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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後書

新約讀經班



彼得前、後書簡介

作者：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

• 前書（1:1）和後書（1:1）的作者都自稱是「耶穌基督的使徒彼
得」。

• 有人認為彼得前書的希臘文太好了，不是漁夫出身的彼得所能寫
出來的，因此而懷疑作者另有其人。許多人猜測這個人就是西拉
（彼前 5:12），他是彼得前書的送信人，也曾經是保羅的宣教夥
伴。

• 有人認為，彼得後書第二章所說的異端，很可能是主後二世紀所
盛行的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因此而猜測這本書是主後第
二世紀的人所寫的。

• 這一類的猜測，其實沒有什麼根據，還不如以單純的信心接受聖
經所說的。



彼得前、後書簡介

寫給內憂外患中的教會：

• 彼得前書：外患。那時羅馬政府逼迫基督徒，許多信徒喪失了生
命財產，教會的信心大受考驗。彼得寫信鼓勵他們，說：「叫你
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為寶
貴。」（彼前 1:7）

• 彼得後書：內憂。那時有假先知滲入教會，並取得一些信徒的信
任，以至於教會之內異端橫行。彼得說：「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
師傅，私自引進陷害人的異端，連買他們的主也不認。」（彼後
2:1）



彼得前、後書簡介

主題：

• 彼得前書：鼓勵患難中的教會，要他們他們靠著神的恩典，站立
得穩。本書的 5:12 說明了寫書的目的：「我寫信給你們…勸勉
你們，又證明這恩是神的真恩，你們務要在這恩上站立得住。」

• 彼得後書：這封信是彼得的臨終之言（1:14-15），他以老牧者
的心腸，諄諄告誡他所愛的教會，要他們（1）追求靈命的成長
（2）防範害人的異端（3）期待基督的再來。



彼得前、後書簡介

分段：

• 彼得前書：

1. 頌讚：神的恩典與拯救，
1:1-12

2. 勸勉：過聖潔的生活，
1:13-5:11

a. 你們要聖潔，1:12-2:13

b. 你們是（1）活石（2）神
的子民（3）客旅，2:4-12

c. 你們要順服（1）順服在上
位的（2）僕人順服主人

（3）基督的榜樣（4）妻
子順服丈夫（5）丈夫敬重
妻子，2:13-3:7

d. 其他勸勉，3:8-5:11

3. 祝福：5:12-14

• 彼得後書：

1. 追求靈命的成長，第一章

2. 防範害人的異端，第二章

3. 期待基督的再來，第三章



信徒得救與三一真神的關係

經文：

• 「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藉著聖靈得成聖潔，以致順服耶穌
基督，又蒙他血所灑的人。」

1. 聖父：照著先見（預知，foreknowledge）揀選信徒。

2. 聖靈：使信徒成聖（離開罪，歸向神）

3. 聖子：信徒順服（順服與相信同義）耶穌基督，又蒙他血所灑
（灑血是除罪、赦免）

一個人的得救，是照著天父的先見被檢選，藉著聖靈的感動而歸
向神，以至於信服耶穌基督，因他的寶血而罪得到赦免。



認識救恩

1. 得救是神的恩典

• 經文：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
藉著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

1. 我們重生得救，是按照父神的大憐憫

2. 我們重生得救，是藉著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祂為我們的罪而
死，又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自己是神的兒子，使我們可以
信他）

結論：救恩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神的恩典



認識救恩

2. 得救是信心的果效

• 經文：

•「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
寶貴。」

• 得救是神的恩典，但是恩典有如禮物，人必須以信心接受才行，
所以得救也是信心的果效。

• 神會以他的能力保守有信心的人。

• 信心會遇到試驗（這試驗有時會以試煉的形式出現），通過試驗
之後，信心更加寶貴。



認識救恩

3. 救恩藉著福音而顯明

• 經文：

•「論到這救恩，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知道他們所
傳講的一切事，不是為自己，乃事為你們。」

•「那靠著從天上差來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現在將這些事
報給你們。」

•「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

• 從前的先知也曾傳講救恩，但那是為了後來的人，而且先知也不
是很明白救恩。

• 天使也很好奇，想要知道救恩的內容。

• 只有那些傳福音的人，才將救恩明明白白地傳講出來。。



使徒的囑咐：你們要…

彼得前書的特色：你們要…

• 1:13-5:11 是全書的主體，以一連串的命令句「你們要（當）…」
所組成，顯出使徒的諄諄囑咐之意，是本書的特色。



使徒的囑咐：你們要…

1. 你們要束上你們心中的腰

• 經文：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原
文是束上你們心中的腰），
謹慎自守，專心盼望耶穌基
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
的恩。」

• 意義：

在聖經中，「束腰」是「集
中力量、準備行動」的意思。
「束上你們心中的腰」就是

在心志上不可鬆懈，要集中
力量，隨時準備好自己，過
基督徒的生活。



使徒的囑咐：你們要…

2. 你們要聖潔

• 經文：

•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因為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
因為我是聖潔的。」

• 意義：

• 在聖經裡，聖潔有兩個意義，
這兩個意義都不可忽視：

• 聖潔的首要意義是「分別出來 setting 

apart，專屬於神」，所謂「分別為
聖」，「聖潔的國度」，就是這個意
思。

• 聖潔的第二個意義是「道德上的潔
淨」，不沾染污穢，不放縱私慾。因
為有第一個意義，所以才有第二個意
義。因為我們是屬於神的，所以我們
要和世人不一樣，要有好的道德和品
格才行。

•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
的」這句話是出自於利未記，
利未記規定了以色列人的獻祭
制度和生活方式，和周圍的列
國不同，主要是指第一個意義。
但是在這裡，作者要基督徒不
要放縱私慾，主要是指第二個
意義，要有良好的品性和道德。



使徒的囑咐：你們要…

3. 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

4. 務要尊敬眾人，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5. 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
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

6. 你們作僕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

7. 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

8. 你們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知識）和妻子同住。



使徒的囑咐：你們要…

9. 你們都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心。

10.只要心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
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

11.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要）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

12.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



使徒的囑咐：你們要…

13.最要緊的是（要）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擔當）許多的
罪。

14.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

15.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基督徒的身份：你們是…

彼得前書 2:4-12 連續三次用「你們是」來說明基督徒的身份。



基督徒的身份：你們是…

1. 你們是活石

• 經文：
• 「主乃活石…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
耶穌基督奉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 意義：
• 石頭是建築材料，活石是有生命的建築材料。基督徒是活石，神用許多的活石來建造
一座靈宮（spiritual house，屬靈的房子，指教會）。每位基督徒既是靈宮中的一粒活
石，也是靈宮中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來敬拜天父（獻上靈祭）。

• 應用：
• 活石不是單獨的，而是和其他的活石連在一起被建造為靈宮。你是否和其他的信徒彼
此連合，組成一個活的教會（靈宮）？

• 在靈宮中要獻上靈祭，你是否和其他具有祭司身份的人（其他的基督徒）一同奉耶穌
基督的名來敬拜神？



基督徒的身份：你們是…

2. 你們是神的子民

• 經文：
•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
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 意義：
• 這節經文極其重要，和出埃及記 19:3-6 前後對應，說明了神拯救人的目的。神拯救人
的目的，是要人作他的子民。作神的子民不是自願的，而是蒙神的揀選。神的子民都
是祭司，而且是君尊的祭司，可以來到萬王之王的面前。神的子民是歸主為聖的，他
們不屬於其他，單屬於神。



基督徒的身份：你們是…

應用：

•要對神忠誠：基督徒是歸主為聖的，是專屬於神的，我們和神
之間，存在著美好而專一的關係。要珍惜這個關係，不要像古
時候的以色列人那樣三心二意，在真神與世界的偶像之間猶豫
不定。我們要立定心志，對主忠誠到底。

•要宣揚神的美德：作了神的子民，就有神子民的職責，這職責
就是「宣揚神的美德」。



基督徒的身份：你們是…

3. 你們是世上的客旅

• 經文：

•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
這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

• 「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

• 意義：

• 聖經一再提醒我們，我們永恆的家在天上，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只是客旅，
是寄居的。因此之故，不要讓世俗的思想和今生的憂慮充滿我們的心。
只當以敬畏神的態度，遠離罪，倚靠神，度我們在世上的日子。



基督徒的身份：你們是…

應用：

•要注重屬靈的事，過於屬肉體的事：關心自己屬靈的狀況，聖
於關心吃甚麼，穿甚麼。

•要注重永恆的事，過於暫時的事：好比說，關心別人是否得救，
過於關心股票和房地產。



一段令人困惑的經文

經文：

• 「按著肉體說，他被治死；按著靈性說，他復活了。他藉這靈曾
去傳道給那些在監獄裏的靈聽，就是那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神
容忍等待的時候，不信從的人。」

解釋：

• 解釋一：耶穌被釘死之後到復活之前的這段時間，曾經下到陰間，
傳道給洪水時代死去的人聽。

• 解釋二：耶穌不是去傳道，而是去作得勝的宣告（kerusso, to 

proclaim, to publish）。



一段令人困惑的經文

我們的選擇：選擇第二個解釋。根據第一個解釋，似乎表示人死之
後還有聽福音得救的機會，這樣解釋違反聖經整體的教導。第二個
解釋較為合理，耶穌是去作得勝的宣告，而不是傳福音。



浸禮與得救

經文：

• 「這水所表明的浸禮，現在藉著耶穌基督復活也拯救你們；這浸
禮本不在乎除掉肉體的污穢，只求在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

解釋：

• 這裏有雙重的象徵：洪水象徵浸禮，浸禮象徵拯救。浸禮本身不
能救人，乃是「藉著耶穌基督復活」來救人。浸禮不能除掉肉體
的污穢，乃是「在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不受浸良心有虧，受
浸了良心無虧，因為這是信主之人所當做的。



臨了的囑咐

「要」與「因為」：彼得前書在結
束的時候給了三個命令，每個命令
都附上了原因。

1. 「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
彼此順服；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
賜恩給謙卑的人。」

• 意義：

• 束腰是為了行動，是為了生活，
「以謙卑束腰」就是「以謙卑
的態度來生活」。

• 因為我們的生活是神在作主，
而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
卑的人。若想過蒙神賜恩的生

活，就得要謙卑。

• 應用：

• 我是否承認，自己一切所有的
都是神所賜的？因此之故，我
只有感恩，而沒有甚麼好驕傲
的？

• 我是否能夠在別人身上，看到
自己所無的長處？我是否能夠
看別人比自己強？

• 我是否能夠在世俗條件不如自
己的人面前，保持謙卑的態度？



臨了的囑咐

2.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
因為他顧念你們。」

• 意義：
• 憂慮是心頭的重擔，若想過平安喜樂
第生活，必須先除去心中的憂慮。除
去的方法，不是假裝憂慮不存在，而
是將憂慮卸給神。

• 因為神顧念他的兒女，他供應我們的
需要，他安排我們的道路。要將「一
切的憂慮」卸給神，不需要留下一、
兩個自己擔。

• 應用：
• 數算憂慮：作一個「憂慮庫存數點」，
算一算你心中有哪些憂慮？然後問自

己，我將這些憂慮卸給神了嗎？

• 數算恩典：數算一下神的恩典，到目
前為止，你的生活有缺乏嗎？神對你
信實嗎？

• 抓住應許：背誦並默想羅馬書8:32：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
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
地賜給我們嗎？」

• 信心交託：藉著禱告，誠心的對神說：
「親愛的天父，我感謝你，你一直都
在看顧我，使我在你裡面一無所缺。
你連你的兒子耶穌基督都賜給了我，
我還擔心甚麼呢？現在我願按照聖經
的教訓，將心中的憂慮卸給你。我不
再自己擔負這個擔子，我願用信心交
託。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臨了的囑咐

3.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
（魔鬼），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
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

• 意義：
• 魔鬼是基督徒的敵人，他是實際存在
的，而且懷著惡意。「魔鬼如同吼叫
的獅子 ... 尋找可吞吃的人」。誰是
「可吞吃的人」？是那些信心軟弱的，
那些信心堅強的他吞不下。

• 對付摩鬼的方法，不是逃避，而是抵
擋。對試探要逃避，對魔鬼要用堅固
的信心抵擋他。你抵擋魔鬼，他就必
離開你逃跑了。（雅各書4:7）

• 因為不單單是你一個人受到魔鬼的攻

擊，所有「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
是如此。因此要彼此鼓勵，同心抵擋
魔鬼。

• 應用：
• 魔鬼的攻擊，常以苦難、打擊、病痛
的方式來臨。在這種情況之下，人的
信心會變得軟弱。若你意識到自己在
懷疑神，這時候你更需要抓住神的應
許。誦讀羅馬書 8:31-39，並求神堅固
你的信心。

• 以信心對魔鬼說：撒旦，退去吧！無
論是什麼樣的患難困苦，都不能使我
和神的愛隔絕。

• 將它當作是信心的操練，每日禱告交
託主，以堅固的信心抵擋魔鬼，直到
你心中再度有平安喜樂。



彼得後書：靈命進階

1. 彼得後書為基督徒的靈命進階，劃分出八個階段：

•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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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上加上愛眾人的心。」



彼得後書：靈命進階

八個階段：
• 信心：信是起點

• 德行：良好的品行

• 知識：屬靈的知識，對神的認識

• 節制：能夠管束自己

• 忍耐 (perseverance，信心的耐力)

• 虔敬 (godliness，像神)：生命改變，逐漸像主

• 愛弟兄的心 (philadelphia, brotherly kindness) 

• 愛 (agape, love)：愛（像神那樣的愛）是終點



彼得後書：防範異端

經文：

「從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來，將來在你們中間也必有假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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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後書：主必再來

3. 彼得後書第三章的主題是基督再來，特別是 3:8-13，是有
關末世論的重要篇章。

• 經文：

•「親愛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
年，千年如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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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
悔改。」

• 教導：

• 主耶穌曾應許他會再來，時間一年一年的過去，主卻仍然未來。有些人
開始懷疑，主是否忘了他的應許？其實，主看時間和人看時間不一樣，
主有主的時間。而且，主的心意是願意人人都悔改得救，他是在寬容世
人，給世人悔改的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