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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後書是使徒彼得在死前寫給教會的遺書，
它是一封書信、也是一份遺囑，
 但與一般的遺囑並不同，
遺囑
結構在修辭上也與一般書信非常的不一樣
 在文學類別上這卷書可算是獨具一格，
在文學類別上這卷書可算是獨具 格
顯示彼得的文字功力已經到了爐火純青之境
一1-2 與一般書信類似，
與 般書信類似

作者以表明身分、並且問候收信人的話語
作為書信的開始
作為書信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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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作耶穌基督僕人和使徒的西門•彼得
前後換片、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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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信給那因我們的神和救主耶穌基督之義、
寫
我
基督 義
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
一2 願恩惠、平安，因你們認識神和我們主耶穌，
多多地加給你們。

開始播放

彼前一1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
彼後 1 作耶穌基督僕人和使徒的西門•彼得…
彼後一1
作耶穌基督僕人和使徒的西門 彼得

彼得後書跟前書在風格上有很大差異，從一開始就非常明顯。
保羅在書信開頭表明身分的時候
保羅在書信開頭表明身分的時候，
有時稱自己作使徒、有時稱耶穌基督或基督耶穌的僕人，
使用僕人或使徒通常沒有特別的用意，
使用僕人或使徒通常沒有特別的用意
通常是比較隨意的、僅僅是表明他的身分，
 但有的時候，僕人是特別側重他卑微的身分
 自稱使徒的時候，則是要表明他的權柄，
例如在加拉太書他為了要辯論因信稱義的真理
例如在加拉太書他為了要辯論因信稱義的真理，
就表明了自己作使徒的權柄
保羅書信中，幾乎沒有同時稱自己是使徒與僕人的，
提多書是唯一的例外；
彼得不只同時用僕人跟使徒的頭銜來稱呼自己
彼得不只同時用僕人跟使徒的頭銜來稱呼自己，
在他的名諱上面又稱自己為西門•彼得。

「西門•彼得」並不是彼得的全名，
是彼得
是彼得的兩個名字，不是姓西門、名彼得，
個 字
是
門
彼得
「西門」是他生下來，父母給他取的名字
「彼得」是主耶穌呼召他的時候，給他取的名字，
「彼得 是主耶穌呼召他的時候 給他取的名字
約一42 你是約翰的兒子西門，你要稱為磯法。
磯法是亞蘭文，翻譯成希臘文
就成了彼得，就是石頭的意思
 當彼得宣告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的時候，
太16:18b 主耶穌說：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
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
主耶穌曾經兩度呼召彼得跟隨祂，
次是初次遇見的時候
次是在提比哩亞海邊
一次是初次遇見的時候、一次是在提比哩亞海邊
 彼得曾經三次不認主，
復
復活的主就三次引導彼得、問彼得說：你愛我嗎？
導
我
彼得就三次對主說：主，我愛你。


然後耶穌就再次呼召彼得跟隨祂…

收信人的身分…
一1b
1b 寫信給那因我們的神和救主耶穌基督之義、
寫信給那因我們的神和救主耶穌基督之義
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

約廿一18-19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

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
但年老的時候 你要伸出手來 別人要把你束上
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
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
（耶穌說這話是指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神 ）
（耶穌說這話是指著彼得要怎樣死，榮耀神。）
說了這話，就對他說：「你跟從我吧！」
彼得即將要殉道，主耶穌基督已經指示他
彼得即將要殉道
主耶穌基督已經指示他 - 他的死期將近，
他的死期將近
 他現在寫信給眾教會，在一開始表明身分的地方
說自己是 耶穌基督的僕人與使徒、西門彼得」，
說自己是「耶穌基督的僕人與使徒、西門彼得」，
這樣的自我介紹，實在是包含了千言萬語 –
既是使徒又是僕人 既是西門又是彼得
既是使徒又是僕人、既是西門又是彼得
 彼得書信當中沒有提到任何的個人見證，
他這雙重職分 雙重名諱
他這雙重職分、雙重名諱，
已經訴說了上帝在他一生當中的恩典！

這裡特別強調「因你們認識神和主耶穌基督」，
我們認識神 因為神先認識了我們
我們認識神、因為神先認識了我們，
被神認識以及認識神，是何等奇妙的恩典！
我們想像有一位牧師在台上講道，
我們想像有
位牧師在台上講道
 講述從前上帝怎樣創造天地、如何掌管萬有，
祂是三位 體的真神
祂是三位一體的真神…
我們在台下聽的時候就對旁邊的人說：
你知道嗎、我認識祂
 當講到主耶穌基督如何改變人類歷史的時候，
我們在台下對旁邊的人說 你知道嗎 這位主耶穌
我們在台下對旁邊的人說：你知道嗎，這位主耶穌
稱自己作我的朋友，還曾經為我捨命
這是何等尊榮的身分 何等尊榮的地位 –
這是何等尊榮的身分、何等尊榮的地位
我們被神認識、我們認識神、認識主耶穌基督，
而主耶穌基督 切的福分
而主耶穌基督一切的福分，
都是藉著認識祂白白地加給我們。

彼得是寫給所有因著信、認識基督
彼得是寫給所有因著信、認識基督，
因著信、得以與基督的義有分的人，
是寫給歷世歷代的眾聖徒。
祝福收信人…
一2
2 願恩惠、平安，因你們認識神
和我們主耶穌，多多地加給你們。
以恩惠、平安作為問候，
以恩惠
平安作為問候，
是新約時代基督徒特有的一種習慣、一種文化，
 保羅在書信當中總是用願恩惠、平安
保羅在書信當中總是用願恩惠 平安
從我們的父和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來問候信徒
 彼得前書則是簡略地說：願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給你們
 彼得後書非常特別…

彼得就用這樣一句非常特殊、安慰人心的問候，
帶入書信中的第 個主題 – 認識神…
帶入書信中的第一個主題
認識神
一3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

皆 我 認識
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
榮
美德 我
基督徒對神的認識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認識神的時候，就會愛慕神，
而越愛慕神，就越發想要更深刻地認識神。


因著認識神、而得著神所賜給我們
一切關乎生命和敬虔的事
 認識神就有生命、不認識神就沒有生命…
約十七3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

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有一些基督徒只講生命，不講認識神，
不認識神就沒有生命！

我們的主既是用祂的榮耀和美德選召我們，那我們知道
祂選召我們就是要在祂榮耀美善的性情上有分…
一11b 豐豐富富地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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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彼得前書、彼得後書共同提出的那個盼望 –
我們被神揀選就進入祂的國、分別為聖，
 得以成為聖潔的國度、君尊的祭司、屬神的子民
 乃是因著認識神得著這
乃是因著認識神得著這一切的好處
切的好處
認識神的人不會滿足於現在對神的認識，
會想更深刻地認識祂，
會想更深刻地認識祂
越深刻地認識祂、就越發體會到
基督徒生命的美好。

一個人如果沒有嚐到認識神的甜美，
就不會想要更深刻地認識祂；
就不會想要更深刻地認識祂
所以教會牧者應該怎樣幫助信徒
建立動機來追求認識神呢？
惟一的方法就是讓他們嚐到
認識神所得著的生命有多麼美好…
認識神所得著的生命有多麼美好
一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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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才能嚐到這生命的甜頭呢？
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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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6
6 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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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7
7 有了虔敬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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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文的修辭上，有一個地方中文沒有翻譯出來…
你們要分外的殷勤 → 殷勤地生產、結果子、付出、供應，
殷勤地生產 結果子 付出 供應
這個動詞在修辭上就被用在接下來的每一個名詞：
你們要分外殷勤地結果子，在信心當中結出德行的果子，
你們要分外殷勤地結果子
在信 當中結出德行的果子
在德行當中結出知識的果子，
在知識當中結出節制的果子…
在知識當中結出節制的果子
這些都是基督徒追求認識神的環節，
而彼得告訴我們在這些事上要分外的殷勤。
 基督徒認識神而結出生命的果子，
不是躺著就能結出的 是要分外的殷勤
不是躺著就能結出的，是要分外的殷勤
 彼得讓我們看見 – 認識神的果子首先從信心生發，
訴我 基督 所有
都
信 來
聖經告訴我們基督徒所有的一切都是從信心來的，
因為基督徒首先因信才能與基督聯合，
才得著基督裡面一切的好處，
包括稱義、成聖、得稱為神的兒女…

使我們與基督聯合的信心有三個要件 – 知識、認同、遵行。
 必須要知道自己信什麼，保羅說：
必須要知道自己信什麼
羅
「我深知所信的是誰」，認識信心的對象


但撒但也有這些知識、也知道耶穌基督是上帝的兒子，
所以光是知識還不夠、還要加上認同，
理性與聖經有牴觸 我承認聖經是對的 我是錯的
理性與聖經有牴觸，我承認聖經是對的、我是錯的；
使我們與基督聯合的信心在理性與啟示的牴觸中間，
承認上帝的話語都是真實的 因此信從上帝的話語
承認上帝的話語都是真實的，因此信從上帝的話語



但光有認知、認同都還不夠，
雅各說：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雅各說：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
雅各書舉的兩個例子，是亞伯拉罕、喇合，
 亞伯拉罕不是靠律法稱義、是因信稱義
 喇合是妓女，使她稱義的信心、使她得救的信心的行動，
乃是她因為信靠耶和華有恩典
乃是她因為信靠耶和華有恩典，
所以就和和平平地冒著自己生命的危險接待探子

信心的第三個層面就是行動，
就是遵行我們所認知 所認同的上帝的話語
就是遵行我們所認知、所認同的上帝的話語，
當我們殷勤努力地把信心付諸行動的時候，
我們就結出彼得所提出來的這些果子 –
彼得說：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或在信心中要生出德行。
應該翻譯成品格、而且是一種內在的品格
 是超然的品格、是講內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行為
 一個人如果相信神、認同上帝一切的話語、
個 如果相信神 認同 帝
的話語
而且遵行上帝的話語，
他會活出與眾不同的品格來
有一首詩歌「我知誰掌管明天」，
但是我不知明日將如何 我雖然不知明日將如何
但是我不知明日將如何，我雖然不知明日將如何，
但是我知道耶和華是掌管明天的主，
所以我就照著祂在聖經顯明的一切旨意、
遵行祂的話語。

有了智慧，又要生出節制 → 自我控制，
希臘文是指 個有智慧的人 明白真理 何為善以後
希臘文是指一個有智慧的人，明白真理、何為善以後，
就用他的理性來約束自己的慾望，
 墮落敗壞的人隨從自己的慾望
 普通智慧的人能夠約束自己的慾望
 屬靈的人明白神的旨意，用信心
屬靈的人明白神的旨意，用信心、信從神的旨意，
信從神的旨意，
在屬靈的品格當中用智慧生出自我約束
有了節制，又要加上忍耐 → 帶著盼望堅忍到底，
一個不懂得自我約束、被天性慾望所掌控的人，
沒有辦法擁有堅忍不拔的特質
沒有辦法擁有堅忍不拔的特質。
馬克吐溫：「勇氣是抵抗恐懼、馴服恐懼、而不是毫無所懼。」
基督徒在逼迫當中 定會有懼怕，這是人的天性，
基督徒在逼迫當中一定會有懼怕，這是人的天性，
如果不懂得馴服、掌控自己的天性，
就沒有辦法在逼迫當中堅忍到底
就沒有辦法在逼迫當中堅忍到底，
彼得：忍耐的特質是由節制生出來的。

彼得告訴我們：在信心當中，要努力生出品格，
在品格當中要生出「知識」。
在品格當中要生出「知識
原文是 gnosis，應該翻譯成「智慧」，
一個品格很好的人、如果沒有智慧，
個品格很好的人、如果沒有智慧
可能還是會做出害人的事情。
彼得告訴我們：智慧必須從好的品格裡面生出來
彼得告訴我們：智慧必須從好的品格裡面生出來，
 亞當夏娃吃禁果的時候也是在追求智慧，
但他們是在驕傲當中求智慧
 世界上不論什麼國家都會有一些政客，
有政治智慧 可是他們用這種智慧
有政治智慧，可是他們用這種智慧，
來達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拖累他們的國家
 希臘古典哲學認為智慧先於品格，
希臘古典哲學認為智慧先於品格
人有了智慧才能夠有品格，
並沒有明白人的全然敗壞、不明白理性的墮落
彼得告訴我們：信心中要生出品格，品格中才能生出智慧。

在忍耐當中要生出敬虔，
特別是指內心對上帝的崇敬，
特別是指內心對上帝的崇敬
這是極其美好、令人生羨的心理狀態。
有的時候基督徒在患難中忍耐
有的時候基督徒在患難中忍耐，
忘記思想神的恩典、忘記了基督裡的盼望，
只憑著堅強的意志咬牙堅忍 這是很可惜的
只憑著堅強的意志咬牙堅忍，這是很可惜的，
因為這樣子的堅忍沒有辦法生出虔敬。
奇異恩典這首詩歌裡提到神的恩典，
怎麼樣帶領基督徒走過危險、試探、網羅。
其中 句說到
其中一句說到：
「恩典教導我心敬畏、恩典除去我心畏懼」，
神的恩典帶領我們在患難當中征服恐懼的時候，
神的恩典帶領我們在患難當中征服恐懼的時候
我們就對神心生敬虔的心，
這個不是廉價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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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吩咐我們要愛鄰舍、甚至要愛仇敵，
 當學會愛仇敵時，就不只是知道基督怎樣
當學會愛仇敵時 就不只是知道基督怎樣
在我們還作祂仇敵的時候，就為我們捨命
 當學會用捨己的愛來愛仇敵時，
就在這愛上與基督聯合、真正認識祂捨己的愛
一8 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
你們若充充
地有這幾樣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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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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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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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叫你們豐豐富富地得以進入
我 主 救主
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基督永遠的國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