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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后书综览 

张西平牧师  编著 

作者：彼得  

日期：主后 66 年  

地点：罗马  

受书人：彼得后书似乎是接着前书不久完成的(3：1)。据此，彼得

后书的读者与前书一致，为小亚细亚五省寄居的信徒。 

目的：提醒信徒在信心与知识上坚固，务斥异端，在主恩中长进。  

主旨：防备异端。 

钥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

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

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

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3：17-18 ) 

 

简介 

彼得前书与后书的主题重点不同：前书劝勉信徒在苦难中要坚守主道；后书

着重信徒在假师傅的迷惑中要坚守主道。  

在彼得前书中，彼得提及教会要应付从外而来的苦难，教导信徒如何面对外

在的仇敌；在彼得后书里，他却提及信徒要防备的是教内信仰与生活方面的危机，

提醒信徒小心内在的仇敌。彼得前书强调在苦难中的盼望；彼得后书强调要以全

备知识对抗异端，故此，书中的钥字是「知识」，因「知识」乃抵挡、排斥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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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必须的条件，且「知识」能使信心坚固，不会陷入错误的迷途。作者共 16

次用七个不同有关「知识」一词，强调这方面的重要。  

彼得是渔夫出身，却甚强调知识的重要，因他知道知识是从认识神而来(1：

2)，是需要殷勤追求增长的(1：5-11)，而且知识的基础，是神的灵感动人说出

神的话来(1：16-21)。 

本书虽只有三章，但内容极为丰富。 

本书特征 

1. 有关假师傅的教训与他们的面目、作为及结局，彼得后书的介绍最为完全。  

2. 彼得后书含有最深奥的教义，如「预言启示论」(1：20-21)、 「将来的世界」

(3：5-13)、「天使之犯罪」(2：4)等。 

3. 钥字包括「知识」、「圣」、「殷勤」、「坚固」等。 

 

彼得前后书的比较 

彼前 彼后 

主题：为主受苦 主题：教会内的异端 

在苦难中向主忠贞 在异端中向主忠贞 

教外的仇敌 教内的仇敌 

应付苦难的秘诀：盼望 应付异端的秘诀：知识 

安慰 警告 

大纲 

1 章：当长进之事：知识上的长进 

2 章：当防备之事：假师傅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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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章：当记念之事：真师傅的教导 

历史背景 

彼得发出前书后，不久便接获有关读者的消息，知道他们备受假师傅的搅扰。

这些假师傅有 5个特征： 

1. 否认耶稣在十架上代死的功效(2：1)。 

2. 这异端除了倡导放纵情欲、不道德、不服权(2：12)，亦聚敛不义之财(2：

15)。 

3. 自认他们才有真自由(2：19)。 

4. 讥诮主再来的应许(3：4)。 

这些异端邪说可能是在主后 60 年渗入本书读者当中。彼得遂立即执笔谴责

他们，并劝告读者当防备他们的错谬，抵挡异端，免受诱惑，并要在主的恩典和

知识上有长进(3：18)。时约主后 66 年。 

 

内容摘要 

彼得后书集中讨论教会内部的问题，尤其是假教师（假师傅）所带来的问题。

要杜绝异端邪说，就要弃绝假教师，并要在圣经的真道上坚定不移。 

彼得后书为彼得最后的书信，可媲美保罗写的提摩太后书： 

1.均警告假教师（彼后 2 章；提后 3 章）。 

2.均提到神圣言之「默示」（彼后 1：20；提后 3：16），圣经是抵挡异端

风暴的惟一武器。 

3.均提到将为主殉道（彼后 1：13～15；提后 4：6），却都以喜乐的态度

面对。 

彼后书的钥意为「知识」，因「知识」乃抵斥各类异端必须的条件。知识

能使信心坚固，不会陷入错误的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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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语问安（1：1～2） 

A. 作者的自称（1：1a）——三方面 

彼得下笔自我介绍时，称自己是： 

1. 耶稣基督的「仆人」。 

2. 使徒—是奉差遣、受托为神作工。 

3. 名叫「西门彼得」——这是作者信主蒙召前的名字。 

B. 读者的称呼（1：1b）——二方面 

彼得按二方面称呼读者： 

1. 他们是与我们同得宝贵信心的人(「得」表示毫无功德可言)。 

2. 他们是因「神的义」而得宝贵信心的(「神的义」原文是「神的公义」，

耶稣基督的救赎乃是显明神的公义。 

C. 祝福的话（1：2） 

原来认识主耶稣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多认识神,便多得神的恩惠与平安。知

识是抵斥异端的必要条件，又能使信心坚固，不致误入歧途。多认识神，信心就

更坚定,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一、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1：3～21） 

A.认识自己的地位（1：3～4） 

作者在论「务要抵挡异端」时，以「真知识」为最佳武器，故先使读者明

白自己在主恩典上所有的地位，使他们不会轻看自己。作者从二方面分述他们

的地位： 

1. 承受神的恩赐（1：3） 

他们从神所承受的第一点，乃是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这全是因

蒙主的恩召而有的。又因着基督的救赎，在信的人心中产生了义，此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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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荣耀和美德是神属性之一）召他们

的主。 

「生命」和「敬虔」分别是就信徒「得救」与「成圣」两大方面而言。

这全因基督以其神能赐予信徒之故。  

2. 承受神的应许（1：4） 

这应许，消极上乃是：他们得以脱离从肉体来的败坏（即肉体的生命）；

积极上，则是得以在神的性情上有分（即永远的生命）。因此，信徒便承

受这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这实在是极宝贵的真理。 

B. 认识长进的需要（1：5～11） 

信徒在主里的地位是不变的，但也要长进，使属灵生命长大。信徒的生命

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应该靠着神所赐的能力努力向上。彼得提出8点长进的

阶梯，步步高升；以信心为根基，视爱人为顶尖，达到灵命的递进。这八方面

长进的劝勉可谓「八级阶梯」，逐步向荣美前进与建造： 

1. 八级进阶（1：5～7） 

「正因这缘故」(1：5)指出因为信徒脱离世俗的败坏，又与神的性情有

分，便应努力建立灵命,份外殷勤地建造。 

「分外的殷勤」此字可见，追求属灵长进，乃是竭尽心思地去达到完满

的结果。 

彼得提出的属灵建造，他说「有了，还要加上」，表示不停止的长进。

以「信」开始，以「爱」为总结。 

a. 信心 

b. 德行 

c. 知识：这里的知识是对神有更进一步的体会。对主的知识深浅与我们

爱主的深度有关。 

d. 节制：「节制」的意思是「自我克制的能力」。必须仰赖圣灵的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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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作主。 

e. 忍耐：「忍耐」是一种承受压力、坚忍不屈的毅力。不忍耐的人必不

能节制。 

f. 虔敬：「虔敬」是一种敬畏神的态度，产生对神的敬畏，进而在生活、

品德上更能约束自己。 

g. 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意「弟兄的爱」,原来敬虔的生活首先会

在彼此相爱上彰显出来。 

h. 爱众人的心：是指福音性的爱。「爱众人的心」全句原只有「爱」（agape）

一字，是属神的爱，这种爱是本着体会神的爱而爱众人。这种爱是「福

音性的爱」。 

以上 8 项基督徒生命的质量，的确是属神生命的外在表现，如同一首极

优美的交响乐曲，由信心开始，以爱总结，一层层地建造上去，在信徒的生

命中，见证神的荣美。 

2. 四面果效（1：8～11） 

信徒的长进带来四方面的果效： 

a.可结果子（1：8） 

彼得劝勉信徒要「充充足足地」有以上的美德，便不至于闲懒不结

果子。信徒的品德需要不断增长，不断追求，在质与量上都应该丰富而

充实。这样，就必在认识主方面不「闲懒」(指不结果子，即一事无成)，

对主的事工没有用处。 

b. 坚定不移（1：9～10a） 

从反面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品德，就是眼瞎、近视的。「眼瞎」和「近

视」（中译「只看见近处的」）是只着重眼前的（近处）、今生的，忘记自

己是蒙恩得救的人。 

「所以」彼得劝勉他们，应更加殷勤地加添品德，使他们「所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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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这不是说神因他们的不殷勤而收回祂的恩召和拣

选，而是说当他们殷勤上进时，正显出他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确是坚立

无比的。 

c. 永不失脚（1：10b） 

信徒「若行这几样」的「行」字是现在分词，表示不断进行，就永

不「失脚」（意「跌倒」）。 

此处不是暗示信徒会丢失救恩，因为救恩并非依靠信徒的属灵长进

去达成，而是藉此比拟一个小孩子若不长大，就容易跌倒；一旦长大后

便不易跌倒了。 

d. 进入神国（1：11） 

一个不断长进的信徒，他最大的奖赏莫如丰丰富富地进入神的国。

「丰丰富富地」进入是表示结实累累地进入，有丰富的奖赏在永世里等

候着他们。 

一个真正的信徒，永不会忘记他从神那里获得的丰富恩典，因此便

竭力活出他的信仰，更殷勤前进，以满了果子进入神国，在神国里一同

喜乐。 

C. 认识真道之性质（1：12～21）—坚守信仰 

在主恩中长进的信徒，对神的话语必须持守坚信不移的立场。 

作者以认识真道乃抵挡假道的要诀，要读者明白真道的性质。他从两方面

叙述真道的真谛： 

1. 基督的圣言（1：12～18） 

读者虽在真道上坚固，但作者仍趁着「还在帐棚的时候」（1：14即殉

道前，约于A.D．66～67）提醒他们。他指出，真道乃主基督的圣言，是他

们所亲见、亲聆的，并不是「乖巧揑造的虚言」，如异端所诬告伪造的。 

彼得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事」，并且在真道上有「坚固」的根基，但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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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醒他们，趁着他还在帐棚的时候要「激发」他们。「帐棚」代表肉身，

也代表寄居的生活。彼得也预知自己快要离世，又面对逼害，知道生命快到

尽头，遂再次「尽心竭力」，「提醒」及「激发」他们在他离世后,依然能够

时常记念彼得所写的事。 

2. 千真万确的经历：为要证实劝勉的可信（1：16～18） 

他说「我们从前」，曾对他们讲述有关主再来的信息。那些信息关乎「我

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因为」（中文漏译）这些信息「并不

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而是亲眼见过的威荣。 

「乖巧捏造」及「虚言」二字表明假师傅随意捏造谎话，反对主再来的

真理。彼得随即反驳他们，因为他曾亲眼目睹主在山上变化形像的「威荣」。 

主在山上变像是为了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信徒，要让他们先「预见」

基督复临后，在祂国度里所有的威荣。这威荣清楚呈现了神国的荣耀，令他

们三人毕生难忘。 

彼得在这段经文里，向读者讲述当年亲见主在山上变貌的荣耀光辉。虽

事隔多年，如今还历历在目，父神所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也

言犹在耳。彼得在这段经文里分别用「亲眼见过」及「亲自听见」，藉此证

实这个见证的真确，非乖巧捏造的虚言，也非无稽之谈。彼得希望借着这段

主降临的荣耀缩影，使信徒对主再来的真理深信不疑。 

3. 众先知的预言（1：19～21） 

虽然彼得认为他作的见证是亲身的经历，是准确的，但他仍以神的话

语为确据。神的话比经历更确定，故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实」的预

言，比目睹的现象更可靠。众先知的预言即真道，如明灯照亮暗处，一直

发亮，直至天空发白、晨星出现、人心睡醒之时。晨星意指主再来，或预

言应验之时（「晨星」，参民24：17）。 

说到预言时，彼得提出一句忠告（1：20）：预言不能「随意」（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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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解说」（意「解开」、「断定」）。彼得之意非说读经的人不

能解释圣经，乃指先知不会随便释放（即启示）或解释预言，因为预言非

出自「人意」，而是圣灵感动（意「背负」）才产生出来的。在此处，彼

得强调预言的来源乃是圣灵的主动，不是出于人的主意。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1：21），此句更直截了当地说出预言的来源非先知本人。当圣经作者写预

言时，他们乃是被神的灵「感动」而写成。「感动」（意「被带走」、「牵引」、

「拉动」；如徒 27：15、17 记载船只被风带着走，何去何往，随风向而定）

指出，正如人被圣灵带动，写下神的话来，是超然性的，是人无法凭自己的

聪明臆测出来的。 

1：20～21 两节经文的重点，乃是经文预言的来源，而非一般所言，是

教导人不可私自解经。并更需留意的是，这两句经文强力反对假师傅谬解圣

经，这是彼得的原意。 

三、防备恶人错谬的诱惑（2：1～22） 

A. 假师傅的结局（2：1～11） 

作者著书之目的，乃是要读者看清楚那些假师傅的面目，使读者有能力防

范。在此，他先论假师傅的结局，并引歴史为证。 

1. 他们的灭亡（2：1～3） 

上文在论真先知的预言时，作者心中已定意揭穿渗入教会之假先知的

面目。 

他指出前有假先知出现，今有假师傅；他们的教导乃是陷害人的异端，

不承认主，自取灭亡。可是多人会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使真道受损。他

们又揑造谎言，取利骗财，不可不慎。但他们的结局是神的网罗，必自食

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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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章 1 节「连买他们的主」，连反对他的异端，主也替他们赎回来，

这是基督之恩。可见彼得似是站在「无限救赎」的立场来说话（加尔文派

却赞成「有限的救赎」，即神预定得永生的人，主耶稣才为他们而死。然

而，圣经一再地证明主耶稣是为所有的人而死）；换言之，这些人（假先

知）及不信神的人也有救恩的预备。虽然主耶稣为万人而死，却不一定所

有人都愿意接受救恩。 

2. 历史的鉴戒（2：4～11） 

假先知的灭亡是自取的，「自古以来」（在先前）早有明鉴： 

a. 连天使犯罪也遭审判幽禁（2：4）。 

b. 挪亚时代的不义者遭灭亡（2：5）。 

c. 所多玛、蛾摩拉二城的倾覆（2：6～9）。 

但这些审判的史实，竟不能使那些假师傅（2：1，3：3）及跟随者受诫，

他们任性放荡的胆量实在「惊人」。 

２章４节，彼得在圣灵感动下，透露一些新约罕见有关天使的秘密。他

指出，天使犯了罪的，神没有为他们预备救恩，也没有「宽容」（意「赦免」），

反把他们丢在「地狱」（意「地窖」、「拘留所」），等候末日大审判。 

而在论及那些异端时，作者从四方面形容他们： 

a. 荒淫无道， 

b. 「轻慢」主治者， 

c. 胆大任性， 

d. 毁谤「在尊位的」（指「天使」，尤是堕落天使）。 

接着以天使的属性与这些异端作一个对比： 

a. 天使的能力与权能，尤比这些异端还大， 

b. 天使不敢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他们」指上文 2：4 的堕

落天使）。 

然而这些异端竟肆无忌惮及嚣张地毁谤比他们权力更大的（如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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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督及 2：10 的天使），可见他们狂傲之极。 

B. 假师傅的行为（2：12～22） 

作者在论假师傅时，用二次循环的方式加以描绘： 

1. 第一次描述（2：12～16） 

他们好像没灵性的畜类一般，结局应是沉沦（宰杀），因败坏人的，

自己也必遭受败坏，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不但如上文所述「无法无天」，

又犯罪如下： 

a.喜爱宴乐（「白昼」指公开性明目张胆的犯罪）。 

b.腐败生活。 

c.装作属灵（「坐席」指参加爱筵、圣餐等）。 

d.淫荡好色，思想污秽。 

e.贪爱钱财。 

2. 第二次描述（2：17～22） 

上文以明喻形容他们，此段以暗喻加以描述。他们是假装的、欺哄的，

正如「无水的井」、「是狂风催逼的雾气」（2：17 上），结局早已注定。

此外，他们── 

a.说虚妄矜夸的大话。 

b.用情欲诱人犯罪，特别是刚归主的人。 

c.像是引人归主，其实是使人作败坏的奴仆。他们应许给别人的，自

己也没有。 

d.背弃义路，重回罪中。 

e.他们有头脑知识，虽知道真理，却弃绝，本性没有改变（「知道」并

不代表得到拯救，正如犹大一般）。这些假教师被形容为污秽、自大、

无情、贪欲的，是无望之罪的奴仆，终必灭亡。 

教会中出现假先知是司空见惯的事，历代以来，假先知陷神的子民于错

谬，领神的百姓入歧途，使国家遭殃。但当假先知出现时，神亦兴起真先知



12 

 

对付他们。古代在以色列人历史中，假先知只传人喜欢听的信息（如耶 6：

14），旨在利用他人以谋一己之利。他们的生活放荡不羁，好行恶而不好向

善，并领人远离神（如申 13：1～5）。彼得用了一大段篇幅，描述假先知的

特征及他们的恶行，希望读者谨慎小心，分辨是非。 

四、当记念之事（3：1～16） 

A. 真使徒的教导（3：1～3：13） 

1. 第一该知道的：「主的日子」（3：1～7） 

作者揭露假使徒的「面目」及「工作」后，便以真使徒的教导与他们

作一强烈对比。他提到再度写信的目的，乃为提醒及激发，叫他们记念真

「先知」的预言（旧约）及「主基督」的命令（福音），这正是「使徒」

所传的。 

3章4节，彼得在提及「主再来」之应许时，指出「末世」必有「讥诮

的人」，取笑主再来是个无稽的应许。关于主再来的道理，彼得多有陈述

说，但显然异端都认为是老妇的谎言，彼得遂引用洪水灭世的历之历史警

告他们（3：6），因为那时有人讥诮挪亚建造方舟之举，结果遭受灭顶的

审判，而现今的世界也将被火焚烧（3：7：世界末日被火焚烧是旧约预

言之一，参珥２：30；弥１：4；诗50：3；赛66：15；玛４：1）。 

作者便斥驳这些「讥诮者」，他以「主的日子」为题，说「主的日子」

来到，正是他们结局临到之日。他指出，洪水前的世界及现今的世界不同，

而将来的世界与现今的又不一样（3：13），是三个不同的世界。「主的日

子」就是主降临的日子，主降临后的世界便焕然一新了。 

(1) 神在太古时代命令天地形成（3：5） 

天地凭神的命令而有。在神的命令下，地是「从水而出，藉水而成」，

创造的第三日，神将水陆分开，使旱地从水中冒出来（创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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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用水毁灭古代世界（3：6） 

水在神的命令下形成大地，水也在神的命令下，成为毁灭大地的媒

介。神不但是创造的神，也是审判的神。由此可见，讥诮者是故意忘记

神的创造和洪水的审判。 

(3)他们将受神的审判（3：7） 

神用一言创造世界，又以一言命洪水消灭罪恶满盈的世界，将来也

可单凭一言消灭现有世界。但现在天地还未受审判，仍然凭着神创造诸

世界的命令而存留，直到审判的时候来到，神就会清算那些不敬虔的人。 

只是将来的审判不会用水淹，而是用火来焚烧。 

2.  第一不可忘记的：「神的日子」（3：8～13） 

上文指出「第一要知道的」是「主的日子」，此段指出「第一不可忘

的」是「神的日子」，这两个名词是同一意义。 

从假师傅讥诮之言，可见「主再来」之事，由先前异常热切的盼望，

变成现在受人质疑的情况，是当时教会一个信心的考验。但彼得甚有智慧

地提出两方面的解释： 

a. 主算时间的方法与世人不同，故此，人的性急与神的忍耐便成强烈

的对比（3：8；诗90：4）。 

b. 主再来的应许未立即应验，乃因主想要给人更多时间悔改（3：9），

此乃神之性情。 

在前书中，作者曾说主的日子近了（彼前4：7），这个「近了」可以

在一日之间来到，也可在千年后才来到。假师傅说，耽延即「不兑现」；

彼得却说，耽延乃是「宽容」。两者的看法角度不同，信心不同，神学结

论也不同。 

3章10节中，彼得称主再来之日为「主的日子」，与保罗相同（帖前5：

2、4），他用贼的比喻说明此日子之不定时性；主耶稣同样作此比喻（太



14 

 

24：43）。在彼得笔下，这日子带有三方面的指示： 

a. 审判性，是不敬虔者之末日（2：9，3：7），也是堕落天使受审判

的时候（2：4）。 

b. 祝福性，是信徒进入永远国度之时（1：11） 

c. 换新性，旧天地变成新天地。此时，天发大响声，「有形质的」被

烈火销化，全地之物「被烧尽」。 

究竟「有形质」是指何物？学者认为是「旧天地」，即旧天地焕然一

新，变成新天地，届时义便以此为居所（3：11～13），因真义是永久性的，

只有永久性的天地才是义的家。此处的「新」是指本质上的新（作者要强

调的是旧天地换上新面孔、新本质出现）。届时有「义」居住在其中，新天

地将会是义的家，因为那「义者」也住在里面。 

火是审判的象征，如神是烈火的神（申4：24；但7：9），至于他如何

用火改变旧天地?就不得而知了，在此彼得未进一步解释。这改变是经火的

炼净（番1：18），改变后的天地，如同没有先前的咒诅存在（摩9：13；

番3：20）。故此，现今的天地与将来的天地不同之处在于，现今天地充斥

不义，但将来天地全无不义，只有永义在其中。而读者的敬虔生活、热切

的仰望，便使这日子速临（表示「常常使之加速」），这日子称为「神的

日子」，即永恒之开始（3：12）。 

B. 彼得的教导（3：14～18a）―肺腑之言 

在上文，作者引述他从主所领受而得的盼望；现今他以此「盼望」，

再教导他们。 

1. 自己引述（3：14-15a） 

他先引述自己的劝导，指出读者既有这盼望，就当殷勤长进、圣洁行

事、无可指摘、安然见主。 

「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3：15a）本句的原文全句可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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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你们要「认定我们」（中译「我」）主的长久忍耐乃是为救恩。彼得的意

思是，我们不可因为主还未再来，就怀疑主应许的真确，反要知道主的长久

忍耐乃是为了救恩，要给世人多点时间悔改得救，否则世人早就灭亡了。 

2. 引述保罗（3：15～16） 

作者似惟恐自己论点的说服力不够，遂再辅以保罗给他们的书信，指

出这主题的真确及重要。 

彼得不但高举预言的性质，亦视保罗所写的书信有经典般的价值；但

保罗的写作确有「难明」之处，常被人「强解」（由「扭曲」及「转动」

二字组成），如强解「别的」（意「其余的」）经书般。彼得说保罗书信

中有「难明白的」（由「困难」与「理解」二字组成），难明部份究竟何指，

难以确定；但按上下文看来，显然是与主再来的真理有关。 

保罗所写的常被人误解（如帖后2：1～3）或被人反对。在此清楚可见，

彼得认为保罗的书信与旧约正典的地位相同，因为新约的使徒，常自觉被

圣灵引导，书写代替神说的话，并嘱咐信徒诵读遵守（帖前５：27；西４：

16）。 

五、结语（3：17～18） 

A. 最后劝勉（3：17～18） 

在最后结语中，作者一再提醒读者，要在两方面留意，这正是本书写作之

目的： 

1. 当防备（恶人错谬的诱惑） 

彼得在此暗示读者，他们本有坚固的地步（指有纯正的真理），但若不防

备诱惑，便会从这地步上「坠落」。彼得给当时读者的警戒也是我们今日的

警戒；当我们对异端邪说疏于防范，又因自己缺乏在真理上长进，纵使知道

有危险，一旦鲜于理会，疏于戒备，便可能从自己的地步上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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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长进（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增长） 

就是要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1) 在恩典上长进 

恩典是白白得来的。那么，我们如何在恩典上长进？原来接受恩典

的多寡，是看我们属灵生命的容量和谦卑的深度。惟有谦诚受教，靠主

努力，改变自己，主才会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地助长我们的灵命。 

「长进」原文是现在命令式动词，意「当继续长进」。信徒的生活必

须自强不息，竭力奋斗，在恩典中多结圣灵的果子，在知识上长进，才

能增强我们防范异端的力量。在恩典上长进等于生活更圣洁，更爱主；

在知识上长进等于信仰上更坚强，更明白神的旨意。 

(2) 在知识上长进 

知识是指对神真理的认识。信徒属灵生命的长进是建立在知识的基

础上，而知识的获取要靠自己。信徒的救恩乃是神人合作（参弗 2：8）

的结果，信徒的灵命长进也靠神人合作：神出恩典，人出努力，这样便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同时并进。故此，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正是防

备假师傅错谬诱惑的最大抵抗力。 

上节经文所提的防备是消极性，强调不要被人诱惑；本节的长进是

积极性，强调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这两点务必要铭记在心！ 

B.  最后祝颂（3：18下） 

信徒长进的最终目的，不是要荣耀自己，而是荣耀主。 

信徒生命长进的核心目的，并不是给人荣耀，而是要将荣耀归与神。彼得书

写前后两书信，并不是要信徒永远记念他、感谢他、尊重他，而是要将荣耀颂赞

归与神，从今直至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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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信息 

彼得后书为一本相当具激发性的书卷，叫人心里火热，愿意在主的恩典和知

识上长进。我们既分享了神的性情，便不应懒闲不结果子，而要从基层的信心开

始，一层一层的建造。 

长进是必须的，有宝贵信心的人应每日长进，好分辨真道与异端。作主工，

热心固然要紧，若缺乏真正的知识为后盾，像野马式的乱闯，不但自走错路，更

会导人于迷，如同瞎子领瞎子，走到「杀害神的仆人还以为是事奉神」（约 16：

2）的地步。 

再者，有宝贵信心的人必儆醒等候主再来，自己殷勤，没有玷污，无可指摘，

安然见主。 

彼得后书、犹大书、约翰壹书、贰书、参书，这五卷篇幅简短的书信，是针

对教会趋向乖谬道理而写的。 

信徒只要明白、运用、持守圣经所载有关耶稣基督的真道，就不会被假教师

诱惑，以致偏离真道。 

亲爱的弟兄姊妺，当防备的防备，当长进的长进，当坚固的坚固，切勿从自

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