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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后书
1

我，西蒙彼得，耶稣基督的一名仆
人和使徒*， 写信给那些象我们一
样，因为我们的上帝和救世主耶稣基
督的公正而领受到那宝贵信仰的人。
2
愿你们借了解上帝和耶稣我们的
主，领受到更丰富的恩典与和平。

上帝赐予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3
因为我们认识了那位用自己的荣
耀和美德召唤我们的耶稣，上帝通过
他的神力把一切有关生命和侍奉上帝
的事都赐给了我们。 4 通过他的荣耀
和美德，他把他所应许的伟大和宝贵
的恩赐给了我们，以便你们能借着这
些恩赐来分享上帝的神性，并逃脱因
世人的邪恶欲望而存在的毁灭。
5
所以 ，为了这个缘故 ，你们要竭
尽全力，使你们的信仰加上美德，美
德加上知识； 6 知识加上自持 ，自持
加上忍耐，忍耐加上对上帝的虔诚；
7
对上帝的虔诚 ，加上兄弟般的爱 ，
兄弟般的爱再加上爱 。8 如果你们具
备了这些品质，并使之益日增长，它
们就会使你们充满活力，富有成效，
并使你们充分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
督。 9 那些不具备这些品质的人则目
光短浅，如同瞎子，忘记了自己过去
的罪恶已被清洗。
10
所以，兄弟们，上帝召唤并选择
了你们做他的子民。你们要更加努力
地表明你们真正是上帝所召唤和选择
的人。如果你们去做这些事情，你们

就绝不会跌倒和堕落。11 这样 ，你们
就会受到热烈的欢迎，进入我们的主
－救主耶稣基督永恒的王国。
12
为此，尽管你们已了解并坚定你
们所怀有的信仰，但是，我仍然要不
断地提醒你们记住这些事情。 13我认
为，只要我活在这个世上， 我就应
该提醒你们牢记这些事情。14 因为我
知道 ， 正 如 主 耶 稣 基 督 向 我 表 明
的 那 样 ， 不 久 我 就 要 离 开我 的 躯
体 。 1 5 所以 ， 我要尽我的所 能 ， 帮
助你们一直牢记这些事情。 我要你
们在我离去后也能牢记它们。
我们看到了基督的荣耀
16
我们告诉过你们关于主耶稣基
督的力量和来临之事， 那不是我们
别出心裁的发明。 而是我们亲眼目
睹了耶稣的伟大。 17当耶稣从父上帝
那里领受到荣誉和荣耀的时候，他
听到了至高的荣耀上帝的声音。 那
声音说：“这是我亲爱的儿子，他
令我非常喜悦。” 18当时我们和耶稣
一起在圣山上， 我们也听到了来自
天堂的那个声音。
19
这使我们更加肯定先知 *所说的
话。认真遵守先知所说的话对你们是
有益的。他们所说的就象黑暗中的一
盏发光的明灯，一直照耀到天明，直
到晨星在你们心中升起为止。 20最重
要的， 你们必须理解这点∶《经》
里 的 预 言 不 是 出 自 先知 自 己 的 解
释。 21 因为从来就没有预言诞生于人

使徒：受耶稣所选，用特殊的方式来代表他的人。
先知：上帝的代言人。常常预言到未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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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愿，而是人受到了圣灵的引导才
讲出上帝的信息。
假 老师
过去，上帝的子民中间出现过假
先知，现在也是如此， 你们当中
也会有一些假教师。他们引进毁灭性
的异端邪说， 并且否认救赎他们的
主。 他们会迅速地自取灭亡 。2 很多
人会追随他们去放纵情欲 。 由于他
们， 真理会受到诽谤 。3 因为他们的
贪婪，他们会用编造的假话向你们榨
取钱财。但是，很久以前，上帝对他
们判决不是无效的，他们的毁灭已就
绪，正等待着他们。
4
上帝没有饶恕犯罪的天使，而是
把他们扔进了地狱里阴暗的地牢里，
直到审判的来临。5 上帝也没有饶恕
古人而是用洪水淹没了那个充满不虔
敬的人的世界，只救了宣讲正义的诺
亚和其他七个人。6 上帝还惩罚了所
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 市，降火把
它们化为灰烬，以此告诫反对他的
人所要遭受到的下场。7 但是，上帝
却从中营救了好人罗得，他为不法之
徒们所过的淫乱生活而忧伤。8 （罗
得是个好人，他生活在他们之中，每
日耳闻目睹他们的不法行为，使他的
好心受到折磨。）9-10上帝知道如何从
磨难中营救虔诚的人，也知道如何把
坏人，尤其是那些放纵肉体情欲、蔑
视上帝权威的人留到审判的日子，让
他们受到惩罚。这些人胆大妄为，妄
自尊大，竞敢诽谤荣耀的天使。11而
比假教师更强大、更有权势的天使，
都不在主的面前用亵渎的话来控告他
们。12 但是，这些假教师就象没有理
性的野兽一样，靠本能行事，生来就
是被捕捉和屠宰的动物。他们亵渎他
们一无所知的事情。他们将象野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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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被毁灭。13 他们伤天害理，必将得
到报应，自食其果。他们以在光天化
日之下放纵情欲和行恶为乐。他们就
象你们中间污点和瑕疵。他们和你们
一起共餐时，耽于诡诈之中。14他们
看到女人就起淫欲，止不住犯罪，他
们引诱软弱的人误入罪恶的圈套；他
们教唆自己有了一颗自私的心。他们
受到了诅咒！15他们离开正道，步入
岐途，走上了比饵之子巴兰所走过的
路。巴兰喜爱他做恶所得的报酬。
16
但是他却为自己的错误行为遭到了
谴责。虽然驴不能说话，但是那头驴
却发出了人的声音，阻止了这个先知
的狂妄。
17
这些假教师尤如无水之源，尤
如被风吹散的云雾，等待他们的是
最黑暗的地方。18 他们言语虚夸；并
用情欲来引诱那些刚刚脱离错误生
活的人。19 他们许诺给那些人自由，
但 是他 们 自 己 却 是 腐 败 成 性 的 奴
隶。 因为人受什么控制 ， 就是什么
的奴隶。 20 如果那些人因为认识主－
救世主耶稣基督而摆脱了世俗的污
染， 但后来又重新被污染征服 ， 那
么， 他 们 后 来 的 结 局 比 以 前 的 更
糟 。 21 他们 倒不如 从来就 不知道 正
路， 也比知道了正路又偏离了赐给
他们的神圣教导要强。22 这正如俗话
所说：“狗回头吃它所吐的东西；
洗过澡的猪跑回泥沼去打滚。 ” *他
们的情景正是如此。
耶 稣将重返
亲爱的朋友们， 这是我写给你们
的第二封信。在这两封信中， 我
都提醒你们这些事， 以便激发起你
们纯洁的心。2 我要你们记住神圣先
知说过的话， 以及我们的主－救世
主通过使徒赐予你们的命令。 3 对于
你们， 理解在最后的日子里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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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多玛和俄摩拉：为了惩罚邪恶的人，上帝毁了
这两个城镇。
二十二节：旧约《箴言》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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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那时，那些
放纵罪恶欲望的人会嘲笑你们。 4 他
们会说∶“他（耶稣）许诺过要再
次降临，他在那里呢？自从我们的
祖先长眠以来， 一切照常 ， 和创世
之初没有区别。 ” 5 他们假装忘记了
在很久以前诸天和大地就存在了。
它们是凭着上帝的话，从水中， 并
借着水创造了大地。6 后来那个世界
遭受了洪水，并被毁灭 。 7 但是， 又
凭着上帝同样的话， 现在的天地得
以存在， 它们将被保留到不虔诚的
人受审判并被毁灭为止， 那时天地
将被火焚毁。
8
但是 ，亲爱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
这 件 事 ∶ 对 于 主 来 说， 一 日 如 千
年， 千年如一日。 9 主并不象某些人
所想的那样， 迟迟不去实现他的诺
言， 而是在宽容你们 ， 上帝不想要
任何人毁灭。 相反 ， 他希望所有的
人都能够悔改。
10
但是，主再来临的那天就象窃贼
一样降临。诸天将随着一声巨响而消
失，天体被焚毁；大地和其中的一切
都遭毁。* 11既然一切都会如此毁灭，
那么你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你
们应该过圣洁的生活，为上帝服务。

十节：一些希腊原本为“被烧毁”或“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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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应该期待、并且加速上帝到
来的日子。当那天来临时，诸天将在
火焰中焚毁，其中的一切会在灼热中
熔化。 13但是 ，按照上帝的诺言 ，我
们期待着新天地，在那里是正义生存
的地方。
14
所以 ， 亲爱的朋们， 你们既然
盼望着这些事， 就应当竭尽全力使
自己在上帝面前毫无瑕疵， 无可指
责，并与他和睦相处 。15 要在心里牢
记：我们得救， 是因为主的耐心 。
正如我们亲爱的兄弟保罗 ， 根据上
帝赐给他的智慧， 曾写信告诉过你
们的那样。16 在他所有的信中， 他都
谈到了这些事情。 他的信中有些难
懂的地方， 受到一些无知的、信仰
不坚定的人的歪曲， 就象他们他们
歪曲其它经文一样， 他们这么做是
自取灭亡。
17
因此，亲爱的朋友们，既然你们
已经预先知道了这些事情，就应该防
备，不要让不法之人的错误行为引诱
你们误入歧途；不要丧失坚定的立
场。18 你们要在我主－救世主耶稣基
督的恩典中， 对他的认识上不断长
进。 愿荣耀现在、永远属于他！阿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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