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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的門徒 -
彼得

• 彼得西門 Simon，是伯賽大人 Bethsaida，兄弟安得烈也是耶
穌的門徒，他們原本從事漁業，蒙主呼召後跟隨耶穌成為門徒。

• 主耶穌給他一個新名字叫磯法 Cephas（亞蘭文），又稱彼
得 Peter（希臘文），意思是石頭。

• 彼得在五旬節聖靈降臨後大膽傳揚福音，使徒行傳記載了幾段
彼得的證道 ，彼得是初期教會的重要領袖，一般教會傳統公
認，彼得後來是被羅馬皇帝尼祿倒釘十字架而死。

• 彼得沒有寫福音書，但是我們知道馬可福音幾乎就是彼得的福
音書。因為馬可長期與彼得為伴，被彼得稱為兒子，馬可福音
的內容多半是從彼得那裡聽來的。

• 彼得书信中的彼得，是一个有忍耐、平安、爱心、盼望、力量
的圣徒，再现神在一个人身上的奇妙作为。



作者：彼得(可能是彼得口述，西拉代筆)。

《彼得前書》的背景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
家、亞細亞、庇推尼寄居的，(彼前1:1)
我略略地寫了這信，託我所看為忠心的兄弟西拉轉交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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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前5:13)

時間：可能在主後64年左右，當年羅馬

發生大火，皇帝尼祿隨後開始逼迫基督

徒。彼得約在66-67年間，在羅馬殉道，

相傳是被倒釘十字架。

在巴比伦与你们同蒙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
(彼前5:13)

寫作地點：

巴比倫，可

能是指羅馬。

受书對象：

小亞細亞半島

上五個省分的

基督徒。



彼得前書主題
❑ 耶穌基督的位格在本書中極為重要，祂雖是那受苦的僕人，也是那復活被高舉榮耀的

主。

❑ 書中對信徒的描述，有一個重要的要素就是盼望

▪ 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著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
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彼得前1：3)

▪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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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
前1：13)

▪ 你們也因著他，信那叫他從死裡復活，又給他榮耀的神，叫你們的信心和盼望都在於神。
(彼得前1：21)

▪ 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做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
回答各人，(彼得前3：15)

❑ 這個盼望是根植在信心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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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
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彼得前1：7)

▪ 因為經上說：「看哪，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
愧。」所以，他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在那不信的人有話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做
了房角的頭塊石頭」，(彼得前2：6-7)

▪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它，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難。(彼得前
5：9)



彼得前書大綱

1. 基督徒的地位（1:3-2:10）

i. 問候（1:1、2）

ii. 活潑盼望（1:3-12）

iii. 信徒因其身分而分別為聖（1:13-2:3）

iv. 信徒榮耀的身份（2:4-10）

2. 基督徒的生活（2:11-4:11）

i. 社會和家庭生活---順服（2:11-3:7）

ii. 為義受苦---行善（3:8-22）

iii. 為神而活---警醒（4:1-11）

3. 基督徒的試煉（4:12-5:11）

i. 試煉中的喜樂（4:12-19）

ii. 牧養神的群羊（5:1-4）

iii.主永遠的榮耀（5:5-11）

iv. 勸勉和問候 （5:12-14）



1. 基督徒的地位
（1:3-2:10）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
寫信給那分散在本都、
加拉太、加帕多家、
亞細亞、庇推尼寄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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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恩惠、平安
多多地加給你們！
(彼前書1:1-2)

1

照父神的先見

被揀選

2

藉著聖靈

得成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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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

耶穌基督

4

蒙耶穌基督

的血所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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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世之前，神先揀選

→ 聖靈運行，分別為聖

→ 受感決志，受洗得救

→ 罪得赦免，領受新約



1. 基督徒的地位（1:3-
2:10）

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
亞細亞、庇推尼寄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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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給你們！

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著耶
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汙、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
業。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
救恩。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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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貴，
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彼前書1:1-7)



1. 基督徒的地位
（1:3-2:10）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
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

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論到這救
恩，那預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早已詳細地尋求考
察，

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裡基督的靈，預先證明基督受苦難、
後來得榮耀是指著什麼時候，並怎樣的時候。

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傳講的一切事，不是為自己，
乃是為你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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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書1:8-12)

基督徒的信心是根植於榮耀的主，而信心的果效就是救恩。

耶穌的降臨就是末世的開始，開啓了
歷史的新頁，這是歷代先知所預言的。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

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林後 4：17 )



1. 基督徒的地位（1:3-2:10）

1. 行為的改變 - 你們既做順命的兒女，就不要效法從
前蒙昧無知的時候那放縱私慾的樣子。(彼前 1:14)

2. 生活的改變 -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
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彼前 1:15)

3. 心態的改變 - 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心，
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就當從心裡彼此切實相
愛。 (彼前 1:22)

4. 生命的改變 -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
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
(彼前 1:23)

5. 身份的改變 - 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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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2:9)

6. 使命的改變 - 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
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前 2:9)

在基督完備的救恩中，信徒生命應有的改變是：



2.基督徒的生活
（2:11-4:11）

i. 社会和家庭生活---顺服

1) 公民要顺服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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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2:13)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罗十三1）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五29）



2.基督徒的生活
（2:11-4:11）

i. 社会和家庭生活---顺服

1) 公民要顺服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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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2:13)

2) 仆人要顺服主人 - 你們做僕人的，凡事要存敬畏
的心順服主人；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就是那乖
僻的也要順服。(彼前 2:18)

3) 妻子要顺服丈夫 - 你們做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
丈夫。這樣，若有不信從道理的丈夫，他們雖然不
聽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過來，這正是因
看見你們有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彼前 3:1)



2.基督徒的生活
（2:11-4:11）

i. 社会和家庭生活---顺服

1) 公民要顺服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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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2:13)

2) 仆人要顺服主人 - 你們做僕人的，凡事要存敬畏
的心順服主人；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就是那乖
僻的也要順服。(彼前 2:18)

3) 妻子要顺服丈夫 - 你們做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
丈夫。這樣，若有不信從道理的丈夫，他們雖然不
聽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過來，這正是因
看見你們有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彼前 3:1)

4) 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 -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
長的。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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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
前 5:5)

指教會中年齡
較幼小或靈性
較幼稚的人 指一般年齡

或靈性較長
進的人



2.基督徒的生活（2:11-4:11）

i. 社會和家庭生活---順服

ii. 為義受苦---行善

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
嚇，也不要驚慌，
…
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們因行善受苦，總強如因行惡
受苦。(彼前 3:14-17)



2.基督徒的生活（2:11-4:11）

i. 社會和家庭生活---順服（2:11-3:7）

ii. 為義受苦---行善（3:8-22）

iii. 為神而活---警醒（4:1-11）

閃

挪亞

含

雅弗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
警醒禱告。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
掩許多的罪。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做神百
般恩賜的好管家。 (彼前 4:7-10)



2.基督徒的生活（2:11-4:11）

i. 社會和家庭生活---順服（2:11-3:7）

ii. 為義受苦---行善（3:8-22）

iii. 為神而活---警醒（4:1-11）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
警醒禱告。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
掩許多的罪。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做神百
般恩賜的好管家。 (彼前 4:7-10)



3. 基督徒的試煉（4:12-5:11）

基督徒為主受苦的應有態度(彼前 4:12-19):
o 親愛的弟兄啊，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奇怪，似乎是遭

遇非常的事；

o 倒要歡喜，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們在他榮耀顯現的時
候，也可以歡喜快樂。

o 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罵，便是有福的，因為神榮耀的靈常住在你
們身上。

o 你們中間卻不可有人因為殺人、偷竊、作惡、好管閒事而受苦。

o 若為做基督徒受苦，卻不要羞恥，倒要因這名歸榮耀給神。

o 因為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若是先從我們起首，那不信
從神福音的人將有何等的結局呢？

o 「若是義人僅僅得救，那不虔敬和犯罪的人將有何地可站呢？」

o 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為善，將自己靈魂交於那信實的
造化之主。

屬靈爭戰、靈命成長

將經過試煉將來與主同樂

受苦的動機 面對苦難的力量源頭

應是為主受苦、而
非因自己的愚昧

禁得起苦難的潔淨和磨練

只要忠心活出見證，將全
心意念（靈魂 soul）交託

給創造天地的神



3. 基督徒的試煉
（4:12-5:11）

•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
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
他顾念你们。

•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
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
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
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彼前5:5-9)

不要害怕，你沒看見牠們頸上有鐵

鍊嗎？牠們臥在這裏的目的，是要

試驗信徒的信心。你從中間過來吧

，決不會受到任何傷害的。

天路歷程 - 【到達美奐宮】:

在離那宮大門不遠的地方，有一條小

徑，在這小徑上，他看見了 那兩隻令

不信和膽怯抱頭鼠竄的獅子。他心裏

一驚，正打算往回跑時，卻被那宮的

守門人儆醒看見了

基督徒雖然照著儆醒的話，小心翼

翼地往前走，可是身體卻在不由自

主地發 抖，再加上身邊傳來陣陣令

人膽顫心驚的獅吼聲，更使他一步

一顫。但正像儆醒所 說的，那獅子

被鎖在那裏，他安然無恙的從牠們

身旁走過去，來到大門前。



彼得前書大綱

1. 基督徒的地位（1:3-2:10）

i. 問候（1:1、2）

ii. 活潑盼望（1:3-12）

iii. 信徒因其身分而分別為聖（1:13-2:3）

iv. 信徒榮耀的身份（2:4-10）

2. 基督徒的生活（2:11-4:11）

i. 社會和家庭生活---順服（2:11-3:7）

ii. 為義受苦---行善（3:8-22）

iii. 為神而活---警醒（4:1-11）

3. 基督徒的試煉（4:12-5:11）

i. 試煉中的喜樂（4:12-19）

ii. 牧養神的群羊（5:1-4）

iii.主永遠的榮耀（5:5-11）

iv. 勸勉和問候 （5:12-14）



RCCC 主日學



寫彼得後書的背景

彼得作者

寫著地點

受書人

羅馬

為小亞細亞五省寄居的信徒。

寫著日期 主後66年



假教師苦難

彼得前書
教會面對的挑戰

彼得後書
教會面對的挑戰

教會

彼得前後書的主題重點

教會



彼得前後書的比較

彼得前書 彼得後書

在苦難中向主忠貞

教會外的仇敵

应付苦难的秘诀：盼望

主題：為主受苦 主題：教會內的異端

应付异端的秘诀：聖經導讀

教會內的仇敵

在異端中向主忠貞



《彼得後書》寫著日期假
師傅的攪擾

1. 否認耶穌在十架上代死的功效(彼後2：
1)。

2. 這異端除了宣導放縱情欲、不道德、
不服權(彼後2：12)，亦聚斂不義之
財(彼後2：15)。

3. 自認他們才有真自由(彼後2：19)。

4. 譏誚主再來的應許(彼後3：4)。



彼得後書的各章要点

第一章：要豐豐富富進入救主基督永遠的國

第二章：要分辨假先知、假師傅和異端

第三章：要拒絕譏誚之人的話，確信主的命令和應許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

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彼後1:3)

神能：福音是神的大能

1. 他的能力首先把我們拯救過來；

2. 自此，他的神能也不斷使我們有能力過聖潔的生活。

這裡的次序是──先是生命，繼而是虔敬的事

得救 得勝

第一章：要豐豐富富進入救主基督永遠的國



信心 (faith)

德行 (goodness, moral excellence)

知識 (knowledge)

節制 (self-control)

忍耐 (perseverance)

虔敬 (godliness)

愛弟兄的心 (brotherly kindness)

愛眾人的心 (love)

得救

依照神的性情而生活的品德

明白聖經，又有灵里的经历

在生活各方面約束自己

容忍困难環境，不为忧愁所动

養成敬畏神的品格

對弟兄有愛心，與別的肢體過相愛的生活

無私的愛眾人(含仇敵)

•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
•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彼後1:5-7）。



信心 (faith)

德行 (goodness, moral excellence)

知識 (knowledge)

節制 (self-control)

忍耐 (perseverance)

虔敬 (godliness)

愛弟兄的心 (brotherly kindness)

愛眾人的心 (love)

• 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
• 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彼後1:5-7）。

你们若充充足足

地有这几样，就

必使你们在认识

我们的主耶稣基

督上，不至于闲

懒不结果子了。

(彼前1:8)



對主有新的認識

信心 德行 知識 節制 忍耐 虔敬 愛弟兄的心 愛眾人的心

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彼後1:8)



信心 德行 知識 節制 忍耐 虔敬 愛弟兄的心 愛眾人的心

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

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彼後1:9)

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彼後1:8)

❑ 眼瞎 -- 只看今世眼前的事，不看永世的事；只求人前的榮耀，不求神前的獎
賞；只為看得見的圖謀，不為“看不見”的圖謀，實在是眼瞎的了！

❑ 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 --忘記在蒙恩得救時，如何認識自己是一個罪
人而歸向基督，仍然停留在罪惡的深坑的邊緣，作一個閒懶不結果的人。既是
蒙主潔淨，有神生命的人，眼睛怎能仍然戀棧在污濁的世界上，不自己分別為
聖，追求崇高聖潔的人生目標？



對主有新的認識

近視，瞎眼

信心 德行 知識 節制 忍耐 虔敬 愛弟兄的心 愛眾人的心

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忘了他

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彼後1:9)

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

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彼後1:8)



這樣，必叫你們豐
豐富富的，得以進
入我們主救主耶穌
基督永遠的國。
（ 彼後 1:11）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
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
意，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
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
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
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豫
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
被圣灵感动，说出 神的话来。
(彼後 1:19-21)

預言如同燈
照在暗處



第二章：要分辨假先知、假師傅和異端

彼得後書第二章假師傅的特徵 :

引進異端，說大話，應許人得自由(2:1,18,19)

不承認主(2:1)

行為邪淫，也引誘人行邪淫(2:2,14,18)

習慣貪婪，在信徒身上取利(2:3,14,15)

輕慢權柄(2:10)

毀謗在尊位的和自己所不知的事(2:10,11)

喜愛白晝宴樂(2:13)



第二章：要分辨假先知、假师傅和异端

彼後 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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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取速速的滅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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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們因有貪心，要用捏造的言語在你們身上取利。
他們的刑罰，自古以來並不遲延，他們的滅亡也必
速速來到。

•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沒有寬容，曾把他們丟在
地獄，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審判。



假師傅和傳異端的人预言耶稣再来的例子

• 「安息日會」是「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簡稱。他們自視為基督教真命的「餘民
教會」，而其他基督教團體均已墮落、偏離正道，故不屑與之來往。

• 「安息日會」發源於美國本土，非常注重海外宣教工作，除了約有一萬名牧師
之外，並另訓練了兩萬名以上的宣教士，除極少數國家之外，全世界都有他們的
腳蹤。據非正式估計，目前總共約有兩萬間會所，會友達四百萬人，其中僅有五
分之一是在美國本土以內。

• 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是安息日會的鼻祖，但不是始創者。他原是浸信會的
傳道人，早年曾受當時流行的基督復臨運動的影響，對於基督再來有關的預言，
花了幾年的工夫，專潛研究聖經。根據他對但以理書中「七十個七」預言(但九
24~27)的推算，宣稱基督將於一八四三年三月廿一日至一八四四年三月廿一日之
間復臨。後來，他和他的附從者在經歷所謂「第一次的大失望」後，把「那日子」
推遲至一八四四年十月廿二日。屆時，他們當然再次經歷了大失望。失望之餘，
他說：「我承認我的錯誤；但我仍相信主的日子，已在門口了...」

• 雖然威廉‧米勒承認了他推算的錯誤，但他的附從者中，卻仍有些人對此教義
依戀不捨。其中一人名叫希蘭‧愛德生(Hiran Edson)的，聲稱他在「大失望」的
次日看見了異象，在異象中看到基督確實已經復臨了，不過不是復臨到地上，而
是進入了「天上的至聖所」。



假師傅和傳異端的人预言耶稣再来的例子
• Harold Egbert Camping (July 19, 1921 – December 15, 2013) was an 

American Christian radio broadcaster and evangelist.[1] Beginning in 1958, he 
served as president of Family Radio, a California-based radio station group that, at 
its peak, broadcastt to more than 150 mark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 Camping first predicted that the Judgment Day would occur on or about 
September 6, 1994.[7][8][9]

• When it failed to occur, he revised the date to September 29 and then to October 
2.[10][11] In 2005, 

• Camping predicted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to May 21, 2011, whereupon 
the saved would be taken up to heaven in the rapture, and that "there would 
follow five months of fire, brimstone and plagues on Earth, with millions of 
people dying each day, culminating on October 21, 2011, with the final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ristian_radi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vangelis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old_Camping#cite_note-AP-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amily_Radi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liforn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st_Judgme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old_Camping#cite_note-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old_Camping#cite_note-ibtimes1-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old_Camping#cite_note-1994?-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old_Camping#cite_note-FOOTNOTEAbanes199895-10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rold_Camping#cite_note-FOOTNOTECamping199226%E2%80%93531-11


神直接介入懲罰罪
惡的第一個例證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沒有寬容，
曾把他們丟在地獄，交在黑暗坑
中，等候審判。(彼後2:5)

又有不守本位、離開自己住處的
天使，主用鎖鏈把他們永遠拘留
在黑暗裡，等候大日的審判。
(猶大書 1:6)



神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臨到那不敬虔的世

代，卻保護了傳義道的挪亞一家八口。(彼後2:5)神
直
接
介
入
懲
罰
罪
惡
的
第
二
個
例
證



又判定所多瑪、蛾摩拉，將二城傾覆，焚燒成灰，作為後世不敬虔

人的鑑戒；只搭救了那常為惡人淫行憂傷的義人羅得。(彼後2:6-7)

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
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男人也是
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慾火攻心，彼此
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
這妄為當得的報應。 (羅馬書 1:27-28)

神
直
接
介
入
懲
罰
罪
惡
的
第
三
個
例
證



彼後 3: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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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
潔，怎樣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
都要被烈火熔化。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聖經中三大預言 預言内容 發生的事件

第一件 基督来到这世界 两千年前在伯利恒发生了

第二件 圣灵的来临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记载，在五旬节时完全应验了

第三件 主耶稣基督的复临 祂要第二次出现在这世界

第三章：要拒絕譏誚之人的話，確信主的命令和應許



第三章：要拒絕譏誚之人的
話，確信主的命令和應許

•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盼望這些
事，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汙，
無可指摘，安然見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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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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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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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們卻要在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
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願榮耀
歸給他，從今直到永遠！阿們。

預備主日子來到 (彼後 3:1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