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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後書第十三課 主必再來（3：1-16） 

 

複習：彼得後書第二章裡，彼得用了整整一章的經文講一個重要的主題，是什麼？ 

 

經文：彼得後書 3:1-16 

 彼得寫彼得後書的目的是什麼？（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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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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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要緊的提醒是什麼？（3-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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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降臨

的應許在那裡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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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此，當時的世界被水

淹沒就消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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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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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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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

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我們當如何預備迎見主的再來呢？（10-1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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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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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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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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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13  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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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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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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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段： 

1. 彼得寫彼得後書的目的是什麼？（1-2 節） 

2. 第一要緊的提醒是什麼？（3-9 節） 

3. 我們當如何預備迎見主的再來呢？（10-16 節） 

 

 

思考討論問題： 

 

1. 破冰問題﹕如果人做任何事都不必承擔後果，他會怎樣過日子？ 

 

2. 彼得寫彼得後書的目的是什麼？（1-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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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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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書三方面的目的： 

1. 提醒你們（1a） 

2. 激發你們（1b） 

3. 叫你們記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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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對照本書的 1：12-15，其中已經提到了“提醒”和“激發”。在假教師攪擾教

會的大背景之下，這些提醒和激發顯得格外重要！ 

 

 如何激發人們誠實的心？ 

1. 用光 

 誠實的心是指 wax-covered 的心；人心中的罪、黑暗被光顯明；聖靈

的光照，聖經話語的光都有潔淨人心的作用。 

2. 用風 

 誠實的心還是指谷粒當中完全沒有糠皮的參雜；在各樣的試煉中，我

們的心變得更“誠實”。 

3. 用水 

 以弗所書 5:26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潔，  

 

 記念是什麼意思？信徒都當記念什麼？ 

1. 這裡的“記念”與我們過“結婚紀念日”或紀念其它的特別日子有什麼不

同？ 

2. 信徒當記念：聖先知和主救主的命令。“記念”是指記得主的教訓並且遵行

的意思，不僅僅是儀式上的紀念而已。 

3. 聖先知和主救主的命令指什麼？ 

 使徒與先知並列，包括新舊約全書。 

 以弗所書 2:19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

家裡的人了；20  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

己為房角石，  

 

 如果你已經信主一段時間了，請回憶一下：在你所領受的教導中，有那些教導

對你有深刻的影響？常常回想信主早期的教導對一個「老基督徒」會有甚麼幫

助？ 

3. 當時，彼得第一要緊的提醒是什麼？（3-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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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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降臨

的應許在那裡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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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此，當時的世界被水

淹沒就消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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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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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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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願

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彼得認為第一要緊的提醒是什麼？為什麼？ 

o 要提醒人：主必再來 

o 因為在教會中有人公開否認主再來的真理，迷惑了許多人。「基督再來的應

許」是基督教的核心信仰之一。基督再來的應許為生命提供了意義與方向。

如果沒有基督的再來，萬物及整個創造皆無目的，個人的生命除了死亡之外

便毫無目標，某些負面的生活態度勢必無可避免，比如﹕ 

 如果沒有將來的盼望，人便可隨意盡情享樂，人會變得對人對事漠不

關心 

 如果心中不信基督再來時有公義的審判，人就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

責；人可以為了自己的幸福，犧牲別人的幸福，甚至可以隨著自己的

好惡，犧牲別人的幸福 

 如果基督不會再來，……… 

 

 否認主再來的人有哪兩個理由？ 

1. 一直這麼久了，主再來的應許都沒有成就，所以不會成就的。 

2. 世界一直是這樣的，穩定地運行，沒有改變的；所以，主再來的說法是不可

信的。 

 

 彼得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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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們的觀點是被他們的心所決定的（3 節）。不是頭腦出了問題，而是心裡

先出了問題，因為他們心中有私慾。“理性是心的奴隸。” 

2. 世界不是一直如此的（5-7 節）。在歷史上，洪水曾經毀滅過一次世界；將

來上帝要用火來毀滅世界。 

3. 上帝不是耽延而是寬容（8-9 節）。 

 

 這些譏誚的人都是誰？ 

1. 就是前文提到的假教師 

2. 主曾預言： 

 馬太福音 24:3  耶穌在橄欖山上坐著，門徒暗暗的來說：「請告訴我

們，什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什麼預兆呢？」4  耶

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5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11  且有好些

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  

 馬太福音 24:23  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基督在這裡』，或說：

『基督在那裡』，你們不要信！24  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

顯大神蹟、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25  看哪，我預

先告訴你們了。26  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曠野裡』，你

們不要出去！或說：『看哪，基督在內屋中』，你們不要信！  

o 保羅的預言： 

 提摩太前書 4:1  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

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2  這是因為說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

良心如同被熱鐵烙慣了一般。3  他們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或作：

又叫人戒葷），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謝著領受

的。  

 提摩太後書 3:1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2  因為那時人

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

心不聖潔、3  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兇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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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良善、4  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神，5  有

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躲開。6  那偷進人家、

牢籠無知婦女的，正是這等人。這些婦女擔負罪惡，被各樣的私慾引

誘，7  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道。8  從前雅尼和佯庇怎樣敵擋摩

西，這等人也怎樣敵擋真道。他們的心地壞了，在真道上是可廢棄

的。9  然而他們不能再這樣敵擋；因為他們的愚昧必在眾人面前顯露

出來，像那二人一樣。  

o 舉例說明： 

 江峰先生的“歷史上的今天：丁光訓 徘徊在中共與上帝之間的‘主

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G_bzIU-eIM  

  姜光宇先生 12 月 6 日的自媒體節目 “新聞最嘲點：德州教堂浴室牆

壁內發現鉅款，明星牧師涉嫌監守自盜！” （可以跳過前 13 分 50

秒）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3kVHoOs6vU  

 

 新約聖經中都有哪些經文講到“主耶穌再來”？ 

o 使徒約翰：約翰福音 14：1-3；啟示錄 19 章 

o 路加：使徒行傳 1：11； 

o 使徒保羅：哥林多前書 15：23；哥林多後書 1：14；腓立比書 1：6；帖撒

羅尼迦前書 3：13；4：14-18；帖撒羅尼迦後書 1：10；2：1；提摩太前書

6：14；提摩太後書 4：8；提多書 2：13 

o 希伯來書的作者：希伯來書 9：28； 

o 雅各：雅各書 5：7 

o 使徒彼得 

 

 主看時間，與我們看時間的方式不同（詩篇 90:4  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

又如夜間的一更。）；神做事有祂的時間，有時候會超出我們所能想象的。在這方

面你有什麼個人的經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G_bzIU-eI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3kVHoOs6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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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當如何預備迎見主的再來呢？（10-16 節） 

 

a. 主再來的日子會是怎樣的呢？（1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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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聖經中都有哪些經文提到天地要被火所毀滅？ 

o 以賽亞書 66:15  看哪，耶和華必在火中降臨；他的車輦像旋風，以烈怒施行

報應，以火焰施行責罰；16  因為耶和華在一切有血氣的人身上，必以火與

刀施行審判；被耶和華所殺的必多。  

o 瑪拉基書 4:1  萬軍之耶和華說：「那日臨近，勢如燒著的火爐，凡狂傲的和

行惡的必如碎稓，在那日必被燒盡，根本枝條一無存留。  

 

b. 我們當如何預備迎見主的再來呢？（11-16 節）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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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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鎔化。13  但我們

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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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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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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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聖潔，什麼是敬虔？我們怎樣才能追求聖潔和敬虔呢？ 

1. 聖潔，與世界相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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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敬虔，在上帝面前 

 

 上帝為什麼用創造“新天新地”來解決這個世界的問題？ 

1. 環境污染，回收垃圾是解決辦法之一 

2. 思想污染，健康思想教育有一定的幫助 

3. 罪的污染呢？當如何解決呢？ 

 神的復興計劃就是再造一個新天新地。 

 “大爆炸”。世界是大爆炸開始的嗎？應該不是。但是世界將要在一

場“大爆炸”當中結束！ 

 有義居住在其中？ 

 神作為那義者 

 因信稱義的人們 

 

 三次提到“仰望”“盼望”（12-14 節）。你喜歡等人嗎？ 

 

 盼望主再來的人當如何預備自己，迎見主再來？ 

1. 原則：聖潔和敬虔（11 節） 

2. 心態：盼望主來（12，13，14 節） 

3. 行動：就當殷勤， 

 對自己：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見主（14 節）； 

 對別人：並且要以我主長久忍耐為得救的因由（15 節） 

 

 在這方面（上帝的忍耐寬容使人得救），使徒保羅有哪些教導？ 

1. 羅馬書 2:4  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他的恩慈是領你

悔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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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羅馬書 3:25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

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26  好在今時顯明他的

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3. 提摩太前書 1:15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

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16  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

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加速主的再來嗎？ 

1. 就當殷勤。怎樣才算殷勤？如何殷勤？為什麼當殷勤？ 

 14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勤 

2. 藉著禱告。馬太福音 6:10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

天上。  

3. 藉著傳福音。 

 馬太福音 24:14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

才來到。 

 羅馬書 11:25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恐怕你們自以為

聰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

26  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

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  

 

 應用問題：請歸納一下並用自己的語言講出來：我們當如何預備迎見主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