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章 

彼得前、後書 
 

目標： 
 
完成本章，你應能夠： 
 說出彼得前、後書作者。 
 指出彼得前、後書的受書人。 
 舉出彼得前、後書的目的。 
 默寫彼得前、後書的鑰節。 
 列出彼得前、後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彼得前書 
引言 

 
作者：彼得 
 
對象：因信仰受逼害的外地居住的基督徒。  
 
目的：防備來自教會外的逼迫。  
 
鑰節：彼前四 12－13 
 
生活和事奉原則：應按聖經原則面對逼迫。 
 
主要人物：彼得、西拉、馬可。 
 

大綱 
 
壹、 問安：一 1－2 
 甲、 由耶穌的使徒彼得：一 1 
 乙、 給散居的選民：一 1 
  一、 本都 
  二、 加拉太 
  三、 加帕多家 
  四、 亞西亞 



  五、 庇推尼 
 
弍、 受苦中的安慰和保證：一 3－25 
 甲、 因福音事實而有的保證：一 3－12 
  一、 救恩的源頭：一 3 

a. 父上帝所揀選 
b. 主耶穌基督的救贖 
c. 聖靈叫人成聖 

二、 救恩的說明：一 3－5 
a. 活潑的盼望：一 3 
b. 不能朽壞的基業：一 4 
c. 不能玷污：一 4 
d. 不能衰殘（永遠）：一 4 
e. 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必得著：一 5 

乙、 因受苦有益而有的保證：一 6－8 
 一、 在試煉中仍有喜樂：一 6 
 二、 稱讚、榮耀、尊貴：一 7 
 三、 基於與耶穌的關係，而非靠外面環境而有的喜樂：一 8 
 四、 信心的保證：靈魂得救：一 9－12 

a. 眾先早已詳細考察：一 9－10 
b. 源頭：基督：一 11 
c. 概要：一 11－12 

i) 預告耶穌第一次降臨和受苦：一 11 
ii) 預告耶穌再來和後來得榮耀：一 11 

d. 天使也願考察：一 12 
丙、 正面面對受苦的保證：一 13－17 
 一、 約朿你們的心：一 13 
 二、 謹慎：一 13 
 三、 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時帶來的恩：一 13 
 四、 作順命的兒女：一 14 
 五、 不要效法從前的放縱：一 14 
 六、 要聖潔，因那呼召的是聖潔：一 15－16 
 七、 存敬畏的心度日：一 17 
丁、 因救恩而有的保證：一 18－25 
 一、 我們不是憑能壞的得贖：一 18 
 二、 我們得贖是憑基督的寶血：一 19－20 
 三、 藉救恩與上帝建立關係是受苦時的保證：一 21－23 
四、 這得救的保證是基於永存上帝的道，也是福音的基礎：一 



24－25 
 
叁、 基督徒對受苦的反應：二 1－三 13 
 甲、 對罪的反應：二 1 
 乙、 對上帝之道的反應：二 2 
 丙、 對上帝兒子的反應：二 3－10 
 丁、 對自己的反應：二 11 
 戊、 對未得救者的反應：二 12 
 己、 對官長的反應：二 13－17 
 庚、 對僱主的反應：二 18－20 
 申、 基於基督的榜樣的反應：二 21－25 
 壬、 對家人的反應：三 1－12 
  一、 妻子：三 1－6 
  二、 丈夫：三 7 
  三、 整個家庭：三 8－12 
 
肆、 受苦的操練：三 13－四 19 
 甲、 為義受苦帶來喜樂和無虧的良心：三 13－17 
 乙、 受苦叫罪人稱義：三 18－22 
 丙、 受苦使你日漸變得像基督：四 1－6 
 丁、 受苦是期待基督再來：四７ 
 戊、 受苦建立屬靈氣質：四 8－11 
  一、 愛：四 8 
  二、 赦免罪過：四 8 
  三、 款待人：四 9 
  四、 作百般恩賜的好管家：四 10－11 
 己、 受苦使日後的賞賜更多：四 12－13 
 庚、 受苦榮耀上帝：四 14－16 
 申、 受苦潔淨聖徒：四 17－19 
 
伍、 撮述信徒面對受苦的態度：19 
 
陸、 受苦時仍不要停止服侍：五 1－9 
 甲、 在苦難中堅守服侍：五 1－9 
  一、 作牧人：教會中的長老：五 1－4 

a. 牧養我們群羊：五 2 
b. 甘心照管 
c. 不是出於勉強：五 2 



d. 不是因貪財：五 2 
e. 作群羊的榜樣，不是轄制：五 3 
f. 牧長獎賞：五 4 

乙、 作僕人：年幼的和年長的：五 5－7 
 一、 年幼的順服年長的：五 5 
 二、 彼此順服：五 5 
 三、 要謙卑：五 5－6 

a. 上帝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五 5 
b. 謙卑的必升高：五 6 

四、 將憂慮卸給上帝：五 7 
 丙、 作精兵：五 8－9 
  一、 仇敵：像咆哮獅子，尋找可吞吃的人：五 8 
  二、 當兵的態度：五 8 

a. 謹守：五 8 
b. 警醒：五 8 

三、 對付仇敵的戰略：五 9 
a. 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五 9 
b. 知道並非孤單，世上眾弟兄也經歷同樣患難：五 9 

 
柒、 結語：五 10－14 
 甲、 祝福：五 10－11 
  一、 在耶穌裡受苦的益處：五 10 
   a . 成全你們 
   b. 堅固你們 

c. 賜力量你們 
二、 願權能歸給上帝：五 11 

 乙、 個人問安：五 12－14 
  一、 西拉：五 12 
  二、 在巴比倫的教會：五 13 
  三、 我的兒子馬可：五 13 
  四、 彼此親嘴問安：五 14 
  五、 向凡基督裡的人祝願平安：五 14 
 

 
彼得後書 
引言 

作者：彼得 
 



對象：在外地居住的基督徒，可能與前書是同一群的人。  
 
目的：防備來自教會外內逼迫，離道反教和錯謬教訓。  
 
鑰節：彼後三 1－2 
 
生活和事奉原則：教會中最危險的兩件事：離道反教和假師傅。 
 
主要人物：彼得、保羅。 

 
大綱 

 
壹、 引言：一 1－2 
 甲、 由作使徒和僕人的彼得：一 1 
 乙、 給那與我們同得寶貴信心的人：一 1 
 丙、 恩惠、平安因認識上帝和耶穌加增：一 2 
 
弍、 在背道反教和假師傅面前宣揚上帝的能力：一 3 
 
叁、 上帝的應許：一 4 
 甲、 生命 
 乙、 敬虔 
 丙、 知識 
 丁、 榮耀 
 戊、 美德 
 
肆、 上帝的原則：一 5－9 
 甲、 殷勤地發展：一 5 
 乙、 原則清單：一 5－7 
  一、 信心：一 5 
  二、 德行：一 5 
  三、 知識：一 5 
  四、 節制：一 6 
  五、 忍耐：一 6 
  六、 敬虔：一 6 
  七、 愛弟兄的心：一 7 
  八、 受眾人的心：一 7 
 丙、 這些原則的價值：使你們：一 8 



  一、 充充足足 
  二、 在認識耶穌上結果子 
 丁、 沒這些原則的麻煩：一 9 
  一、 無屬靈眼 
  二、 無屬靈記憶 
 
伍、 上帝的呼召：一 10－12 
 甲、 更加殷勤確認：一 10 
 乙、 這樣必永不失腳：一 10 
 丙、 肯定進入永遠的國度：一 11 
 丁、 在真道上固：一 12 
 
陸、 向上帝使徒的啟示：不久要脫迌仕這帳棚：一 13－15 
  
柒、 上帝的道：一 16－21 
 甲、 不是隨從乖巧揑造的虛言，乃是親眼見過的：一 16 
 乙、 基於基督的神性：一 17 
 丙、 先知更確的預言：一 19 
 丁、 非隨私意解說：一 20 
 戊、 出於聖靈的感動：一 21 
 
捌、 慎防假師傅：上帝的仇敵擾亂這些原則（以上弍至柒點）：二 1－三 4 
 甲、 仇敵的身份：二 1－9 
  一、 目前：假師傅：二 1－3 
  二、 過去：二 1－9 

a. 假先知：二 1 
b. 犯罪的天使：二 4 
c. 挪亞時代的人：二 5 
d. 羅得日子的人：二 6－9 

乙、 上帝仇敵（假師傅）的樣子：二 1－3，10－19 
 一、 陷害人的異端：二 1 
 二、 不承認主：二 1 
 三、 行為邪淫：二 2 
 四、 叫真道被毀謗：二 2 
 五、 貪心：二 3 
 六、 揑造的言語：二 3 
 七、 在上帝百姓身上圖利：二 3 
 八、 隨從肉身放縱情慾：二 10 



 九、 輕慢主治的：二 10 
 十、 任性：二 10 
 十一、 毀謗尊位的：二 10 

a. 漠視這樣的事連天使也不作的：二 11 
b. 毀謗所不曉得的：二 12 
c. 既行不義，便得不義的工價：二 12－13 

十二、 被玷污，有瑕疪：二 13 
十三、 團契中的詭詐人：13 
十四、 滿眼淫色：二 14 
十五、 不止住犯罪：二 14 
十六、 引誘心不堅固的人：二 14 
十七、 貪婪：二 14 
十八、 咒詛的種類：二 14 
十九、 偏離正路隨從巴蘭的路：二 15－16 
二十、 無水的井：二 17 
廿一、 狂風催逼的霧氣：二 17 
廿二、 墨黑的幽暗為他們存留：二 17 
廿三、 說虛妄矜誇的大話：二 18 
廿四、 引誘剛脫離妄行的人：二 18 
廿五、 身為奴僕卻應許人得以自由：二 19 

 丙、 仇敵的結局：二 20－22 
  一、 末後果況比先前更不好：二 20 
  二、 曉得義路卻背棄，不如不曉得更好：二 21 
  三、 如狗吃所吐的，猪回到泥裡：二 22 
 
玖、 慎防背道：三 1－18 
 甲、 背道的定義：三 1－4 
  一、 先知預告：三 1－2 
  二、 背道就是譏誚主再來的應許：三 4 
 乙、 對背道的回答：上帝對過去、現在未來世界的處理：三 5－13 
  一、 人雖譏誚，過去的世界被消滅：三 5－6 
  二、 現今的世界終在日後消毀：三 7－8，10 
  三、 上帝有祂行事的時間表：三 8 
  四、 上帝計劃中最重要部份是萬人得救：三 9 
  五、 上帝實現計劃的「主的日子」忽然出現：五 10 
  六、 上帝計劃的終局是新天新地的出現：三 13 
 丙、 信徒面對背道者的反應：三 14－18 
  一、 安然見主：三 14 



  二、 沒有玷污：三 14 
  三、 無可指摘：三 14 
  四  要明白上帝長久忍耐是畏叫人得救：三 15－16 
  五、 防備惡人的謬誘惑：三 17 
  六、 在恩典中長進：三 18 
  七、 在主耶穌基督的知識上長進：三 18 
 
拾、 結語：三 18 
 
 
 
 
 
 
 
 
 
 
 
 
 
 
 
 
 
 
 
 
 
 
 
 
 
 
 
 
 
 



自我測驗 
 
1. 誰是彼得前、後書的作者？ 
 

                                                                   
 

2. 舉出彼得前書的目的。 
 

                                                                   
 

3. 誰是彼得前書的受書人？ 
 

                                                                     
 

4. 列出彼得前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5. 默寫彼得前書的鑰節。 
 

                                                                   
 

6. 舉出彼得後書的目的。 
 

                                                                   
 

7. 誰是彼得後書的受書人？ 
 

                                                                     
 

8. 列出彼得後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9. 默寫彼得後書的鑰節。 
 

                                                                   
（答案在手冊末章後列出） 



進深研讀 
 
1. 讀彼得前、後書，並寫下一切指為「寶貴」的。 
 
2. 得前書，並記下每處有關受苦和恩典的經文。恩典和受苦是鑰詞。 
 
3. 彼得前書有幾個描述信徒的頭銜。讀這些經文，並列出這些頭銜：一 14；
二 2；二 5；二 9（四個不同的頭銜）；二 11；四 16；四 18；一 2；二 10；
四 11；五 2。 

 
4. 研究福音書和使徒行傳中的彼得生平。 
 
5. 留意基督生命中的活潑實相： 
 活潑的盼望：彼前一 3  活潑的道：一 23  活石：二 4 
 
6. 彼得前書引述多處舊約聖經。比較下列： 
 
  舊約資料      彼得引述 
 賽廿八 16      彼前一 6 
 詩一一八 22      彼前一 7 
 賽八 14       彼前一 8 
 
7. 讀彼前二 9－10。比較信徒得救前後的生活： 
 
  得救前      得救後 
 
  蒙召出                      入                 
 
  不算得                      現在卻作           
 
  未蒙                  現在蒙              
 
8. 按彼得後書，列出不敬虔的人或假師傅的特徵。保留這清單，以後跟猶大書 
的作一比較。 

 
9. 根據彼後一 5－10，列出信徒在生命中應加上的一些特質。 
 
10. 比較主的日子（彼後三 10）和審判的日子（彼後三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