講到假師傅的光景。

‧假師傅的興起 ‧歷史的鑑戒‧假師傅的特徵‧盼望主再來

二17 這些人是無水的井，是狂風催逼的霧氣，有墨黑的幽暗為他

們存留。 18 他們說虛妄矜誇的大話，用肉身的情慾和邪淫的事

引誘那些剛才脫離妄行的人。 19 他們應許人得以自由，自己卻

作敗壞的奴僕，因為人被誰制伏就是誰的奴僕。 20 倘若他們因

認識主─救主耶穌基督，得以脫離世上的污穢，後來又在其中被

纏住、制伏，他們末後的景況就比先前更不好了。 21 他們曉得

義路，竟背棄了傳給他們的聖命，倒不如不曉得為妙。 22 俗語

說得真不錯：狗所吐的，他轉過來又吃；豬洗淨了又回到泥裡去

滾；這話在他們身上正合式。

很多的比喻，讓假師傅完全的現形…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假師傅的興起 ‧歷史的鑑戒‧假師傅的特徵‧盼望主再來

很多的比喻，讓假師傅完全的現形…

引誘初信的人 ─無水的井，

虛有其表，反而成為一個陷阱、產生毒害

虛幻之物，阻擋了視線、讓人迷失方向方向，，

存留不住的虛幻之物

敗壞的奴僕 約翰福音第八章 ─ 真理可以使我們自由；

假師傅卻是讓人敗壞

彼得用了一個非常難聽的話 ─

他們違背神的命令，如同豬、狗，

有知識但沒有生命，悲慘的結局

曉得義路卻不去行，不如不曉得為妙

‧假師傅的興起 ‧歷史的鑑戒 ‧假師傅的特徵‧盼望主再來

三1 親愛的弟兄啊，我現在寫給你們的是第二封信。這兩封都是提醒你們，

激發你們誠實的心， 2 叫你們記念聖先知預先所說的話和主救主的命令，

就是使徒所傳給你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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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主要降臨的應許在那裡呢？因為從列祖睡

了以來，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 5 他們故意忘記，從太古，

憑神的命有了天，並從水而出、藉水而成的地。 6 故此，當時的世界被水

淹沒就消滅了。 7 但現在的天地還是憑著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

審判遭沉淪的日子，用火焚燒。 8 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

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9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

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

悔改。 10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

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11 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

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 12 切切仰望 神的日子來到。在

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 13 但我們照他的應

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假師傅的興起 ‧歷史的鑑戒 ‧假師傅的特徵‧盼望主再來

三14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

玷污，無可指摘，安然見主； 15 並且要以我主長久忍耐為得救

的因由，就如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羅，照著所賜給他的智慧寫了

信給你們。 16 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講論這事。信中有些難明白

的，那無學問、不堅固的人強解，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就自取

沉淪。 17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然預先知道這事，就當防備，

恐怕被惡人的錯謬誘惑，就從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落。 18 你們

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願榮耀歸

給他，從今直到永遠。阿們！

請自行閱讀上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假師傅的興起 ‧歷史的鑑戒 ‧假師傅的特徵‧盼望主再來

世上這麼多的混亂，真理的根基是多麼的重要；

帶著真理根基走上長進之路的人，

面對的是許多的挑戰與試探 ─

假師傅勾引他、在跟他揮手。

信徒盼望主的再來，就成為堅定腳步的根基。

詩一一九97 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

三1-2 激發你們誠實的心，

叫你們記念聖先知預先所說的話

和主救主的命令，

就是使徒所傳給你們的。



‧假師傅的興起 ‧歷史的鑑戒 ‧假師傅的特徵‧盼望主再來

基督徒的路也不是那麼好走，

三3 在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譏誚。

彼得對譏誚者反駁 ─ 你們故意忘記歷史吧？

神在古時用洪水來毀滅世界

現今，世界在神的話語當中被保守著，

祂是維持萬有運轉的大能的主

將來，神要用火來焚燒

譏誚的動機 ─ 自己在罪中享樂、不相信主會再來，
為著為著自己的私慾，就譏誚信徒…

馬太福音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 洪水以前的日子，人也不是如此嗎？

不知不知不覺洪水就來了，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突然臨到他們！

‧假師傅的興起 ‧歷史的鑑戒 ‧假師傅的特徵‧盼望主再來

三8-9 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時間是在神的手裏，主的應許 ─ 祂說了就一定要成就！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

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

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這個寬容是寬容我們，

因為我們還沒有真正的把福音傳遍

還有很多時候我們在違背神的心意

神在寬容我們，為著祂願意更多的人領受救恩，

祂不願意一個人沈淪、祂願意萬人都悔改。

祂就寬容祂的兒女，給祂的兒女更多的機會，

讓他們可以去履行福音的大使命。

‧假師傅的興起 ‧歷史的鑑戒 ‧假師傅的特徵‧盼望主再來

當看到這樣的經文，心要被翻騰、要被激發、要有回應，

因為主在寬容我們，

祂希望更多的人都可以領受救恩。

三10 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

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神的兒女用敬虔、聖潔來等候，切切仰望神的日子，

預備、儆醒、等候祂的再來。

恩典永遠在前，領受主的恩典才可以勇往向前，

在更多認識祂的真理上、有所成長。

三18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 ─ 救主耶穌基督的

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

禱告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

你教導我們透過彼得後書，

你提醒我們你在寬容我們，

你讓我們可以有更多一點的時間，

我們可以去履行福音的大使命。

我們多麼巴望所有的人都能夠得救，

所有的人都能悔改、都能認識你。

謝謝主應許我們，

讓我們在你的恩典上和知識上長進。

謝謝主聽我們的禱告，奉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