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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子降临的威荣圣子降临的威荣 彼后一12 - 21

彼得教导信徒：怎样在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上殷勤结果子。
一10-11 提到了所蒙的恩召和拣选、

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这些主题其实在彼得前书、保罗书信已经都提到过了，

常 悉

一12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

所以那个时代的信徒对这些真理其实是非常地熟悉…

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
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

我们在教会里 常常觉得牧师同一篇道我们在教会里，常常觉得牧师同一篇道
怎么讲了一遍又一遍？

同样的题材 故事 经文 整天在炒冷饭同样的题材、故事、经文，整天在炒冷饭，

我们就觉得好像很无聊。

会众听道却不行道、整天却想要听新的道，会众听道却不行道、整天却想要听新的道，
没门！

曾经有人问葛培理牧师说：一篇好的讲道有哪些要素？

葛培理牧师说 共有三个要素葛培理牧师说：一共有三个要素，

重复、重复、再重复。

篇好的讲道是如此 位好的传道人也是如此一篇好的讲道是如此、一位好的传道人也是如此，

 他的目的不是要娱乐、取悦会众

 他的目的是要坚固会众的心 他的目的是要坚固会众的心，

让他们听道又遵行主的道
所以他会不厌其烦 也不怕会众厌烦地所以他会不厌其烦、也不怕会众厌烦地

用同样的道一再地坚固、提醒他的会众。

彼得说他不只坚固那些还软弱的弟兄姊妹彼得说他不只坚固那些还软弱的弟兄姊妹，

也是已经在已有的真道上坚固的人，要使他们更加坚固。

彼得在殉道之前的这封遗书中 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彼得在殉道之前的这封遗书中，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

从前保罗没有讲过、他自己在前书没有讲过的真理，

而是用不同的修辞、从不同的角度、处境、迫切感，而是用不同的修辞、从不同的角度、处境、迫切感，

重新教导同样的真理、已经赐下的真道。

一13 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棚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
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棚的时候快到了一14 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棚的时候快到了，

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
一15 并且，我要尽心竭力，15 并且，我要尽心竭力，

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记念这些事。

彼得所提到的这些事彼得所提到的这些事，

并不是一整套使人得救的福音，

不像在罗马书：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要救一切相信的不像在罗马书：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为要救 切相信的，

然后保罗就把福音非常整全地呈现出来，

几乎在系统神学所会触及到的每一个真理都讨论到了。几乎在系统神学所会触及到的每 个真理都讨论到了。

彼得后书处理了许多的主题，

但是这些主题都离不开主耶稣降临的盼望但是这些主题都离不开主耶稣降临的盼望，

至少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原因…
第一、当时基督徒所受的迫害，第 、 时基督徒所受的迫害，

基督徒在患难中需要思想将来的盼望…



罗五3-5 基督徒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罗八18 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24-25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24-25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提到了这盼望，

也用这盼望安慰了罗马的信徒也用这盼望安慰了罗马的信徒

彼得后书写作的年代基督徒所受的患难，

与保罗在写罗马书的那个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与保罗在写罗马书的那个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

遭受的是大规模地极其残忍的迫害

因此彼得在遗书当中最挂念的 就是用因此彼得在遗书当中最挂念的，就是用

基督将来再临的盼望，来安慰、坚固信徒，

让信徒在患难中 因着有盼望就得以坚忍到底让信徒在患难中，因着有盼望就得以坚忍到底。

第二、彼得自己死期将近。

很奇妙地 个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很奇妙地，一个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

末世的盼望也会变得近在眼前、

伸手就能摸得到的样子伸手就能摸得到的样子，

反而基督里的盼望就越发地真实、明显。

十七世纪清教徒牧师巴克斯特十七世纪清教徒牧师巴克斯特，

一辈子体弱多病、多次濒临死亡边缘，

在许多的清教徒领袖当中在许多的清教徒领袖当中

是最有末世导向的一位作者，

曾说自己是垂死之人、对垂死之人传道曾说自己是垂死之人、对垂死之人传道

又劝勉信徒不要盼望自己能够长寿，

要活得像那些垂死之人一样，垂死 人 ，

时时意识到自己明天可能就会被主接去了

这位常常与死亡摔跤的圣徒写了一部经典著作

The Saint‘s Everlasting Rest 圣徒永恒的安息。

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指示彼得说：他死的日子即将近了。

因此那荣耀的盼望也是向彼得迫近 以致于因此那荣耀的盼望也是向彼得迫近，以致于

他如此迫切地要把他现在所经历到的这个

盼望 荣耀跟我们分享 坚固患难当中的信徒盼望、荣耀跟我们分享，坚固患难当中的信徒。

一16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
告诉你们 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

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彼得什么时候见过主耶稣要降临、彼得什么时候见过主耶稣要降临、

在天上那种属天的威荣呢？

原来基督在地上时曾向彼得彰显属天的威荣，原来基督在地上时曾向彼得彰显属天的威荣，

就是在登山变像的时候…

17 基督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一17 基督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
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一18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当年耶稣在地上用卑微、奴仆的样式

遮盖圣子荣光的时候 完全是出于他主权 他自愿的遮盖圣子荣光的时候，完全是出于他主权、他自愿的，

 他随时都可以拿去

这遮蔽他的肉身 彰显他圣子的荣光这遮蔽他的肉身、彰显他圣子的荣光

但是他却定意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使得我们能够在十架道路上与他联合使得我们能够在十架道路上与他联合，

以致于我们也能够在末后他再临的时候，

得着一模一样的荣光得着 模 样的荣光

当年在西乃山上，摩西曾经祷告求见上帝的面，

耶和华告诉他说：「你不能见我的面，耶和华告诉他说：「你不能见我的面，

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罪人不能承受上帝的面光，上帝的面光如此圣洁、荣耀，罪 不能承受 帝的面光， 帝的面光如此 洁、荣耀，

只要罪人带着一点点的瑕疵、一点点的罪，

见到的日子就必定死，连摩西都不例外 –
如此圣洁的仆人摩西，如果见到耶和华的面也必定死！



摩西活着的时候曾经求见耶和华的面，

活着的时候这个祷告从来没有得应允 活着的时候这个祷告从来没有得应允

后来摩西在主里面沉睡了，有一天突然被唤醒，

在西乃山上所求的 在变像山上就蒙应允了在西乃山上所求的、在变像山上就蒙应允了–
他得以在道成肉身的圣子身上

看见永恒圣子自己那属天的威荣的面看见永恒圣子自己那属天的威荣的面，

他求见神的面、现在在基督身上见到了神的面

彼得被耶稣带到山上也得以见到圣子的威荣彼得被耶稣带到山上也得以见到圣子的威荣…

各各他山变像山

 耶稣赤身露体，

兵丁拈阄分了他的衣服

耶稣的衣服洁白如光
摩西、以利亚在耶稣的左右

 左右各钉了两个强盗

用恶毒的话讥笑他

父神用慈爱的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同一位父神却掩面不看他我所喜悦的」

这两座山还有一个对比，深深烙印在彼得的心上…
变像山上彼得曾经说 我们在这里真好变像山上彼得曾经说：我们在这里真好

各各他山上彼得不见踪影，等于在说：我不在这里真好

彼得曾经信誓旦旦对主说彼得曾经信誓旦旦对主说：

「纵使众人都不认你，我也不能不认你！」

但是彼得真的三次不认主了但是彼得真的三次不认主了。

主真是满有恩典，彼得怎样曾经三次不认他，

他就在复活之后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他就在复活之后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

彼得三次对主耶稣说「我爱你」…

约廿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约廿一18-19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
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耶稣两次呼召彼得跟从他，

第二次再呼召彼得时第二次再呼召彼得时，

彼得就成为饱经患难的使徒

然后过了三十年 主耶稣又再次向彼得显现然后过了三十年，主耶稣又再次向彼得显现，

指示他说：「你殉道的日子近了！」

根据教会传统相传 彼得殉道的时候根据教会传统相传– 彼得殉道的时候，

是头下脚上、被倒钉十字架而死。
在十字架上我相信彼得又说：「我在这里真好！在十字架上我相信彼得又说：「我在这里真好！

因为我与耶稣同钉十字架。」

在患难当中 死亡面前在患难当中、死亡面前，

彼得想起当年变像山上基督彰显的威荣，

 他在十字架上 也迫不及待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他在十字架上，也迫不及待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等候主耶稣基督大能的降临、再一次得见圣子的威荣

 现在他知道殉道的日子即将近了，现在他知道殉道的 子即将近了，

而对他而言，他急切地想进到那威荣当中

一17-18 追忆基督在变像山上所彰显的威荣之后，

 我们并有先知绝对确切的话语
 我们使先知的话更确切

一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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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追忆登山变像的经历、基督再临的盼望，彼得追忆登山变像的经历、基督再临的盼望，

 是神在古时已经借着众先知
晓喻我们的列祖了

 在旧约圣经已经预言了

哪一段先知的预言讲到主耶稣基督是晨星呢？

 晨星用来暗喻基督的再临

启示录也是用晨星来暗喻主耶稣基督

旧约有哪些经文是用晨星来预言基督呢？



(晨星) 其实并不多，比较确定的一共有两处…
有星要出于雅各 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民廿四17b 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

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

这段经文跟主耶稣的再临没有什么关系这段经文跟主耶稣的再临没有什么关系。

彼得后书既然是在陈述末世基督再临的盼望，

旧约预言很可能就是出自末世文学旧约预言很可能就是出自末世文学，

但十二1-3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
并且有大艰难 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 没有这样的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

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
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

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
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

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但以理提到了末世的艰难，

而彼得前后书也都是在讨论末世的艰难…

彼得前后书都是在末世的艰难当中所书写的，

正是基督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遭逼迫的年代正是基督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遭逼迫的年代。

但十一 预言了许多地上的君王的争战，

在历史上都应验了 有马其顿 有罗马在历史上都应验了 – 有马其顿、有罗马…
但在 十一36 - 十二3 提到了一个任意而行、自高自大、

超过所有神明的君王 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超过所有神明的君王，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

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讲的并不是地上的君王，

乃是那位敌基督 – 魔鬼撒但、空中掌权者、邪恶的王，乃是那位敌基督 魔鬼撒但、空中掌权者、邪恶的 ，

就是末世的敌基督，从彼得的时代一直到今天，

这个仇敌不断地在攻击上帝的国度、教会、子民。

但以理所领受的预言告诉我们：

在基督的民、有形可见的教会中，，

有麦子、有稗子的教会中，

凡名字录在册上的、
也就是蒙神拣选的人，就必得拯救。

彼得追忆了当年登山变像的威荣之后，

就引用了但以理的预言 诉说基督晨星的荣光就引用了但以理的预言、诉说基督晨星的荣光，

向我们印证基督降临的时候所要显现、

并赐给我们的荣耀 是先知已经应许的并赐给我们的荣耀，是先知已经应许的。

他说先知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

似乎在暗示 诗 九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似乎在暗示 诗一一九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所以我们的盼望是有根基的、这根基就是上帝的话语。

一20 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
一21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 说出神的话来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基督徒经常会把自己的见解强加在圣经上面…
但是基督徒的盼望，

 取决于明白、相信、认同，并且遵行上帝的话语

正确明白上帝的话语，彼得告诉我们是第一要紧的

解经时必须按照文本清楚的意思来解释，不可以照着私意解经，

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圣经的作者不是主观地凭着自己的 圣经的作者不是主观地凭着自己的

见解、意见，写下与神同行的经历，

每一个字都是有圣灵的带领 感动每 个字都是有圣灵的带领、感动

有些学者声称：

 圣经论到上帝真理的部分都是圣灵所写的 圣经论到上帝真理的部分都是圣灵所写的

 一些地方作者会加上人的意思，以至出了一些错误，

所以圣经关于历史的记载是有误的所以圣经关于历史的记载是有误的

我觉得这种理论非常匪夷所思、我怎么都想不通，

因为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都关乎历史，因为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都关乎历史，
没有一个真理是能够与历史切割的，

创造是历史、堕落是历史、救赎是历史，创造是历史、堕落是历史、救赎是历史，

将来新天新地的盼望是历史的结局、是救恩历史的目的。



圣经里就连「三位一体」的真理，

都是藉由上帝在历史里面的工作都是藉由上帝在历史里面的工作，

向我们启示出来…
 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 是救恩历史的核心 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是救恩历史的核心
 基督的死与复活都是历史

如果质疑圣经中的历史 认为是出于人意 是有误的如果质疑圣经中的历史，认为是出于人意、是有误的，

同样地我们就要说：

关乎上帝真理的见证也都有误，关乎上帝真理的见证也都有误，
我们的理性就不再被圣经规范了，

就可以说圣经这里讲的我同意、就可以说圣经这里讲的我同意、

那里讲的我不同意，

结果我们就凭着私意解经。

我们不从私意解经，按照圣经清晰的意思来解经，

 圣经每个字都是圣灵所默示、向我们所说的话圣 每个字都是圣灵所默示、向我们所 的

上帝的话是应当称颂的、我们赞美上帝的话语

整本圣经有一套非常清晰的总原则，

是不可以随便去臆测 去乱解的是不可以随便去臆测、去乱解的，

虽然圣经并不都是一样地清楚，

有一些地方比较模糊有 些地方比较模糊…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

圣经中所有的事本不都一样清楚，对个人也不都同样明了。圣经中所有的事本不都 样清楚，对个人也不都同样明了。
但为了得救所必须知道、相信、遵守的那些事，

在圣经的各处都有清楚的提示与论列，
不但是学者、就是不学无术的人，

只要正当使用普通方法、都能得到适当的理解。
因此解释圣经的无谬规则就是圣经本身因此解释圣经的无谬规则就是圣经本身，

对圣经哪一部分真正和圆满意义发生疑问时，
就当用他处较为更明了的经文藉以查究、明了其真意。就当用他处较为更明了的经文藉以查究、明了其真意。

我们查考彼得前书时也曾碰过一些比较模糊、难解的经文，

必须遵照圣经的总原则来以经解经 不可以照私意解经必须遵照圣经的总原则来以经解经、不可以照私意解经，

彼得教导如何按着圣灵的意思解经，就立下这样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