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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及進度表 
 

時間：01/07 －30/09(2012 年)      學季：成人主日學第四季           地點：教會 
 

教師：高路                                           科目：彼得前後書 
 

課程目標： 
 
 
 
 
 

課程大綱： 
 
 
 
 
 
 
 
 
 
 
 
 
 
 
 
 
 
 
 
 
 
 
 

課本：聖經 

參考：David Pawson，新約縱覽；丁道爾，聖經註釋。 
 

 

1) 了解彼得前後書在聖經中的地位和意義。 

2) 了解彼得前後書的主題，主綫；重點。清楚信徒如何堅定救恩的盼望。 

3) 了解彼得前後書最重要的屬靈教導，以此推動牢固的屬靈生命腳步。 
 

           

             第一課：緒論－彼得前後書主題，簡介，課程大綱介紹。 

彼前： 

1, 靈魂救恩的福分 

第二課：靈魂救恩，神必保守信從者（彼前 1:1-12） 

第三課：謹守盼望，聖潔敬畏守真理（彼前 1:13-25） 

2, 尊貴揀選的榮耀 

第四課：成長得救，主恩揀選神子民（彼前 2:1-10） 

             第五課：屬靈爭戰，禁戒私慾願受苦（彼前 2:11-25） 

             第六課：矯正關係，同心行善肯忍耐（彼前 3:1-22） 

第七課：效法基督，遵神旨為主受苦（彼前 4:1-19） 

3, 教會責任的持守 

第八課：牧養重任，甘心榜様靠信心（彼前 5:1-13） 
 

彼後： 

1, 建造生命要慇勤 

第九課：救恩階梯，真道晨星心裡現（彼後 1:1-21） 

第十課：假道異端，不義敗壞必遭滅（彼後 2:1-21） 

2, 抵禦假道要堅定 

第十一課：末日審判，警誡私慾不敬虔（彼後 3:1-18） 
 

 



約翰一、二、三書，猶大書緒論： 

1) 學習聖經的目的：提後 3:14-17 節 

2) 學習聖經的方法：徒 17:11 節；林前 14:29 節 

3) 學習聖經的要訣：約一 2:27 節 
 
 

1, 彼得前後書在聖經中的地位： 

1) 激勵信徒滿得神丰富的恩典，要用受苦的心志，建立堅定的信心和健康的教會。 

2) 鼓勵信徒追求生命的長進，要更加慇勤，建立豐盛的生命，在末日爭戰中站穩。 
 
 

3, 彼得前後書的主題與主綫： 

1) 彼得前書： 

(1) 主題：堅定救恩的盼望－彼前 1:5 

(2) 主線：必得靈魂的救恩；靠神尊貴的揀選；堅守教會的重任。 

2) 彼得後書： 

(1) 主題：堅固救恩的腳步－彼後 1:10 

(2) 主綫：追求生命的長進；追求真道的堅固。 
 
 

4, 思考問題： 
 

1) 彼得前後書的重要意義如何？ 

2) 對信徒生命的影響如何？ 

3) 信徒如何面對逼迫，和末日？ 

4) 解釋聖經的原則是什麽？ 

5) 信徒屬靈生命道路上的重點是什麽？ 
 
 
 
 
 
 
 
 
 
 
 
 
 
 
 



第二課：靈魂救恩，神必保守信從者（彼前 1:1-12） 
 
 

內容概述： 
  

        使徒彼得寫信給幾個地區的教會，問候所有蒙恩的信徒，鼓勵他們堅定救恩的盼望，

到主再來的日子必全然得著。勸勉信徒要大有喜樂，雖然在試煉中暫時憂愁，但是經過試

煉的信心更顯寶貴。信徒雖然未見過主卻愛主，因信有大喜樂，進而得到信心的果效，靈

魂的救恩。這是先知早已藉著基督的靈詳細考查，和使徒藉聖靈所傳講的。         
 

內容大綱： 
 

1) 彼得問候信徒，是蒙父神揀選、藉聖靈成聖、順服耶穌基督的人（彼前 1:1-2） 

2) 父神的憐憫，藉基督複活重生賜盼望，必能得末世要顯現的救恩（彼前 1:3-5） 

3) 信徒是大有喜樂。雖有經歷試煉的暫時憂愁，信心卻更顯出寶貴（彼前 1:6-7） 

4) 雖未見過主卻愛祂和相信祂，因信心而喜樂，就得著靈魂的救恩（彼前 1:8-9） 

5) 眾先知藉心裡基督的靈考查救恩，傳道者藉著心裡的聖靈傳福音（彼前 1:10-12） 
 

思考問題： 
 

1) 蒙父神恩召揀選的人，是否都會順服耶穌基督？ 

2) 若是救恩到末世才會顯現，當下是否可以有得救的確據？ 

3) 信心被試驗而寶貴，但是會憂愁，能否選擇不要試練只要喜樂？ 

4) 信心的果效是靈魂的救恩，信心的果效是一次性的、還是持續性的？ 

5) 舊約先知詳細地考查救恩的時候耶穌還未降臨，他們如何考查？ 
 

本課總結： 
 

        使徒彼得在自己將要離世之前寫信勸勉眾教會的信徒，讓他們堅定蒙神揀選的信心，

持守末日顯現的救恩。雖然會經過百般的試煉，暫時憂愁，信心卻因此更顯寶貴。因愛沒

有看見過的主耶穌大有喜樂，并得著信心的果效，靈魂的救恩。這就是眾先知早已藉著聖

靈考查、預言，也是使徒靠著聖靈所傳的福音。 
          

應用迴響： 
 

1) 蒙神恩召揀選的人（            ）順服主，藉聖靈成聖的人（           ）順服主。 

2) 當下顯現救恩的（             ），末日顯現救恩的（              ）。 

3) 信心被試煉（        ）憂愁，信心被試煉（        ）喜樂，信心被試煉（          ）寶貴。 

4) 信心的果效是（          ）的果子，信心的果效是（          ）的救恩。 

5) 聖靈在當下的時代中工作，聖靈在人類的（            ）中工作。 
 
 



第三課：謹守盼望，聖潔敬畏守真理（彼前 1:13-25） 
 
 

內容概述： 
 

        既然得到如此寶貴、切實的救恩，基督徒就要謹守、盼望主再來。要順服主的命令，

不可重回放縱私慾，而要凡事聖潔。神將來要按各人的行為審判，所以要敬畏神，且憑著

基督的寶血得勝。順從真理來潔淨自己的心，切實愛弟兄，因為是藉神的道而重生。 
          

內容大綱： 
 

1) 應當謹慎自守、專心盼望，擯棄放縱私慾，追求凡事行在聖潔中（彼前 1:13-16） 

2) 應當存敬畏的心度日，因為主是公義；憑基督的寶血可脫離罪行（彼前 1:17-19） 

3) 神在創世以前設立基督，在末世顯現；人的信心和盼望都在於神（彼前 1:20-21） 

4) 人若信從真理，就潔淨自己的心，有愛弟兄的心；藉神的道重生（彼前 1:22-23） 

5) 凡有血氣的必如草雕謝，惟有靠主的道才能常存，福音就是這道（彼前 1:24-25） 
 

思考問題： 
 

1) 信主的人是完全得到釋放，為什麼還要謹慎自守？ 

2) 得救是憑著基督的寶血，為何説父是按各人的行為審判人？ 

3) 基督創世之前預先被神知道，神預先知道人會犯罪為何還造人？ 

4) 基督徒是從聖靈得到重生，為何使徒彼得這裡説是藉著神的道？ 

5) 從“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如何理解什麼是福音？ 
 

本課總結： 
 

        使徒彼得在宣告基督徒得蒙救恩是確實的，是先知早已預言的。隨即就告誡要因此約

束自己的心，謹守、盼望主再來帶來的全然的救恩，凡事要聖潔。要順從主的命令，而不

要再回到舊日生命的老路，因為神必按各人的行為審判。而基督徒是憑著基督的寶血，藉

著神的道得到重生的人，這就是福音的真道。 
          

應用迴響： 
 

1) 因主的恩典被釋放，因主的恩典要（            ）。 

2) 得救是靠基督脫離死亡的審判，得救是靠基督脫離罪惡的（            ）。 

3) 全知全能的神預備救贖，全知全能的神（             ）救贖。 

4) 重生的人必須（          ）聖靈，重生的人必須（           ）聖靈。 

5) 福音是讓人（          ）救恩的道理，福音是讓人（          ）救恩的道理。 
 
 
 



第四課: 成長得救，主恩揀選神子民（彼前 2:1-10） 
 
 

內容概述： 
 

        要除去一切的惡，并愛慕神的道，因此漸長得救，這是嘗過主恩者的必須。雖然有人

離棄活石的主，但神看為寶貴，使信主的人被主建造成聖潔的靈祭。信從的人必顯寶貴，

不順從的人必然絆跌。基督徒是蒙揀選的，有祭司、聖潔、神子民之榮耀，為的是宣揚救

主的美德，得到神的憐憫。 
          

內容大綱： 
 

1) 既除去罪之惡，就要愛慕屬靈的奶，生命漸長以致得救，盡顯主恩（彼前 2:1-3） 

2) 主乃活石，是神所揀選的；信徒也像活石，被造成聖潔祭司的靈祭（彼前 2:4-5） 

3) 聖經預言，神預定主對信靠的人是房角石，對不順從的人是絆跌石（彼前 2:6-8） 

4) 惟有信的人是被揀選，是祭司、子民、聖潔國度，以宣揚神的美德（彼前 2:9-10） 
 

思考問題： 
 

1) 基督徒當愛慕純凈的靈奶，使生命漸長以致得救，靈奶是什麽？ 

2) 主是賜人永生的活石，棄絕這個活石的人，是否指不接受福音的人？ 

3) 信徒來到主面前也像活石，這個比喻與信徒的信仰有何關係？  

4) 不順從神的話必然會絆跌，並且是神預定的，是神預定人絆跌嗎？ 

5) 信徒蒙揀選要得到永生，卻為何不直接去天堂？在地上的意義何在？ 

6) 人被神揀選來榮耀神，為何沒有強調功勞，卻說是蒙了憐卹？ 
 

本課總結： 
 

        既然聽了福音的道，除去一切的惡，就應該愛慕屬靈的餵養，以致於漸長得救，這是

嘗過主恩滋味的應該回應。雖然有人離棄活石的主，但是卻把信的人像活石建造成聖潔祭

司，成為信從之人的寶貴。而不順從的人則必然絆跌。基督徒是被揀選的族類，得極大的

榮耀，為的是宣揚神的美德。 
          

應用迴響： 
 

1) 基督徒必須接受真理的道，基督徒必須（           ）真理的道。 

2) 認識福音需要神的恩典，得到福音需要人的（             ）。 

3) 福音賜給信徒永生的盼望，福音賜給信徒永生的（           ）。 

4) 順從主的教訓必不絆跌，不順從主的教訓（             ）絆跌。 

5) 信徒蒙召是要得到神的恩典，信徒蒙召是要（            ）神的榮耀。 

6) 可以榮耀神是蒙神的悅納，可以榮耀神是蒙神的（            ）。 
 



第五課: 屬靈爭戰，禁戒私慾願受苦（彼前 2:11-25）  
 
 

內容概述： 
 

        基督徒要認識到自己的客旅身份，禁戒肉體的私慾，好叫靈魂得勝；也用好行為在外

邦人中榮耀神。要為主的緣故順服人的製度，努力行善，不可以自由為藉口作惡。也要順

服主人，甘願受苦，效法主。主耶穌親身擔當人的罪，叫信他的人在罪上死，在義上活，

以至於歸到靈魂的牧人監督。 
 

內容大綱： 
 

1) 信徒是客旅，要禁戒與靈魂爭戰肉體私慾；在世以好行為榮耀神（彼前 2:11-12） 

2) 順服人的製度，有善行；不可藉自由遮蓋犯罪，尊敬人，愛弟兄（彼前 2:13-17） 

3) 僕人以敬畏的心順服主人，為主忍受冤屈、行善受苦，蒙神喜愛（彼前 2:18-20） 

4) 信徒蒙召為行善受苦，基督也為信徒受苦，做順服、交託的榜様（彼前 2:21-23） 

5) 基督擔當人的罪，叫信徒在罪上死、在義上活，歸於靈魂的牧人（彼前 2:24-25）          
 

思考問題： 
 

1) 肉體的私慾是與靈魂爭戰的，私慾會勝過靈魂嗎？結果會如何？ 

2) 基督徒要順服一切人的製度，是否有特例的情況？ 

3) 忍受乖僻的主人，因為行善而受苦，是否罔顧神的公義？ 

4) 基督徒蒙召就必須受苦，是否神刻意苦待我們？ 

5) 既然主耶穌已經親身擔當了人的罪，為何信徒還要對付罪？ 
 

本課總結： 
 

        使徒彼得提醒信徒客旅的身份，因此勸誡他們禁戒肉體的私慾，以幫助自己的靈魂，

也要品行端正來榮耀神。並要順服人的一切製度，一心行善。不可藉自由犯罪，而要凡事

敬畏神。並且順服主人，甚至願意因行善受苦，效法基督。靠主耶穌在罪上死，在義上

活，真正歸向靈魂的牧人監督，主基督耶穌。 
          

應用迴響： 
 

1) 靠自己不能禁戒肉體私慾，靠（             ）必能禁戒肉體私慾。 

2) 基督徒順服人的製度去行（            ），基督徒不順服人的製度去行（            ）。 

3) 因犯罪受苦是神的管教，因行善受苦是神的（             ）。 

4) 蒙召受苦要除去肉體的私慾，蒙召受苦要成就（                 ）。 

5) 主耶穌親身擔當了信徒的罪，信徒能夠（            ）自己的罪。 
 
 



第六課: 矯正關係，同心行善肯忍耐（彼前 3:1-22） 
 
 

內容概述： 
 

        妻子當順服丈夫，有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以溫柔、安靜的心為裝飾。丈夫要善待

和敬重妻子。信徒要同心、彼此體卹、相愛，以善報惡，甘心受苦，效法基督。存著無虧

的良心有好品行，以此抵擋世人的毀謗，并榮耀神。不要行惡受苦，甘願行義受苦，順服

神的旨意。 
 

內容大綱： 
 

1) 妻子順服丈夫；以貞潔品行和敬畏來感化人，以溫柔、安靜為裝飾（彼前 3:1-6） 

2) 丈夫敬重妻子，以情理相待，包容軟弱，共受生命之恩，得神悅納（彼前 3:7） 

3) 主內同心、體卹、相愛，慈憐謙卑而蒙福；主看顧義人，刑罰惡人（彼前 3:8-12） 

4) 行善則避害、為義受苦而蒙福，心要尊主爲聖、良心無虧見證神（彼前 3:13-17） 

5) 基督曾受苦以義代替不義、復活拯救信徒，人應當存無虧的良心（彼前 3:18-22）          
 

思考問題： 
 

1) 妻子順服丈夫，用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感化不信的丈夫，現在還適用嗎？ 

2) 丈夫若是不敬重妻子，自己的禱告會受到阻礙，為什麼？阻礙了會如何？ 

3) 以祝福回應人的惡待和辱罵，為什麼説還可以承受到福氣？ 

4) 存著無虧的良心可以對付毀謗，是説人覺得自己良心過得去就可以了嗎？ 

5) 基督藉著聖靈傳道給監獄裡的靈聽，是説人死後還可以聽福音嗎？ 
 

本課總結： 
 

        信徒的屬靈生命中應當有正確的屬靈生活，妻子應當順服丈夫，存敬畏神的心。不效

法世人追求的美艷，當以溫柔安靜為裝飾，得神的喜悅。丈夫要敬重妻子，按情理待妻

子，禱告以得垂聽。信徒之間要彼此同心、體卹、相愛，以善報惡。對世人要存無虧的良

心而有好的品行，甘願為義受苦，效法基督。 
          

應用迴響： 
 

1) 妻子順服丈夫是神的（           ），妻子順服丈夫是神的（                         ）。 

2) 丈夫敬重妻子是神的（           ），丈夫敬重妻子是自己的（           ）。 

3) 以善報惡是聖經的教導，以善報惡是基督的（              ）。 

4) 基督徒因為信主有屬天的盼望，基督徒因為（              ）有屬天的盼望。 

5) 基督徒在世人面前有（             ），基督徒在神面前有（                         ）。 
 
 



第七課: 效法基督，遵神旨為主受苦（彼前 4:1-19） 
 
 

內容概述： 
 

        效法基督有受苦的心志，與罪斷絕，只從神的旨意。雖會遭遇外邦人的毀謗，神會審

判所有的人。末日已近，信徒要警醒，彼此相愛，按神賜的恩來服侍神，榮耀神。基督徒

遭遇火煉的試驗，要因與基督同受苦而歡喜，靠聖靈而得勝，成為義人，在末日審判的時

候可以得救。要一心為善，將靈魂交託給主。 
 

內容大綱： 
 

1) 受苦的心志為兵器，以此斷絕罪，不從人的情慾，只從神的旨意（彼前 4:1-2） 

2) 脫離往日罪人的各樣罪，雖被惡人毀謗，將都必面臨最終的審判（彼前 4:3-6） 

3) 世界結局已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彼此相愛、服事榮耀神（彼前 4:7-11） 

4) 遇到火煉要歡喜，為基督的名受苦是蒙福，因為驗證聖靈的同在（彼前 4:12-16） 

5) 末日審判從神家起，義人僅僅得救；要照神旨意受苦，靈魂托主（彼前 4:17-19）          
 
 

思考問題： 
 

1) 為何在肉身受過苦，就可以與罪斷絕？不從人的情慾，只從神的旨意？ 

2) 肉體按着人受審判，靈性靠神活著，是指肉體犯罪與靈性無關嗎？ 

3) 愛能遮掩許多的罪，是否對人行善，就可以遮掩自己犯罪嗎？ 

4) 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不要奇怪，倒要歡喜，是要信徒強顏歡笑嗎？ 

5) 審判的時候義人僅僅得救，這個義人包括所有受洗的基督徒嗎？ 
 

本課總結： 
 

        彼得再次堅固信徒為義受苦的心志，教訓他們肉身受苦也是在脫離罪，從而可以不從

人的情慾，只從神的旨意。世人雖然犯罪，毀謗信徒，神最終必審判所有的人。彼得以末

日近了提醒信徒要警醒，也要彼此相愛，儘心、儘力侍奉神。信徒會遇見火煉的試驗，但

要因與基督有份而歡喜，且不斷經歷聖靈。因為審判的時候，只有義人才得站立。 
          

應用迴響： 
 

1) 體貼肉體去享受與罪（               ），對付肉體去受苦與罪（                ）。 

2) 末日神必審判（              ）的人，末日神必接納（               ）的人。 

3) 彼此切實相愛能（              ）赦罪，彼此切實相愛能（              ）犯罪。 

4) 因信主會經歷火煉的試驗，因（             ）必勝過火煉的試驗。 

5) （             ）基督徒的有得救的可能，（                ）基督徒的有得救的肯定。 
 



第八課: 牧養重任，甘心榜様靠信心（彼前 5:1-13） 
 
 

內容概述： 
 

        彼得教導作長老的，自己要有為主受苦的見證，要照神的旨意牧養，甘心樂意、作信

徒的榜様。年幼信徒的要順服年長的，并彼此順服。要謹慎警醒，用堅固的信心抵擋撒但

的攻擊，勝過苦難，必得神的成全。這樣的救恩使確實的，要在這恩典上站立得住。 
 

內容大綱： 
 

1) 長老應有受苦見證，為神甘心樂意牧養群羊、并作榜様，主必獎賞（彼前 5:1-4） 

2) 年幼要順服年長的，都要謙卑，彼此順服；要在神面前自卑、交託（彼前 5:5-7） 

3) 務要警醒，因魔鬼伺機吞吃信徒；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同受苦難（彼前 5:8-9） 

4) 賜恩的神在基督裡召信徒得享榮耀，雖暫受苦難，終必被神成全（彼前 5:10-11） 

5) 使徒彼得寫信勸勉信徒，證明神恩典的真實，鼓勵要堅立恩典中（彼前 5:12-13）         
 

思考問題： 
 

1) 彼得勸長老牧養教會要按照神的旨意照管，如何知道他們的確遵守？ 

2) 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是指年紀小的要順服年紀大的嗎？ 

3) 撒但像吼叫的獅子要吞食人，是指信徒嗎？因何可以被吞吃？ 

4) 神等基督徒暫受困難，然後親自成全，為何要經歷受苦的過程？ 

5) 救恩在末日的時候才完全成就，彼得何以知道是神的真恩？ 
 

本課總結： 
 

        使徒彼得用自己為基督受苦的生命見證，教導作長老的人，要他們凡事先作群羊的榜

様，甘心樂意，照神的旨意牧養群羊，也必得主的獎賞。同時教導靈命尚淺的信徒，要順

服長老的屬靈權柄，也要彼此順服，謙卑在神面前。并囑咐教會要謹慎警醒，用堅固的信

心抵擋撒但不停的攻擊。雖然會經歷困難，至終必得神的成全，此乃確實的救恩。 
          

應用迴響： 
 

1) 長老是群羊的牧養者，長老是群羊的（              ）者。 

2) 會眾順服長老是（              ），會眾彼此順服是（               ）。 

3) 撒但要吞吃教會所有的人，撒但能吞吃教會（               ）的人。 

4) 基督徒在世界受苦是（             ）的，基督徒在世界受苦是（               ）的。 

5) 基督徒不能誇口自己得到救恩，基督徒能（              ）自己得到救恩。 
 
 
 



第九課: 天國階梯，真道晨星心裡現（彼後 1:1-21） 
 
 

內容概述： 
 

        神已經將一切有關生命的事賜給那些蒙救主的恩召人，叫他們脫離敗壞，活出神的性

情。正因如此，信徒要分外慇勤，有了信心以後，還要加上德行、知識、節制、忍耐、虔

敬、愛弟兄和在眾人的心。若沒有這些，罪就仍未潔淨。所以要更加慇勤，堅定神的恩召

和揀選，并常常提醒和紀念，直到基督在心裡出現，才是好的。 
          

內容大綱： 
 

1) 神藉基督已經賜下生命之道，使信徒脫離敗壞，與神的性情有份（彼後 1:1-4） 

2) 正因神的應許，信徒要分外殷勤，以信心攀登長進，結生命果子（彼後 1:5-8） 

3) 若無生命長進，就枉然蒙赦罪；更加慇勤，就永不失腳必進神國（彼後 1:9-11） 

4) 使徒要在真道上常常提醒，激發信徒；盡心竭力，使信徒常紀念（彼後 1:12-18） 

5) 要留意先知預言，等待心中的晨星；不可私解聖經，只可靠聖靈（彼後 1:19-21）          
 

思考問題： 
 

1) 認識主是要脫離世上情慾的敗壞、與神的性情有份？還是要得永生？ 

2) 神的拯救全然是神的恩典和能力，人是因信稱義，為何還要慇勤努力？ 

3) 神的恩召和揀選不是全然出於神的主權嗎？為何還要人的慇勤來堅定？ 

4) 彼得不但提醒，而且常常提醒信徒紀念他的教導，是否太過絮煩？ 

5) 在先知的預言上留意，直等到晨星在心裡發亮，是指什麽？ 
 

本課總結： 
 

        使徒彼得清楚地指出了神啓示的救恩，就是一個靠著基督得救的人必須脫離來自世上

情慾的敗壞，以至於活出神的性情。正因為如此，信徒要分外慇勤，從信心開始一直到愛

弟兄和愛眾人的心，否則就還沒有脫離罪。所以要更加慇勤，堅定神的恩召和揀選，就必

定得救。並且要不斷地提醒信徒，直到基督的生命在信徒的心中真正顯現出來。 
          

應用迴響： 
 

1) 信從福音是脫離（              ），信從福音是得（                ）。 

2) 脫離罪是神全然的（               ），脫離罪是人全然的（               ）。 

3) 得永生必（              ）神的揀選，得永生必（               ）神的揀選。 

4) 得永生必須知道得救的路，得永生必須（              ）得救的路。 

5) 得救必須明白（                ），得救必須有（              ）。 
 
 



第十課: 假道異端，不義敗壞必遭滅（彼後 2:1-21） 
 
 

內容概述： 
 

        從前在以色列百姓中有假先知起立，將來在信徒中間也必有迷惑人的假師傅。神必嚴

厲的審判這些的惡，只搭救義人。假師傅乃膽大任性，毀謗在尊位的，敗壞別人，自己必

被敗壞，得不義的工價。他們喜愛宴樂，被玷汙、有瑕疵，詭詐、淫色、貪婪，將被咒

詛。他們以肉身的情慾引誘剛剛脫離罪的再陷入罪中，落入更壞的境況。 
 

內容大綱： 
 

1) 從前有假先知、將來有假師傅，多人隨淫行損毀真道，必遭滅亡（彼後 2:1-3） 

2) 神不寬容犯罪天使、古人的惡行、罪惡之城；惟搭救敬虔之義人（彼後 2:4-10） 

3) 放縱情慾、輕慢主治、毀謗事、敗壞人；行得不義，得不義工價（彼後 2:11-13） 

4) 假教師心中貪婪引誘心不堅固、剛脫離妄行的人，實為罪的奴僕（彼後 2:14-19） 

5) 人因認識基督得以脫離汙穢、曉得義路；若又被罪製服，會更糟（彼後 2:20-21） 
 
 

思考問題： 
 

1) 將來必有假師傅在信徒中間起來害人，信徒如何分辨真假師傅？ 

2) 主搭救敬虔的人，把不義的人留在刑罰之下，與主拯救罪人相矛盾嗎？ 

3) 行得不義，就得了不義的工價，是說人要靠自己的行為稱義嗎？ 

4) 被上帝赦免罪惡，得永生的盼望是極大的恩典，為何人還會產生誖逆？ 

5) 人透過認識救主耶穌可以脫離罪的綑綁，為何又被罪纏住？為何更糟？ 
 

本課總結： 
 

        使徒彼得告誡信徒，從前有假先知，將來必有假師傅，他們自己陷入各樣私慾的罪，

就迷惑人，引誘人犯罪。而神嚴厲審判犯罪的天使和上古的罪人，只搭救義人。假師傅乃

膽大任性、毀謗尊位、敗壞別人，也敗壞自己的人。他們被玷汙，詭詐，姦淫，貪婪，用

肉身的情慾引誘剛剛脫離罪的人，這些人的光景就更加不好。 
          

應用迴響： 

1) 信徒必會受到（                ）的迷惑，信徒必會得到（              ）的保守。 

2) 神的懲罰彰顯出神的（               ），人的誖逆顯現出人的（                 ）。 

3) 回應神赦罪恩典的必得（             ），輕看神赦罪恩典的必被（                ）。 

4) 愛神而為主活的人必有敬虔，愛世界為自己活的人必有（               ）。 

5) 信主的人必有脫離罪的（             ），信主的人必有脫離罪的（                ）。 
 
 



第十一課: 末日審判，警誡私慾不敬虔（彼後 3:1-18） 
 
 

內容概述： 
 

        彼得寫的兩封信都是提醒和激發信徒認真對待，牢記主藉先知和使徒的教訓。知道末

世必有人譏誚主再來的事實，信徒要知道主延遲再來是為了寬容人，讓人悔改得救，然後

用火毀滅世界。信徒當聖潔、敬虔地盼望主的應許，以主的長久忍耐為得救的因由，聖經

和保羅書信都是講論這些，不可強解，以免沉淪，在恩典和知識上長進。 
 

內容大綱： 
 

1) 彼得寫信提醒、激發信徒，全心重視使徒、先知所傳救主的命令（彼後 3:1-2） 

2) 末世必有人隨從自己的私慾譏誚主再來的應許，罔顧聖經的警戒（彼後 3:3-7） 

3) 主看千年如一日，尚未毀滅乃是寬容，願人悔改；信徒理當敬虔（彼後 3:8-13） 

4) 既有這盼望就當慇勤，無可指責，忍耐着得救，如保羅書信所言（彼後 3:14-15） 

5) 保羅書信都講論這事，不可強解而沉淪；謹防錯謬，得恩典知識（彼後 3:16-18）         
 

思考問題： 
 

1) 彼得寫兩封信都是要提醒信徒紀念所受的教導，為何要這樣地重複？ 

2) 彼得説好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是那裡的人？為何會產生這樣的人？ 

3) 以為主再來的延遲是不願一人沉淪，是指那些人？他們為何會沉淪？ 

4) 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因信稱義，為何還要慇勤而沒有玷汙，才安然見主？ 

5) 為何強解聖經會造成自取沉淪的結局？如何才能避免強解聖經？ 

6) 有了自己堅固的地步，為何還會墜落？如何防止被錯謬誘惑而墮落？ 
 

本課總結： 
 

        彼得在書信的末了再次提醒信徒，要警誡譏誚末日延遲的人，而神在上古的審判從不

延遲。如今的寬容是願意更多人悔改得救，信徒應當因此更加慇勤，聖潔、敬虔、安然見

主。不可強解聖經落入沉淪，而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識上長進，持定堅固的腳步。 
          

應用迴響： 
 

1) 走天路常常需要主（            ）的提醒，走天路需要主話語的（           ）提醒。 

2) 跟從主的信徒（            ）私慾，背離主的信徒（             ）私慾。 

3) 聽過福音而（           ）的人必能得救，聽過福音而（                ）的人不能得救。 

4) （                 ）的信徒必安然見主，（                  ）的信徒必不能見主。 

5) 正解聖經叫人（            ）得救的智慧，強解聖經叫人（             ）得救的智慧。 

6) 得長進是持續依靠主的（             ），得長進是持續依靠主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