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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講：彼得後書（一） 

彼得後書簡介： 

 

一、 作者：彼得（1:1） 

 

二、 寫作時地：主後 66 - 68年寫於羅馬 

 

三、 寫信對象：與彼得前書相同（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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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四、 寫本書的動機：針對教會面臨的危機，與『假師父』的興起，並引進陷害人的異端

(2:1)，寫信提醒他們要堅守真道，並在恩典上和知識上長進（1:12-15；3:18） 

 

五、 本書的重要性：為教會提供了重要的衛道材料和獨特的屬靈知識 

1. 關乎生命和敬虔知識的階梯 (1:5-7) 

2. 了解聖經的秘訣 (1:19-21; 3:2，15-16) 

3. 分辨異端和假先知的教導 (2:1-22) 

4. 告知末世和審判的奧秘 (2:4,9; 3:7-10, 3:6-12) 

 

六、 主旨要義：更加認識救主耶穌基督，以及一切關乎生命和敬虔的事，得以豐豐富富

進入他永遠的國。而認識知道，乃在於留意並記念經上的話，堅信主的應許，不可

被假師傅說引進的異端所迷惑。這樣，就能使自己無可指責，在末日站立的穩，安

然見主。 

 

七、 本書與其他聖經書卷的關係： 

1. 與提摩太後書的關係 

2. 與猶大書的關係 

 

八、 與彼得前書的比較 

彼得前書 彼得後書 

主題：為主受苦 教會內的異端 

在苦難中向主忠貞 在異端中向主忠貞 

教外的仇敵 教內的仇敵 

應付苦難的秘訣：救恩與盼望  應付異端的秘訣：知識 

安慰 警告 



2019 Fall生命河靈糧堂主日學 --- 彼得後書第一章（十） 張瓊濱牧師/孫維川弟兄 11/17/19 

 

2 

彼得後書第一章: 基督徒在恩典和知識上成長 

 

一、 基督徒認識主的過程·（1：1-1） 

1. 問安（1：1-2） 

a) 彼得的自稱 

b) 對受信信徒的稱呼 

c) 祝福的話 

2. 神的恩典（1：3-4） 

a) 因神已將關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賜給我們 

b) 因神已將那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 

3. 基督徒生命成長的八個階梯（1：5-7） 

正因這緣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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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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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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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信心：接受主耶穌 

b) 德行：為主而活，屬靈的善行，真的信心必然產生好的行為 

c) 知識：知識不是指普通頭腦的知識，而是對神有更進一步的認知，要靠

聖靈的能力和啟示才能真認識神。 

d) 節制：節制是自我控制，有自製、自治的意思。有了信心、德行、和知

識後，便能自製自治了。節制不是單單只靠人的意志力量，乃是需要聖

靈的幫助，所以節制是體貼聖靈，順從聖靈所生的力量。 

e) 忍耐：忍耐是承受壓力的能力，即堅韌不屈的毅力，是一種內在的動

力。這種動力使信徒在患難和壓力的環境下，有克服的力量。這不是消

極的忍受，乃是積極的得勝，在困難試煉中不灰心，也不放棄，站穩立

場，堅定原有的信念和原則，過著敬虔的生活。 

f) 虔敬：虔敬是指真正敬畏神的一種效忠態度，這種態度產生對神的敬

畏。就會過著以神為中心的委身生活。存真誠的心行事為人，凡事討神

喜悅。 

g) 愛弟兄的心：是一種在教會中對弟兄的愛（phileo），這是接著「敬

虔」之後的勸勉，原來敬虔的生活，首先會在彼此相愛上彰顯出來，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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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愛眾人的心：仰望只有一個「愛」（agape）字。這是由弟兄的彼此相

愛，進而普及到愛眾人，這是屬神的愛（如約 3：16），經由領受神的

愛之後，而主動的將神的愛，愛及到眾人，這是毫無條件的愛，是基督

徒向世人彰顯神的大愛。 

4. 基督徒成長的果效（1：8-11） 

a) 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 

b) 不致眼瞎，而是堅定不移 

c) 永不失腳 

d) 必豐豐富富的進入主的國 

 

二、 彼得對教會的憂心與對信徒的提醒與勸勉(1:12-15) 

1. 彼得常常提醒教會信徒，要在真道（真知識）上堅固。(1:12) 

2. 彼得趁著活著的時日無多時，按著聖靈的感動，主耶穌的教導，提醒與激發信

徒。(1:13-14) 

3. 「並且我要盡心竭力」趁活著時做完主所託付的工（可能是要完成馬可福音）

（1：15） 

 

三、 彼得以親身經歷辯駁假師傅的虛言（1：16-18） 

1. 彼得以親眼見過主耶穌的威榮與能力，來駁斥假師傅說傳講虛晃的言論 

a) 假師傅歪曲神的話，不相信耶穌的應許，特別是否認耶穌的再來（3：

3-4） 

b) 彼得親自看過耶穌在登山變像的威榮與能力（參馬太福音 17：1-13；

馬可福音 9：1-13；路加福音 9：28-36） 

c) 彼得親自聽過，父神對耶穌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四、 彼得要信徒用先知對耶穌的預言，來辯駁假師傅（1：19-21） 

1. 信徒應該仔細研讀（舊約）先知對耶穌再來的預言，並讓晨星（耶穌）自己啟

示我們明白。用心等候並相信主將快來，我們人生的目標必因專心盼望主的再

來而改變，對神的話語的尊行必更為真誠，這樣我們便會在這黑暗的世代中得

著亮光，即在罪惡和黑暗的勢力所控制下的世界中得著亮光。 

2. 聖經上的預言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後 3：16），不是出於人的意思，所以要留

心那些假師傅用人的意思去解讀（先知）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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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作業       姓名:                        o 

 

1. 在彼得後書第一章中，彼得教導我們如何認識真神？ 

 

 

 

 

 

2. 彼得如何勉勵信徒在真道上堅固？在這現今的世代，我們如何分辨假師父的教導？ 

 

 

 

 

 

3. 你是如何能夠明白聖經的話？你如何避免按自己的私意解說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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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後書 第一章
雅各書和彼得前後書

第十講

11/17/2019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1

1. 9/15/19 James 1 雅各書第一章

2. 9/22/19 James 2 雅各書第二章

3. 9/29/19 James 3 雅各書第三章

4. 10/6/19 James 4-5 雅各書第四-五章

5. 10/13/19 1 Peter 1 彼得前書第一章

6. 10/20/19 1 Peter 2 彼得前書第二章

7. 10/27/19 1 Peter 3 彼得前書第三章

8. 11/3/19 1 Peter 4 彼得前書第四章

9. 11/10/19 1 Peter 5 彼得前書第五章

10. 11/17/19 2 Peter 1 彼得後書第一章

11. 11/24/19 2 Peter 2-3 彼得後書第二-三章

雅各書和彼得前後書 進度

11/17/2019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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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後書 總覽

1. 作者：彼得（1:1）

2. 寫作時地：主後66 - 68年寫於羅馬

3. 寫信對象：與彼得前書相同（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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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4. 寫本書的動機：

A. 針對教會面臨的危機，與『假師父』的興起，並引進陷害人的異端(2:1)

B. 寫信提醒他們要堅守真道，並在恩典上和知識上長進（1:12-15；3:18）

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311/17/2019

彼得後書 總覽 (II)

5. 本書的重要性：為教會提供了重要的衛道材料和獨特的屬靈知識

• 關乎生命和敬虔知識的階梯 (1:5-7)

• 了解聖經的秘訣 (1:19-21; 3:2，15-16)

• 分辨異端和假先知的教導 (2:1-22)

• 告知末世和審判的奧秘 (2:4,9; 3:7-10, 3:6-12)

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411/17/2019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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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後書 總覽 (III)

6. 主旨要義：更加認識救主耶穌基督，以及一切關乎生命和敬虔的事，
得以豐豐富富進入他永遠的國。而認識知道，乃在於留意並記念經上
的話，堅信主的應許，不可被假師傅說引進的異端所迷惑。這樣，就
能使自己無可指責，在末日站立的穩，安然見主。

7. 本書與其他聖經書卷的關係：

• 與提摩太後書的關係

• 與猶大書的關係

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511/17/2019

彼得後書 總覽 (IV)

彼得前書 彼得後書

主題：為主受苦 教會內的異端

在苦難中向主忠貞 在異端中向主忠貞

教外的仇敵 教內的仇敵

應付苦難的秘訣：救恩與盼望 應付異端的秘訣：知識

安慰 警告

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611/17/2019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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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2019 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7

彼得後書1:5 正因這緣
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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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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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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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前書2:5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
造成為靈宮，做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獻
神所悅納的靈祭。

11/17/2019 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8

愛眾人的心

德行

知識

節制

忍耐

虔敬

愛弟兄的心

愛

望

信

1. 信心
2. 德行
3. 知識
4. 節制
5. 忍耐
6. 虔敬
7. 愛弟兄的心
8. 愛眾人的心

使徒行傳2:37眾人聽見這話，覺得扎心，就對彼得和其
餘的使徒說：「弟兄們，我們當怎樣行？」38彼得說：
「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罪
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

❑領受聖靈

❑受洗

❑悔改

活石的靈宮

墮落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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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後書第一章: 基督徒在恩典和知識上成長

一、基督徒認識主的過程·（1：1-1）

1. 問安（1：1-2）

i. 彼得的自稱

ii. 對受信信徒的稱呼

iii. 祝福的話

2. 神的恩典（1：3-4）

i. 因神已將關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賜給我們

ii. 因神已將那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

3. 基督徒生命成長的八個階梯（1：5-7）

正因這緣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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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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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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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7/2019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9

3. 基督徒生命成長的階段（1：5-7）

a. 信心: 接受主耶穌

b. 德行: 為主而活，屬靈的善行，真的信心必然產生好
的行為

c. 知識：知識不是指普通頭腦的知識，而是對神有更
進一步的認知，要靠聖靈的能力和啟示才能真認識
神。

d. 節制：節制是自我控制，有自製、自治的意思。有
了信心、德行、和知識後，便能自製自治了。節制
不是單單只靠人的意志力量，乃是需要聖靈的幫助，
所以節制是體貼聖靈，順從聖靈所生的力量。

e. 忍耐：忍耐是承受壓力的能力, 即堅韌不屈的毅力,
是一種內在的動力. 這種動力使信徒在患難和壓力的
環境下, 有克服的力量. 這不是消極的忍受，乃是積
極的得勝，在困難試煉中不灰心，也不放棄，站穩
立場，堅定原有的信念和原則，過著敬虔的生活。

11/17/2019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10

f. 虔敬：虔敬是指真正敬畏神的一種效忠態度，
這種態度產生對神的敬畏。就會過著以神為
中心的委身生活。存真誠的心行事為人，凡
事討神喜悅。

g. 愛弟兄的心：是一種在教會中對弟兄的愛
（phileo），這是接著「敬虔」之後的勸勉，
原來敬虔的生活，首先會在彼此相愛上彰顯
出來，“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
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13：35）

h. 愛眾人的心：仰望只有一個「愛」（agape）
字。這是由弟兄的彼此相愛，進而普及到愛
眾人，這是屬神的愛（如約3：16），經由
領受神的愛之後，而主動的將神的愛，愛及
到眾人，這是毫無條件的愛，是基督徒向世
人彰顯神的大愛。

9

10



生命河靈糧堂主裝備課程 ---彼得後書第一章 11/17/2019

6

4. 基督徒成長的果效（1：8-11）

i. 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

ii. 不致眼瞎，而是堅定不移

iii. 永不失腳

iv. 必豐豐富富的進入主的國

11/17/2019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11

二 彼得對教會的憂心與對信徒的提醒與勸勉(1:12-15)

1. 彼得常常提醒教會信徒，要在真道（真知識）上堅固。
(1:12)

2. 彼得趁著活著的時日無多時，按著聖靈的感動，主耶穌的教
導，提醒與激發信徒。(1:13-14)

3. 「並且我要盡心竭力」趁活著時做完主所託付的工（可能是
要完成馬可福音）（1：15）

11/17/2019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12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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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彼得以親身經歷辯駁假師傅的虛言（1：16-18）

1. 彼得以親眼見過主耶穌的威榮與能力，來駁斥假師傅說傳講虛晃的言
論

a) 假師傅歪曲神的話，不相信耶穌的應許，特別是否認耶穌的再來（3：3-4）

b) 彼得親自看過耶穌在登山變像的威榮與能力（參馬太福音17：1-13；馬可福音9：1-13；
路加福音9：28-36）

c) 彼得親自聽過，父神對耶穌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11/17/2019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13

四 彼得要信徒用先知對耶穌的預言，來辯駁假師傅

1. 信徒應該仔細研讀（舊約）先知對耶穌再來的預言，並讓晨
星（耶穌）自己啟示我們明白。用心等候並相信主將快來，
我們人生的目標必因專心盼望主的再來而改變，對神的話語
的尊行必更為真誠，這樣我們便會在這黑暗的世代中得著亮
光，即在罪惡和黑暗的勢力所控制下的世界中得著亮光。

2. 聖經上的預言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後3：16），不是出於人
的意思，所以要留心那些假師傅用人的意思去解讀（先知）
的預言。

11/17/2019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14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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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1. 在彼得後書第一章中，彼得教導我們如何認識真神？

2. 彼得如何勉勵信徒在真道上堅固？在這現今的世代，我們如何分辨假
師父的教導？

3. 你是如何能夠明白聖經的話？你如何避免按自己的私意解說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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