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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告誡教會…
一20-21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預言

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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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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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引到 第二章 整章都在斥責假教師跟異端…
二1 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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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異端的假師傅有兩種，
羅十2 3 他們向神有熱心，但不是按著真知識；
羅十2-3
他們向神有熱心 但不是按著真知識；
因為不知道神的義，想要立自己的義，就不服神的義了。
這些人要憑行律法、憑割禮稱義，不相信因信就能夠稱義
這些人要憑行律法、憑割禮稱義
不相信因信就能夠稱義
 加拉太教會就出現一群異端的假教師，想要立自己的義，
隨從異端的人遭到保羅
在加拉太書非常嚴厲地斥責 –
無知的加拉太人啊！


耶穌跟施洗約翰也非常嚴厲地斥責那些
想要憑律法稱義的法利賽人
想要憑律法稱義的法利賽人，
 說他們是毒蛇的種類、粉飾的墳墓
 耶穌將這些自以為義、想要立自己義的假冒為善的人，
耶穌將這些自以為義 想要立自己義的假冒為善的人
甚至比為豬狗，說福音傳給他們
就好像珍珠丟給豬、聖物丟給狗，
不但不珍惜，還反咬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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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取速速地滅亡。
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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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歷史曾經出現過許多的假先知，
二15-16 提到了巴蘭作為例子…

彼得也把假教師比為豬狗…
二22 俗語說得真不錯：狗所吐的，牠轉過來又吃；
真
狗
轉 來
豬洗淨了又回到泥裡去滾；這話在他們身上正合式。
彼得在這裡斥責的是另外一種異端，
彼得在這裡斥責的是另外
種異端
 跟法利賽人、加拉太所面對
猶太主義者的異端 是不 樣的
猶太主義者的異端，是不一樣的
 斥責的異端不是憑著熱心，是帶著惡意、出於私心、
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有的為了貪財、有的為了淫亂
想要立自己義的法利賽人、
倡導邪淫的行為的假教師
倡導邪淫的行為的假教師，
其實都是與上帝的律法為敵…
啟廿二18b-19
啟廿二18b
19 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甚麼
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甚麼，

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
這書上的預言，若有人刪去甚麼，
神必從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分。

所有異端當中都有一點的真理，
他們總是引用聖經 然後加添 點 刪減 點
他們總是引用聖經，然後加添一點、刪減一點。
 法利賽人也相信摩西的律法都是上帝的話語，
一點一畫也不敢廢去，問題是什麼？
他們覺得有了摩西的律法、神的律法還不夠，
還要加上 大堆人的律法
還要加上一大堆人的律法
 假先知、假教師，跟法利賽人不太一樣，
是另外 種 是自由派
是另外一種、是自由派，
教導人不需要全盤接受上帝的話語、律法，
告訴人上帝的律法是可以刪減的，
覺得不對的地方就把它刪減掉
這兩種人都是與基督為敵的
這兩種人都是與基督為敵的…
約八44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

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裡沒有真理。
他從起初是殺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裡沒有真理
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

獨立思考是好的，但是思考獨立到
完全沒有權威的概念時就變得非常可怕！
 明明不知道的事情不去問知道的人，
要自己胡思亂想，什麼都要問為什麼？為什麼...
要自己胡思亂想，什麼都要問為什麼？為什麼
可是從來不會問：「我為什麼要問為什麼？」
 夏娃信任自己的理性過於信任上帝的話語
夏娃信任自己的理性過於信任上帝的話語、
以及上帝在她生命裡面所賜下的另一半…
創三2-3
創三2
3 女人對蛇說：
女人對蛇說：「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
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

惟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神曾說：
『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們死。』」
上帝從來沒說不可摸，上帝只有說不可吃，
但是夏娃這裡加了一句不可摸，為什麼？
她引用了上帝的話語、上帝說的她也都說出來了，
可是她覺得這不夠 – 光是不可吃還不夠，
說不定我摸了都會死，所以我還要加一句「不可摸」。

從一開始，魔鬼撒但就是這樣子迷惑人…
創三1 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耶和華神所造的 惟有蛇比田野 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對女人說：「神豈是真說不許你們吃
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
耶和華曾經吩咐亞當說：「不可以吃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
現在魔鬼跑出來講了 句上帝從來沒有講過的話…
現在魔鬼跑出來講了一句上帝從來沒有講過的話…
牠引用了上帝的話語，然後把它扭曲掉了、
刪減掉
刪減掉一些、又加上一些
 上帝從來沒有這樣子吩咐亞當、夏娃，
可是魔鬼問了一句 – 神豈是真說…來迷惑夏娃


夏娃開始搞不清楚了，她就開始胡思亂想，
她也不去問亞當，當初這句話是上帝告訴亞當的，
上帝設立亞當作夏娃的頭、要亞當來教導夏娃，
現在夏娃不要聽亞當的，夏娃要用自己
獨立的理性去思考、去推敲…

上帝沒有說的，她任意添加，
於是她就成為法利賽人的始祖！
創三4-5 蛇對女人說：「你們不一定死；因為神知道，

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們便如神能知道善惡。」
這裡魔鬼第二個技倆就是引誘夏娃去
否認上帝話語的全備以及無誤
以為上帝話語有一些地方錯掉了
以為上帝的話語有一些地方可以刪減掉
創三6 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

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
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
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從這裡開始，一切的罪惡就接踵而至…
魔鬼撒但引誘人的時候，總是引用上帝的話語，
添加一點、刪減一點、扭曲一下。

當年耶穌在曠野受魔鬼試探時，魔鬼也用一模一樣的伎倆…
 魔鬼說「你若是神的兒子、經上記著說」，
魔鬼說「 若是神 兒子
著
引用上帝的話語斷章取義；
 耶穌怎樣勝過魔鬼的試探？「經上又記著說」，
耶穌怎樣勝過魔鬼的試探？「經上又記著說
聖經整全的總原則，不容許斷章取義！
第一種異端：法利賽人是擅自添加，光信聖經還不夠，
第
種異端 法利賽人是擅自添加 光信聖經還不夠
還要信人的理性、經驗、傳統，在上帝話語上面隨意加添。
第二種異端 – 認為聖經不都是神的話語，
認為聖經不都是神的話語
聖經有一些地方講錯了，我們可以刪減。
二3 他們因有貪心，要用捏造的言語在你們身上取利。
光是貪心也就算了，如果傳的是純正的福音，
保羅也說過 或真心 或假意 福音終究是傳開了；
保羅也說過：或真心、或假意，福音終究是傳開了；
問題是這些人貪心、而且帶著捏造的言語進到教會，
他們的刑罰，自古以來並不遲延；
他們的刑罰
自古以來並不遲延；
他們的滅亡也必速速來到。

我們會犯罪、也會成聖，是罪人、也是義人，
彼得
彼得告訴我們：神會搭救這樣子的人脫離試探。
會
二9b 神把不義的人留在刑罰之下，等候審判的日子。
什麼樣的人是不義的人呢？
林前六9-10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嗎？

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
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
拜偶像的 姦淫的
作孌童的、親男色的、偷竊的、貪婪的、醉酒的、
辱罵的 勒索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辱罵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這裡講的是以這些罪惡為常態、不把這些事情當作罪的人，
聖經明明講這些都是罪 可是他們說聖經說上帝就是愛…
聖經明明講這些都是罪，可是他們說聖經說上帝就是愛…
 如果從這些事情得到快樂、上帝也會喜悅的
 他們覺得上帝的話語可以隨意地刪減，
們覺得 帝的
隨意地刪減
愛遵守的就遵守、不遵守的就不遵守
否認聖經是全然、是上帝話語的自由派的異端，
否認聖經是全然
是上帝話語的自由派的異端
選擇性地聆聽上帝的話語、選擇性地遵守聖經的話語。

從 彼後二 看來，這些假教師是教導人去放縱情慾的，
他們告訴人說 聖經裡面有 些地方你們不用遵守
他們告訴人說：聖經裡面有一些地方你們不用遵守，
教導信徒可以盡情地犯罪、反正基督已經赦免了。
彼得警告我們：神是聖潔的，放縱情慾的必定滅亡。
二4 – 9 彼得舉了幾個經典的例子…
二4 就是天使犯了罪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沒有寬容，曾把他們
神也沒有寬容 曾把他們
丟在地獄，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審判。
二5 挪亞時代被洪水吞滅的惡人
二6-8 所多瑪、蛾摩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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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不義的人留在刑罰之下，等候審判的日子。
上帝所拯救的這些敬虔的人並不是不會犯罪，
我們想要活出上帝兒女的樣式、想要做聖潔的事情，
可是我們仍然會犯罪，因為那個老我還在裡面。
聖靈使我們從定罪的律法當中得自由，
不是放縱情慾的自由、是成為聖潔兒女的自由！

彼得就用極其嚴厲的話斥責這樣子的人…
二12a
12 但這些人好像沒有靈性，生來就是畜類，以備捉拿宰殺的。
但這些人好像沒有靈性 生來就是畜類 以備捉拿宰殺的
 人之為人跟畜生不同，畜生是隨著天性、情慾、本能
 但是人受造時，有神的形像、有理性，
不會隨著本能行事、不會被情慾所左右
但是當人故意不認識神時，就活得好像畜類 樣…
但是當人故意不認識神時，就活得好像畜類一樣
二12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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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不義，就得了不義的工價。
自己必遭遇敗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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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明明知道教會是追求聖潔的、
上帝的旨意是要基督徒聖潔，
這些基督徒混進教會，用異端引誘基督徒放縱情慾，
他們成功、得逞時，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彼得說：他們是以自己的詭詐為樂！

二14a 他們滿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

二十世紀美國一個神學家學了一套不信聖經的自由派神學，
在一間所謂的聖經神學院教書，用一套非常褻瀆的解經 –
他也引用聖經 可是故意曲解聖經
他也引用聖經、可是故意曲解聖經，
他說：你看主耶穌跟女信徒之間有如此親密的關係，
而這個就是基督徒的肢體之間應當有的親密關係，
而這個就是基督徒的肢體之間應當有的親密關係
所以現在我們一起來探索這樣子的關係…
二14b 15 引誘那心不堅固的人，心中習慣了貪婪，
二14b-15
引誘那心不堅固的人 心中習慣了貪婪

正是被咒詛的種類。他們離棄正路，就走差了，
隨從比珥之子巴蘭的路
隨從比珥之子巴蘭的路。
這裡是在講民數記所記載的先知巴蘭，
這個巴蘭真的有屬靈的恩賜 真的會說預言
這個巴蘭真的有屬靈的恩賜、真的會說預言，
他真的能夠對耶和華說話、也能夠聽到耶和華的話。
 擁有再高屬靈恩賜、不忠心傳講上帝的話語，就是假先知
擁有再高屬靈 賜 不忠 傳講上帝的話語
是
 就算能夠憑著聖靈說預言，不傳聖經的話語，就是假先知

他們因認識主，原文 epignosis
 講的不是我們跟主有關係，因此認識祂
講的不是我們跟主有關係 因此認識祂
 只是停留在頭腦的知識、只是認同，
認同且知道卻不遵行，
彼得說這樣子的人下場是很慘的！
擁有這樣子的知識卻不信服、不遵行主的道的人，
擁有這樣子的知識卻不信服
不遵行主的道的人
到主耶穌再來時要對他說：「我不認識你們」。
這些人明明知道主耶穌要他們聖潔，
卻故意不遵行主的話、明知故犯，
他們的下場比從來不知道主耶穌的人還更淒慘
他們的下場比從來不知道主耶穌的人還更淒慘。
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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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不如不曉得為妙。
彼得對這些假教師用了猶太人所能用的
最嚴厲的話責備他們 –
就是罵人是豬。

耶和華使驢子開口，用人的話來責備巴蘭…
二15b-16 巴蘭就是那貪愛不義之工價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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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能說話的驢以人言攔阻先知的狂妄
彼得似乎越寫越憤怒，
上帝的道被羞辱 能夠不憤怒嗎？
上帝的道被羞辱，能夠不憤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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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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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肉身的情慾和邪淫的事引誘那些剛才脫離妄行的人
二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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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人被誰制伏就是誰的奴僕。
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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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2 俗語說得真不錯
俗語說得真不錯：

狗所吐的，牠轉過來又吃；
豬洗淨了又回到泥裡去滾；
這話在他們身上正合式。
這個就是彼得對假教師所下的結論
在他殉道之前的遺書當中諄諄警戒教會 –
 千萬不要隨從異端、一定要堅守主的道，
因為一切的盼望都是建立在真道上面
 千萬不要離棄主已經
千萬不要離棄主已經一次賜下的話語，
次賜下的話語
願榮耀都歸給主耶穌的話語
彼得在這裡給我們的勸勉
正是主的話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