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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教導信徒：怎樣在對主耶穌基督的認識上殷勤結果子。
一10-11 提到了所蒙的恩召和揀選、
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這些主題其實在彼得前書、保羅書信已經都提到過了，
所以那個時代的信徒對這些真理其實是非常地熟悉…
一12 你們雖然曉得這些事
你們雖然曉得這些事，並且在你們已有的真道上堅固，
並且在你們已有的真道 堅固

我卻要將這些事常常提醒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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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人問葛培理牧師說：一篇好的講道有哪些要素？
葛培理牧師說
葛培理牧師說：一共有三個要素，
共有三個要素
重複、重複、再重複。
一篇好的講道是如此、一位好的傳道人也是如此，
篇好的講道是如此
位好的傳道人也是如此
 他的目的不是要娛樂、取悅會眾
 他的目的是要堅固會眾的心，
他的目的是要堅固會眾的心
讓他們聽道又遵行主的道
所以他會不厭其煩、也不怕會眾厭煩地
用同樣的道一再地堅固、提醒他的會眾。
彼得說他不只堅固那些還軟弱的弟兄姊妹，
也是已經在已有的真道上堅固的人，要使他們更加堅固。
彼得在殉道之前的這封遺書中，並沒有提出任何新的
彼得在殉道之前的這封遺書中，並沒有提出任何新的、
從前保羅沒有講過、他自己在前書沒有講過的真理，
而是用不同的修辭 從不同的角度 處境 迫切感
而是用不同的修辭、從不同的角度、處境、迫切感，
重新教導同樣的真理、已經賜下的真道。

我們在教會裡 常常覺得牧師同一篇道
我們在教會裡，常常覺得牧師同一篇道
怎麼講了一遍又一遍？
同樣的題材、故事、經文，整天在炒冷飯，
我們就覺得好像很無聊。
會眾聽道卻不行道 整天卻想要聽新的道
會眾聽道卻不行道、整天卻想要聽新的道，
沒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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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4 因為知道我脫離這帳棚的時候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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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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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所提到的這些事
彼得所提到的這些事，
並不是一整套使人得救的福音，
不像在羅馬書：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為要救 切相信的，
不像在羅馬書：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為要救一切相信的，
然後保羅就把福音非常整全地呈現出來，
幾乎在系統神學所會觸及到的每 個真理都討論到了
幾乎在系統神學所會觸及到的每一個真理都討論到了。
彼得後書處理了許多的主題，
但是這些主題都離不開主耶穌降臨的盼望，
至少有兩個比較明顯的原因…
第
第一、當時基督徒所受的迫害，
當時基督徒所受的迫害
基督徒在患難中需要思想將來的盼望…

羅五3-5 基督徒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

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
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
羅八18 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24-25 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見的呢？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
保羅在羅馬書當中提到了這盼望，
也用這盼望安慰了羅馬的信徒
 彼得後書寫作的年代基督徒所受的患難，
與保羅在寫羅馬書的那個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了，
遭受的是大規模地極其殘忍的迫害


因此彼得在遺書當中最掛念的，就是用
因此彼得在遺書當中最掛念的
就是用
基督將來再臨的盼望，來安慰、堅固信徒，
讓信徒在患難中，因著有盼望就得以堅忍到底。

主耶穌在這個時候指示彼得說：他死的日子即將近了。
因此那榮耀的盼望也是向彼得迫近 以致於
因此那榮耀的盼望也是向彼得迫近，以致於
他如此迫切地要把他現在所經歷到的這個
盼望、榮耀跟我們分享，堅固患難當中的信徒。
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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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什麼時候見過主耶穌要降臨、
彼得什麼時候見過主耶穌要降臨
在天上那種屬天的威榮呢？
原來基督在地上時曾向彼得彰顯屬天的威榮
原來基督在地上時曾向彼得彰顯屬天的威榮，
就是在登山變像的時候…
一17
17 基督從父神得尊貴榮耀的時候，
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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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
一18 我們同他在聖山的時候，親自聽見這聲音從天上出來。

第二、彼得自己死期將近。
很奇妙地
很奇妙地，一個基督徒面對死亡的時候，
個基督徒面對死亡的時候
末世的盼望也會變得近在眼前、
伸手就能摸得到的樣子，
反而基督裡的盼望就越發地真實、明顯。
十七世紀清教徒牧師巴克斯特
十七世紀清教徒牧師巴克斯特，
一輩子體弱多病、多次瀕臨死亡邊緣，
 在許多的清教徒領袖當中
是最有末世導向的一位作者，
曾說自己是垂死之人 對垂死之人傳道
曾說自己是垂死之人、對垂死之人傳道
 又勸勉信徒不要盼望自己能夠長壽，
要 得像那 垂死之人 樣
要活得像那些垂死之人一樣，
時時意識到自己明天可能就會被主接去了
這位常常與死亡摔跤的聖徒寫了一部經典著作
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 聖徒永恆的安息。

這段經文讓我們看見當年耶穌在地上用卑微、奴僕的樣式
遮蓋聖子榮光的時候 完全是出於祂主權 祂自願的
遮蓋聖子榮光的時候，完全是出於祂主權、祂自願的，
 祂隨時都可以拿去
這遮蔽祂的肉身、彰顯祂聖子的榮光
 但是祂卻定意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使得我們能夠在十架道路上與祂聯合，
以致於我們也能夠在末後祂再臨的時候，
得著 模 樣的榮光
得著一模一樣的榮光
當年在西乃山上，摩西曾經禱告求見上帝的面，
耶和華告訴他說： 你不能見我的面
耶和華告訴他說：「你不能見我的面，
因為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
罪人不能承受上帝的面光 上帝的面光如此聖潔 榮耀
罪人不能承受上帝的面光，上帝的面光如此聖潔、榮耀，
只要罪人帶著一點點的瑕疵、一點點的罪，
見到的日子就必定死，連摩西都不例外 –
如此聖潔的僕人摩西，如果見到耶和華的面也必定死！

摩西活著的時候曾經求見耶和華的面，
 活著的時候這個禱告從來沒有得應允
 後來摩西在主裡面沉睡了，有一天突然被喚醒，
在西乃山上所求的、在變像山上就蒙應允了 –
他得以在道成肉身的聖子身上
看見永恆聖子自己那屬天的威榮的面，
他求見神的面、現在在基督身上見到了神的面
彼得被耶穌帶到山上也得以見到聖子的威榮…
彼得被耶穌帶到山上也得以見到聖子的威榮
變像山
耶穌的衣服潔白如光
 摩西、以利亞在耶穌的左右
 父神用慈愛的聲音說：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各各他山
耶穌赤身露體，
兵丁拈鬮分了祂的衣服
 左右各釘了兩個強盜
用惡毒的話譏笑祂
 同一位父神卻掩面不看祂


耶穌兩次呼召彼得跟從祂，
 第二次再呼召彼得時，
第二次再呼召彼得時
彼得就成為飽經患難的使徒
 然後過了三十年，主耶穌又再次向彼得顯現，
指示他說：「你殉道的日子近了！」
根據教會傳統相傳 – 彼得殉道的時候，
彼得殉道的時候
是頭下腳上、被倒釘十字架而死。
在十字架上我相信彼得又說： 我在這裡真好！
在十字架上我相信彼得又說：「我在這裡真好！
因為我與耶穌同釘十字架。」
在患難當中、死亡面前，
彼得想起當年變像山上基督彰顯的威榮，
 他在十字架上，也迫不及待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等候主耶穌基督大能的降臨、再一次得見聖子的威榮
 現在他知道殉道的日子即將近了，
現在他知道殉道的日子即將近了
而對他而言，他急切地想進到那威榮當中

這兩座山還有一個對比，深深烙印在彼得的心上…
 變像山上彼得曾經說：我們在這裡真好
 各各他山上彼得不見蹤影，等於在說：我不在這裡真好
彼得曾經信誓旦旦對主說
彼得曾經信誓旦旦對主說：
「縱使眾人都不認你，我也不能不認你！」
但是彼得真的三次不認主了。
但是彼得真的三次不認主了
主真是滿有恩典，彼得怎樣曾經三次不認祂，
祂就在復活之後三次問彼得 你愛我嗎？」
祂就在復活之後三次問彼得「你愛我嗎？」
彼得三次對主耶穌說「我愛你」…
約廿一18-19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你年少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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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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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了這話，就對他說：「你跟從我吧！」

一17-18 追憶基督在變像山上所彰顯的威榮之後，

我們並有先知絕對確切的話語
 我們使先知的話更確切


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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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追憶登山變像的經歷、基督再臨的盼望，
彼得追憶登山變像的經歷
基督再臨的盼望
 是神在古時已經藉著眾先知
曉喻我們的列祖了
 在舊約聖經已經預言了
哪一段先知的預言講到主耶穌基督是晨星呢？
哪
段先知的預言講到 耶穌 督是晨
 晨星用來暗喻基督的再臨
 啟示錄也是用晨星來暗喻主耶穌基督
舊約有哪些經文是用晨星來預言基督呢？

(晨星) 其實並不多，比較確定的一共有兩處…
民廿四17b 有星要出於雅各，有杖要興於以色列，
星

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毀壞擾亂之子。
這段經文跟主耶穌的再臨沒有什麼關係。
這段經文跟主耶穌的再臨沒有什麼關係
彼得後書既然是在陳述末世基督再臨的盼望，
舊約預言很 能就 出自末世文學
舊約預言很可能就是出自末世文學，
但十二1-3 那時，保佑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米迦勒必站起來，

並且有大艱難，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的。
並
有大艱難 從有
來直到此時 沒有這樣的
你本國的民中，凡名錄在冊上的，必得拯救。
睡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
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
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但以理提到了末世的艱難，
而彼得前後書也都是在討論末世的艱難…

彼得追憶了當年登山變像的威榮之後，
就引用了但以理的預言 訴說基督晨星的榮光
就引用了但以理的預言、訴說基督晨星的榮光，
向我們印證基督降臨的時候所要顯現、
並賜給我們的榮耀，是先知已經應許的。
他說先知的預言如同燈照在暗處，
似乎在暗示 詩一一九
詩
九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所以我們的盼望是有根基的、這根基就是上帝的話語。
一20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
一21 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

人被 靈感動
乃是人被聖靈感動，說出神的話來。
基督徒經常會把自己的見解強加在聖經上面…
但是基督徒的盼望，
 取決於明白、相信、認同，並且遵行上帝的話語
 正確明白上帝的話語，彼得告訴我們是第一要緊的

彼得前後書都是在末世的艱難當中所書寫的，
正是基督的國度在這個世界上遭逼迫的年代。
正是基督的國度在這個世界上遭逼迫的年代
但十一 預言了許多地上的君王的爭戰，
在歷史上都應驗了 – 有馬其頓、有羅馬…
有馬其頓、有羅馬
但在 十一36 - 十二3 提到了一個任意而行、自高自大、
超過所有神明的君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實現過，
我們有理由相信所講的並不是地上的君王，
乃是那位敵基督 – 魔鬼撒但
魔鬼撒但、空中掌權者、邪惡的王，
空中掌權者 邪惡的王
就是末世的敵基督，從彼得的時代一直到今天，
這個仇敵不斷地在攻擊上帝的國度、教會、子民。
但以理所領受的預言告訴我們：
在基督的民 有形
在基督的民、有形可見的教會中，
的教會中
有麥子、有稗子的教會中，
凡名字錄在冊上的、
也就是蒙神揀選的人，就必得拯救。

解經時必須按照文本清楚的意思來解釋，不可以照著私意解經，
 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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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的作者不是主觀地憑著自己的
見解、意見，寫下與神同行的經歷，
每 個字都是有聖靈的帶領、感動
每一個字都是有聖靈的帶領、感動
有些學者聲稱：
 聖經論到上帝真理的部分都是聖靈所寫的
 一些地方作者會加上人的意思，以至出了一些錯誤，
所以聖經關於歷史的記載是有誤的
我覺得這種理論非常匪夷所思、我怎麼都想不通，
因為聖經裡面所有的真理都關乎歷史，
沒有一個真理是能夠與歷史切割的，
創造是歷史 墮落是歷史 救贖是歷史
創造是歷史、墮落是歷史、救贖是歷史，
將來新天新地的盼望是歷史的結局、是救恩歷史的目的。

聖經裡就連「三位一體」的真理，
都是藉由上帝在歷史裡面的工作，
都是藉由上帝在歷史裡面的工作
向我們啟示出來…
 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是救恩歷史的核心
 基督的死與復活都是歷史
如果質疑聖經中的歷史，認為是出於人意、是有誤的，
如果質疑聖經中的歷史
認為是出於人意 是有誤的
同樣地我們就要說：
關乎上帝真理的見證也都有誤，
我們的理性就不再被聖經規範了，
就可以說聖經這裡講的我同意
就可以說聖經這裡講的我同意、
那裡講的我不同意，
果我們 憑著 意解
結果我們就憑著私意解經。
我們不從私意解經，按照聖經清晰的意思來解經，
 聖經每個字都是聖靈所默示、向我們所說的話
聖經每個字都是聖靈所默示 向我們所說的話
 上帝的話是應當稱頌的、我們讚美上帝的話語

整本聖經有一套非常清晰的總原則，
是不可以隨便去臆測 去亂解的
是不可以隨便去臆測、去亂解的，
雖然聖經並不都是一樣地清楚，
有 些地方比較模糊…
有一些地方比較模糊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
聖經中所有的事本不都 樣清楚 對個人也不都同樣明瞭
聖經中所有的事本不都一樣清楚，對個人也不都同樣明瞭。
但為了得救所必須知道、相信、遵守的那些事，
在聖經的各處都有清楚的提示與論列，
不但是學者、就是不學無術的人，
只要正當使用普通方法、都能得到適當的理解。
因此解釋聖經的無謬規則就是聖經本身，
因此解釋聖經的無謬規則就是聖經本身
對聖經哪一部分真正和圓滿意義發生疑問時，
就當用他處較為更明瞭的經文藉以查究 明瞭其真意
就當用他處較為更明瞭的經文藉以查究、明瞭其真意。
我們查考彼得前書時也曾碰過一些比較模糊、難解的經文，
必須遵照聖經的總原則來以經解經、不可以照私意解經，
彼得教導如何按著聖靈的意思解經，就立下這樣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