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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天新地的盼望天新地的盼望 彼後三

彼後一結尾，警戒我們不可以用私意解經，

因為整本聖經都是聖靈感動人寫下的，上帝的話語

不容許我們加添、刪減、扭曲、斷章取義。

彼後二彼得就駁斥了異端、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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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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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把舊約的先知、新約使徒的話語，放在同樣的地位，

新、舊約聖經都是聖靈所寫下，逐字默示的上帝話語。新 舊約聖 都是聖靈所寫下 逐字 的 帝 語

彼得告訴我們：這是他所寫的第二封信，

讓我們看見彼得前後書都是他所寫的，兩卷書的目的，

都是要把先知、使徒所寫下的話，牢牢放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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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從自己的私慾出來譏誚說：

三4 「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裡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

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 樣 」

彼得後書有一個很奇妙的交叉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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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卷書的最後結論，彼得又再次地強調要杜絕異端…
三17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然預先知道這事，就當防備，

盼望

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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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結構第二個作用 – 三明治原則，

是人際溝通當中 個很重要的原則是人際溝通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當我們對一個人有所批評、勸戒、警告的時候，

負面的言語如果直接帶到這個人面前，負面的言語如果直接帶到這個人面前，

這個人聽了會覺得不好受

如果我們的用意並不是要對這個人發洩，如果我們的用意並不是要對這個人發洩，

真的是要這個人聽進去、要他改變的話，

我們就要注意自己的修辭 –我們就要注意自己的修辭

負面的話要夾在中間

前面跟後面都要講正面的

正面的話好像兩塊麵包，

夾住一片火腿成為一個三明治。

夾在中間的就是我們要做出的

負面的勸戒或者是警告，

這樣信徒可以比較好接受。



交叉結構第三個作用 – 以盼望為開始、以盼望為結束，

這個交 結構的出發點 目的地這個交叉結構的出發點、目的地，

都是基督降臨的盼望…

神的話語是至關緊要 第 要緊的 為什麼第一章神的話語是至關緊要、第一要緊的，為什麼？

因為上帝的話語能夠讓我們回應譏誚我們的人

這些譏誚我們的人不隨從神的話語這些譏誚我們的人不隨從神的話語、

隨從私慾譏誚說：

「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裡呢？「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裡呢？」

他們不相信聖經裡關於主降臨的應許，

譏誚上帝的聖言譏誚上帝的聖言，

認為這個世界從古代到現在都沒有改變，

歷史一直在原地打轉，歷史一直在原地打轉，

哪有什麼萬物的結局、目標呢？

其實基督教的末世論，在西方思想、西方文明當中其實基督教的末世論，在西方思想、西方文明當中

帶來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

過去在人類文明，所有的文化對歷史的理解都是平面的，

是原地打轉 原地踏步的 同樣的事情是原地打轉、原地踏步的，同樣的事情

會不斷地重複，日光底下沒有新事。

但是基督教的末世論讓人對歷史有了新的認識但是基督教的末世論讓人對歷史有了新的認識：

告訴我們歷史是朝著一個目標在發展的

歷史是 個進程 目標就是彼得前書所講的萬物的結局歷史是一個進程，目標就是彼得前書所講的萬物的結局，

結局的原文 telos也有目的、目標的意思

所以基督教的末世論就帶來了這種「目的史觀所以基督教的末世論就帶來了這種「目的史觀」，

讓人類有了進步的這種觀念 – 歷史是可以進步的。

歷史的進程從某個角度來說的確是進步，世界越來越進步，歷史的進程從某個角度來說的確是進步，世界越來越進步，

這個世界是朝著榮耀在發展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世界越來越敗壞，從另外 個角度來說，世界越來越敗壞，

這個世界是朝著滅亡在發展

這個榮耀與滅亡，其實是同一個結局、目的地，這個榮耀與滅亡，其實是同 個結局、目的地，

就是主耶穌再來的時候審判活人、死人。

那時候有公義冠冕為我們存留、也有永遠的刑罰，

總 言之歷史 是原地踏步的總而言之歷史不是原地踏步的。

歷史已經發展到了今天，我們已經見證了歷史的進程，

居然還會有人說：居然還會有人說：

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的，

三5 他們故意忘記 從太古 憑神的命有了天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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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紀前期的人還可以說我們相信科學二十世紀前期的人還可以說我們相信科學，

科學告訴我們能量和物質不能被造出來，

也不能憑空消滅，所以宇宙是永恆自存的，也不能憑空消滅，所以宇宙是永恆自存的，

所以他們不相信宇宙是上帝造出來的

二十世紀後半葉，科學家們都相信宇宙是從無變成有的，二十世紀後半葉 科學家們都相信宇宙是從無變成有的

宇宙有一個大爆炸，在這個大爆炸的歧異點之前

沒有時間、空間、能量、物質，什麼都沒有，有時 質 什 都 有

沒有宇宙，一切是從無變有的

就像聖經告訴我們的，上帝的創造是從無到有的創造…
造 地羅一20-21a、28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

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那 事

彼得在這裡也與保羅這段話相互呼應，

告訴我們說：人們是故意忘記神起初如何造了天地…告訴我們說 們是故意忘記神起初 何造了天

三6 故此，當時的世界被水淹沒就消滅了。

三7 但現在的天地還是憑著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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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講的是挪亞時代 地上充滿了惡這裡講的是挪亞時代，地上充滿了惡，

上帝用洪水消滅世界、只留存挪亞一家人，

之後上帝跟挪亞立約：祂再也不用洪水消滅世界，之後上帝跟挪亞立約：祂再也不用洪水消滅世界，

上帝的審判不再是洪水的審判、乃是烈火的審判。



三8 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

就是主看 如千年 千年如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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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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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話是對主內的弟兄 信徒說的這段話是對主內的弟兄、信徒說的，

也就是神所揀選的人，

對於神所揀選的人，對於神所揀選的人，

神不願意一人沈淪，乃願祂所揀選的全部都得救

神既揀選了祂就必拯救到底，上帝絕對不會半途而廢神既揀選了祂就必拯救到底 上帝絕對不會半途而廢

神正是為了拯救每一位祂所揀選的人，

因此祂忍耐等候，因此祂忍耐等候，

沒有立刻帶來末日的審判

祂忍耐等候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忍耐，祂忍耐等候並不是耽延 乃是寬容忍耐

祂為了要拯救每一個祂所揀選的人

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意思就是 –
我們不知道這個日子什麼時候會來我們不知道這個日子什麼時候會來…
主的日子也是這樣、令世界措手不及，

所以不要把上帝的忍耐視為理所當然。

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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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把上帝的忍耐視為理所當然。

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似乎在說：神起初創造的那個天地都要遭到毀滅、消失掉，

造 新的天地 舊的天地 有然後神要造出一個新的天地、舊的天地就沒有掉了。

其實不是這樣的意思，上帝將來要造的新天新地，

就是祂起初的天地 被祂徹底地更新就是祂起初的天地、被祂徹底地更新。

但是不是說天地都要廢去嗎？原文的廢去 parerchomai，
過渡、過去、Pass over、過渡到另一個狀態過渡、過去、Pass over、過渡到另一個狀態

好像毛毛蟲變成蝴蝶…
並不是徹底地消失、不復存在、毀滅掉，並不是徹底地消失 不復存在 毀滅掉，

而是變成了蝴蝶、徹底地改變了

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

原文 並沒有焚毀的意思原文 kausoomai並沒有焚毀的意思，

而是放在火裡面燒，沒有要燒盡、燒毀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原文並沒有這個字，原型是 heurisko，
經過試驗 被發現 被揭開 被看見經過試驗而被發現、被揭開、被看見，

末日的烈火要燃燒這個世界，要燃燒，

但是並不是要燒毀 焚毀 徹底消滅但是並不是要燒毀、焚毀、徹底消滅，

是試煉的火、煉淨的火，

要發現、揭開地和其上的物的真相要發現、揭開地和其上的物的真相

三11 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

原文是 luo，意思是解開、釋放、鬆綁、原文是 luo 意思是解開 釋放 鬆綁

溶解，引申的意思是「暴力地摧殘」，

並沒有徹底毀滅、讓它消失有徹底毀滅 讓 消

而不復存在的意思

Puroo，用極熱的火把一個東西給熱透，

不是把這個東西燒掉 燒盡

同一個字 teko，
不是指消滅 銷毀

三12b 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

不是把這個東西燒掉、燒盡 不是指消滅、銷毀

teko，把一個固體的物質融化成為液體

所以彼得這整段經文要表達的概念非常清楚了所以彼得這整段經文要表達的概念非常清楚了…
基督降臨的日子，

這個世界會被放進 個煉金的火窯當中這個世界會被放進一個煉金的火窯當中，

審判的烈火會燃燒，

熱透這塊金子，燒掉裡面一切的雜質、熱透這塊金子，燒掉裡面一切的雜質、

甚至把這個金子都給鎔化了

等到這個試煉結束以後、雜質去除了，等到這個試煉結束以後、雜質去除了，

金子就成為了精金、純金，真金不怕火煉

神的選民也是這個樣子神的選民也是這個樣子



彼得在這裡就呼應了撒迦利亞的預言…

亞十三9 我要熬煉他們，如熬煉銀子；試煉他們，如試煉金子。

他們必求告我的名，我必應允他們。

我要說 這是我的 民 他們也要說 和華是我們的神我要說：這是我的子民。他們也要說：耶和華是我們的神。

彼得前書提到一個重要的真理 – 已然未然的真理：

我們已經是聖潔的，在恩典之約中是聖潔的，

而這個恩典之約是一個帶有條件的應許，

這個條件就是我們必須要聖潔

這個應許就是神要作我們的神、我們要作祂的子民

末日的烈火能夠使我們裡面一切的雜質被煉淨，

使我們全然成為聖潔等主耶穌再來的時候，

耶和華要作我們的神、我們要作祂的子民。

三11-12 上帝既然要如此煉淨這個世界，你們為人

就該當如此聖潔、如此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

「烈火的試煉」可能是…
指真的有火來燃燒 消融這個世界指真的有火來燃燒、消融這個世界

暗喻上帝公義的審判如同烈火一般…
申四24 因為耶和華 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申四24 因為耶和華―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忌邪的神。

主基督再臨的時候，祂那威榮比烈火還要更加炙熱，

沒有任何的受造物能夠抵擋得住，沒有任何的受造物能夠抵擋得住，

祂自己的臨在就已經是烈火了

烈火的審判將要煉淨這個世界、除去一切的雜質，烈火的審判將要煉淨這個世界 除去 切的雜質

我們在那日憑著主的恩典可以存留，得以成為精金。

三13 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三13 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希臘文的「新」可以有兩個字，Kainos、Neos，
N 是本來沒有 現在有了 Neos是本來沒有、現在有了，

一棟房子從平地被蓋起來是一棟新房子

 Kainos 一棟老舊的房子被徹底刷新、變得煥然一新， Kainos 一棟老舊的房子被徹底刷新、變得煥然一新，

新天新地是 Kainos，是煥然一新的那種新

神起初創造天地，到末後就把這個天地

改造成為新天新地 使它煥然 新！改造成為新天新地，使它煥然一新！

假如上帝創造了天地，看見天地墮落敗壞，

就毀滅天地重新再造 個天地就毀滅天地重新再造一個天地，

這樣子的上帝是無能的、不是聖經所啟示的上帝，

我們上帝是全能的 化腐朽為神奇的上帝我們上帝是全能的、化腐朽為神奇的上帝，

所以祂把舊的天地徹底改造成新天新地，

這就完成了祂起初創造天地的目的 –這就完成了祂起初創造天地的目的 –
三5 從太古，憑神的命有了天。

神一開始創造天地的旨意、神一開始創造天地的旨意、

現在繼續掌管托住萬有的旨意、

到了將來創造新天新地的旨意，到了將來創造新天新地的旨意，

是同一個旨意、不是兩個不同的旨意，

起初的天地、就是末後的新天新地起初的天地 就是末後的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是起初的天地徹底被更新

如果天地不是都要消失、乃是都要改變的話，

就意味著我們在今世 在地上所做的 切都是有意義的就意味著我們在今世、在地上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義的，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誠然是客旅、是寄居的，不屬這個世界

上帝不是要來毀滅這個世界，上帝不是要來毀滅這個世界，

上帝始終看這個世界是祂的世界，祂要來更新

這個世界，所以我們知道這是天父世界這個世界，所以我們知道這是天父世界

如果追求永生、我們就不會忽略今生，

如果追尋永遠在天上的家，就不會忽略在地上的家如果追尋永遠在天上的家，就不會忽略在地上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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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然見主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見主；

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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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親愛的兄弟保羅，照著所賜給他的智慧寫了信給你們。

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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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彼得為保羅作見證，說他的書信都是照著

所賜給他的智慧 也就是聖靈來的智慧寫的；所賜給他的智慧、也就是聖靈來的智慧寫的；

這些書信有些難明白的地方，

如果讀不懂，我們謙卑承認自己不懂。如果讀不懂，我們謙卑承認自己不懂。

偉大的宗教改革神學家約翰加爾文，

為整本聖經幾乎都寫了注釋書為整本聖經幾乎都寫了注釋書，

但是他說啟示錄他實在是讀不懂、他不敢寫，

他就謙卑地沒有為啟示錄寫注釋。他就謙卑地沒有為啟示錄寫注釋。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我們的信心、盼望，我們的信心、盼望，

乃是建立在我們所確知的事情上，

我們所確知的就是主耶穌的應許，我們所確知的就是主耶穌的應許

不但知道、而且認同，不但認同、還遵行這個話語，

這一切的話語就是我們盼望的根基，這 切的話語就是我們盼望的根基

如果強解就自取沉淪！

三18a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

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

彼得後書第一章一開始

就提到了對主耶穌基督以及神的認識

現在在結尾的地方又提到

認識主耶穌基督、認識神

以致於在神裡面得到基督再臨的盼望，

這個是彼得後書所要帶給我們的盼望這個是彼得後書所要帶給我們的盼望。

希望藉著過去這一系列彼得前後書的查經，

我們能夠更深刻地認識主、更深刻地愛主、

更深刻地領受那奇妙榮耀的盼望。

三18b 願榮耀歸給祂，從今直到永遠，阿們！

願這也成為我們的禱告，

讚美主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