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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時代猶太教經典的使用與詮釋‧‧‧‧‧‧‧‧‧‧‧‧‧‧‧‧‧‧‧‧‧‧‧‧‧‧‧‧‧‧‧‧‧‧‧‧‧‧‧‧‧‧‧‧‧‧‧‧‧‧‧‧‧‧‧‧‧‧‧‧‧‧‧‧‧‧‧‧‧‧‧‧‧‧‧‧‧‧‧‧‧‧‧‧‧‧‧‧‧‧‧‧‧‧‧‧‧‧‧‧‧‧‧‧‧‧‧‧‧‧‧‧‧‧‧‧‧‧‧‧‧‧‧‧‧‧‧‧‧‧‧‧‧‧‧‧‧‧‧‧‧‧‧‧

新約對舊約的使用‧‧‧‧‧‧‧‧‧‧‧‧‧‧‧‧‧‧‧‧‧‧‧‧‧‧‧‧‧‧‧‧‧‧‧‧‧‧‧‧‧‧‧‧‧‧‧‧‧‧‧‧‧‧‧‧‧‧‧‧‧‧‧‧‧‧‧‧‧‧‧‧‧‧‧‧‧‧‧‧‧‧‧‧‧‧‧‧‧‧‧‧‧‧‧‧‧‧‧‧‧‧‧‧‧‧‧‧‧‧‧‧‧‧‧‧‧‧‧‧‧‧‧‧‧‧‧‧‧‧‧‧‧‧‧‧‧‧‧‧‧‧‧‧‧‧‧‧‧‧‧‧‧‧‧‧‧‧‧‧‧‧‧‧‧‧‧‧‧‧‧‧‧‧‧‧

圖       片
照片―羅馬南郊的「主，你往哪裏去」教堂（Church of Domine Quo Vadis）‧‧‧‧‧‧‧‧‧‧‧‧‧‧‧‧‧‧‧‧‧‧‧‧‧‧‧‧‧‧‧‧‧‧‧‧‧‧‧‧‧‧‧‧‧‧‧‧‧‧‧‧‧‧‧‧‧‧‧‧‧‧‧‧‧‧‧‧‧‧

照片―「主，你往哪裏去」教堂中彼得倒釘十字架的壁畫‧‧‧‧‧‧‧‧‧‧‧‧‧‧‧‧‧‧‧‧‧‧‧‧‧‧‧‧‧‧‧‧‧‧‧‧‧‧‧‧‧‧‧‧‧‧‧‧‧‧‧‧‧‧‧‧‧‧‧‧‧‧‧‧‧‧‧‧‧‧‧‧‧‧‧‧‧‧‧‧‧‧‧‧‧‧‧‧‧‧‧‧‧‧‧‧‧‧‧‧‧‧‧‧‧‧

照片―從羅馬  聖彼得大殿的屋頂下望大殿前的廣場‧‧‧‧‧‧‧‧‧‧‧‧‧‧‧‧‧‧‧‧‧‧‧‧‧‧‧‧‧‧‧‧‧‧‧‧‧‧‧‧‧‧‧‧‧‧‧‧‧‧‧‧‧‧‧‧‧‧‧‧‧‧‧‧‧‧‧‧‧‧‧‧‧‧‧‧‧‧‧‧‧‧‧‧‧‧‧‧‧‧‧‧‧‧‧‧‧‧‧‧‧‧‧‧‧‧‧‧‧‧‧‧

地圖―彼得前書寫作對象所在位置‧‧‧‧‧‧‧‧‧‧‧‧‧‧‧‧‧‧‧‧‧‧‧‧‧‧‧‧‧‧‧‧‧‧‧‧‧‧‧‧‧‧‧‧‧‧‧‧‧‧‧‧‧‧‧‧‧‧‧‧‧‧‧‧‧‧‧‧‧‧‧‧‧‧‧‧‧‧‧‧‧‧‧‧‧‧‧‧‧‧‧‧‧‧‧‧‧‧‧‧‧‧‧‧‧‧‧‧‧‧‧‧‧‧‧‧‧‧‧‧‧‧‧‧‧‧‧‧‧‧‧‧‧‧‧‧‧‧‧‧‧‧‧‧

照片―「主，你往哪裏去」教堂中耶穌的腳印‧‧‧‧‧‧‧‧‧‧‧‧‧‧‧‧‧‧‧‧‧‧‧‧‧‧‧‧‧‧‧‧‧‧‧‧‧‧‧‧‧‧‧‧‧‧‧‧‧‧‧‧‧‧‧‧‧‧‧‧‧‧‧‧‧‧‧‧‧‧‧‧‧‧‧‧‧‧‧‧‧‧‧‧‧‧‧‧‧‧‧‧‧‧‧‧‧‧‧‧‧‧‧‧‧‧‧‧‧‧‧‧‧‧‧‧‧‧‧‧‧‧‧‧‧‧‧‧

照片―羅馬廣場（Roman Forum）遺跡‧‧‧‧‧‧‧‧‧‧‧‧‧‧‧‧‧‧‧‧‧‧‧‧‧‧‧‧‧‧‧‧‧‧‧‧‧‧‧‧‧‧‧‧‧‧‧‧‧‧‧‧‧‧‧‧‧‧‧‧‧‧‧‧‧‧‧‧‧‧‧‧‧‧‧‧‧‧‧‧‧‧‧‧‧‧‧‧‧‧‧‧‧‧‧‧‧‧‧‧‧‧‧‧‧‧‧‧‧‧‧‧‧‧‧‧‧‧‧‧‧‧‧‧‧‧‧‧‧‧‧‧‧‧‧‧‧‧

照片―羅馬  聖彼得大殿內的聖彼得雕像‧‧‧‧‧‧‧‧‧‧‧‧‧‧‧‧‧‧‧‧‧‧‧‧‧‧‧‧‧‧‧‧‧‧‧‧‧‧‧‧‧‧‧‧‧‧‧‧‧‧‧‧‧‧‧‧‧‧‧‧‧‧‧‧‧‧‧‧‧‧‧‧‧‧‧‧‧‧‧‧‧‧‧‧‧‧‧‧‧‧‧‧‧‧‧‧‧‧‧‧‧‧‧‧‧‧‧‧‧‧‧‧‧‧‧‧‧‧‧‧‧‧‧‧‧‧‧‧‧‧‧‧‧‧‧

照片―「主，你往哪裏去」教堂中耶穌釘十字架的壁畫‧‧‧‧‧‧‧‧‧‧‧‧‧‧‧‧‧‧‧‧‧‧‧‧‧‧‧‧‧‧‧‧‧‧‧‧‧‧‧‧‧‧‧‧‧‧‧‧‧‧‧‧‧‧‧‧‧‧‧‧‧‧‧‧‧‧‧‧‧‧‧‧‧‧‧‧‧‧‧‧‧‧‧‧‧‧‧‧‧‧‧‧‧‧‧‧‧‧‧‧‧‧‧‧‧‧‧‧‧‧

照片―以馬忤斯‧尼哥坡里（Emmaus Nicopolis）主後五世紀所建教堂的洗禮池‧‧‧‧‧‧‧‧‧‧‧‧‧‧‧‧‧‧‧‧‧‧‧‧‧‧‧‧‧‧‧‧‧‧‧‧‧‧‧‧‧‧‧‧‧‧‧‧‧‧‧‧‧‧‧‧‧

照片―以弗所主後六世紀所建聖約翰教堂的洗禮池‧‧‧‧‧‧‧‧‧‧‧‧‧‧‧‧‧‧‧‧‧‧‧‧‧‧‧‧‧‧‧‧‧‧‧‧‧‧‧‧‧‧‧‧‧‧‧‧‧‧‧‧‧‧‧‧‧‧‧‧‧‧‧‧‧‧‧‧‧‧‧‧‧‧‧‧‧‧‧‧‧‧‧‧‧‧‧‧‧‧‧‧‧‧‧‧‧‧‧‧‧‧‧‧‧‧‧‧‧‧‧‧‧

照片―耶路撒冷「主禱文教堂」中的中文主禱文經文‧‧‧‧‧‧‧‧‧‧‧‧‧‧‧‧‧‧‧‧‧‧‧‧‧‧‧‧‧‧‧‧‧‧‧‧‧‧‧‧‧‧‧‧‧‧‧‧‧‧‧‧‧‧‧‧‧‧‧‧‧‧‧‧‧‧‧‧‧‧‧‧‧‧‧‧‧‧‧‧‧‧‧‧‧‧‧‧‧‧‧‧‧‧‧‧‧‧‧‧‧‧‧‧‧‧‧‧‧‧‧‧‧

照片―聖彼得倒釘十字架‧‧‧‧‧‧‧‧‧‧‧‧‧‧‧‧‧‧‧‧‧‧‧‧‧‧‧‧‧‧‧‧‧‧‧‧‧‧‧‧‧‧‧‧‧‧‧‧‧‧‧‧‧‧‧‧‧‧‧‧‧‧‧‧‧‧‧‧‧‧‧‧‧‧‧‧‧‧‧‧‧‧‧‧‧‧‧‧‧‧‧‧‧‧‧‧‧‧‧‧‧‧‧‧‧‧‧‧‧‧‧‧‧‧‧‧‧‧‧‧‧‧‧‧‧‧‧‧‧‧‧‧‧‧‧‧‧‧‧‧‧‧‧‧‧‧‧‧‧‧‧‧‧‧‧‧‧‧‧‧‧‧

照片―今日的他泊山‧‧‧‧‧‧‧‧‧‧‧‧‧‧‧‧‧‧‧‧‧‧‧‧‧‧‧‧‧‧‧‧‧‧‧‧‧‧‧‧‧‧‧‧‧‧‧‧‧‧‧‧‧‧‧‧‧‧‧‧‧‧‧‧‧‧‧‧‧‧‧‧‧‧‧‧‧‧‧‧‧‧‧‧‧‧‧‧‧‧‧‧‧‧‧‧‧‧‧‧‧‧‧‧‧‧‧‧‧‧‧‧‧‧‧‧‧‧‧‧‧‧‧‧‧‧‧‧‧‧‧‧‧‧‧‧‧‧‧‧‧‧‧‧‧‧‧‧‧‧‧‧‧‧‧‧‧‧‧‧‧‧‧‧‧‧‧‧‧‧‧

照片―今日他泊山上的耶穌變貌紀念教堂‧‧‧‧‧‧‧‧‧‧‧‧‧‧‧‧‧‧‧‧‧‧‧‧‧‧‧‧‧‧‧‧‧‧‧‧‧‧‧‧‧‧‧‧‧‧‧‧‧‧‧‧‧‧‧‧‧‧‧‧‧‧‧‧‧‧‧‧‧‧‧‧‧‧‧‧‧‧‧‧‧‧‧‧‧‧‧‧‧‧‧‧‧‧‧‧‧‧‧‧‧‧‧‧‧‧‧‧‧‧‧‧‧‧‧‧‧‧‧‧‧‧‧‧‧‧‧‧‧‧‧

照片―點燃的油燈‧‧‧‧‧‧‧‧‧‧‧‧‧‧‧‧‧‧‧‧‧‧‧‧‧‧‧‧‧‧‧‧‧‧‧‧‧‧‧‧‧‧‧‧‧‧‧‧‧‧‧‧‧‧‧‧‧‧‧‧‧‧‧‧‧‧‧‧‧‧‧‧‧‧‧‧‧‧‧‧‧‧‧‧‧‧‧‧‧‧‧‧‧‧‧‧‧‧‧‧‧‧‧‧‧‧‧‧‧‧‧‧‧‧‧‧‧‧‧‧‧‧‧‧‧‧‧‧‧‧‧‧‧‧‧‧‧‧‧‧‧‧‧‧‧‧‧‧‧‧‧‧‧‧‧‧‧‧‧‧‧‧‧‧‧‧‧‧‧‧‧‧‧‧‧‧

照片―伊壁鳩魯頭像‧‧‧‧‧‧‧‧‧‧‧‧‧‧‧‧‧‧‧‧‧‧‧‧‧‧‧‧‧‧‧‧‧‧‧‧‧‧‧‧‧‧‧‧‧‧‧‧‧‧‧‧‧‧‧‧‧‧‧‧‧‧‧‧‧‧‧‧‧‧‧‧‧‧‧‧‧‧‧‧‧‧‧‧‧‧‧‧‧‧‧‧‧‧‧‧‧‧‧‧‧‧‧‧‧‧‧‧‧‧‧‧‧‧‧‧‧‧‧‧‧‧‧‧‧‧‧‧‧‧‧‧‧‧‧‧‧‧‧‧‧‧‧‧‧‧‧‧‧‧‧‧‧‧‧‧‧‧‧‧‧‧‧‧‧‧‧‧‧‧‧

照片―洪水‧‧‧‧‧‧‧‧‧‧‧‧‧‧‧‧‧‧‧‧‧‧‧‧‧‧‧‧‧‧‧‧‧‧‧‧‧‧‧‧‧‧‧‧‧‧‧‧‧‧‧‧‧‧‧‧‧‧‧‧‧‧‧‧‧‧‧‧‧‧‧‧‧‧‧‧‧‧‧‧‧‧‧‧‧‧‧‧‧‧‧‧‧‧‧‧‧‧‧‧‧‧‧‧‧‧‧‧‧‧‧‧‧‧‧‧‧‧‧‧‧‧‧‧‧‧‧‧‧‧‧‧‧‧‧‧‧‧‧‧‧‧‧‧‧‧‧‧‧‧‧‧‧‧‧‧‧‧‧‧‧‧‧‧‧‧‧‧‧‧‧‧‧‧‧‧‧‧‧‧‧‧‧‧‧‧‧‧‧

照片―所多瑪與蛾摩拉的毀滅‧‧‧‧‧‧‧‧‧‧‧‧‧‧‧‧‧‧‧‧‧‧‧‧‧‧‧‧‧‧‧‧‧‧‧‧‧‧‧‧‧‧‧‧‧‧‧‧‧‧‧‧‧‧‧‧‧‧‧‧‧‧‧‧‧‧‧‧‧‧‧‧‧‧‧‧‧‧‧‧‧‧‧‧‧‧‧‧‧‧‧‧‧‧‧‧‧‧‧‧‧‧‧‧‧‧‧‧‧‧‧‧‧‧‧‧‧‧‧‧‧‧‧‧‧‧‧‧‧‧‧‧‧‧‧‧‧‧‧‧‧‧‧‧‧‧‧‧‧‧‧‧‧

照片―撒狄遺址中的健身房立面‧‧‧‧‧‧‧‧‧‧‧‧‧‧‧‧‧‧‧‧‧‧‧‧‧‧‧‧‧‧‧‧‧‧‧‧‧‧‧‧‧‧‧‧‧‧‧‧‧‧‧‧‧‧‧‧‧‧‧‧‧‧‧‧‧‧‧‧‧‧‧‧‧‧‧‧‧‧‧‧‧‧‧‧‧‧‧‧‧‧‧‧‧‧‧‧‧‧‧‧‧‧‧‧‧‧‧‧‧‧‧‧‧‧‧‧‧‧‧‧‧‧‧‧‧‧‧‧‧‧‧‧‧‧‧‧‧‧‧‧‧‧‧‧‧‧‧‧‧

照片―驢‧‧‧‧‧‧‧‧‧‧‧‧‧‧‧‧‧‧‧‧‧‧‧‧‧‧‧‧‧‧‧‧‧‧‧‧‧‧‧‧‧‧‧‧‧‧‧‧‧‧‧‧‧‧‧‧‧‧‧‧‧‧‧‧‧‧‧‧‧‧‧‧‧‧‧‧‧‧‧‧‧‧‧‧‧‧‧‧‧‧‧‧‧‧‧‧‧‧‧‧‧‧‧‧‧‧‧‧‧‧‧‧‧‧‧‧‧‧‧‧‧‧‧‧‧‧‧‧‧‧‧‧‧‧‧‧‧‧‧‧‧‧‧‧‧‧‧‧‧‧‧‧‧‧‧‧‧‧‧‧‧‧‧‧‧‧‧‧‧‧‧‧‧‧‧‧‧‧‧‧‧‧‧‧‧‧‧‧‧‧‧‧‧‧

照片―巴蘭與驢子‧‧‧‧‧‧‧‧‧‧‧‧‧‧‧‧‧‧‧‧‧‧‧‧‧‧‧‧‧‧‧‧‧‧‧‧‧‧‧‧‧‧‧‧‧‧‧‧‧‧‧‧‧‧‧‧‧‧‧‧‧‧‧‧‧‧‧‧‧‧‧‧‧‧‧‧‧‧‧‧‧‧‧‧‧‧‧‧‧‧‧‧‧‧‧‧‧‧‧‧‧‧‧‧‧‧‧‧‧‧‧‧‧‧‧‧‧‧‧‧‧‧‧‧‧‧‧‧‧‧‧‧‧‧‧‧‧‧‧‧‧‧‧‧‧‧‧‧‧‧‧‧‧‧‧‧‧‧‧‧‧‧‧‧‧‧‧‧‧‧‧‧‧‧‧‧

照片―凱撒利亞‧腓立比旁的巴尼亞（Banias）泉源‧‧‧‧‧‧‧‧‧‧‧‧‧‧‧‧‧‧‧‧‧‧‧‧‧‧‧‧‧‧‧‧‧‧‧‧‧‧‧‧‧‧‧‧‧‧‧‧‧‧‧‧‧‧‧‧‧‧‧‧‧‧‧‧‧‧‧‧‧‧‧‧‧‧‧‧‧‧‧‧‧‧‧‧‧‧‧‧‧‧‧‧‧‧‧‧‧‧‧‧‧‧‧‧‧‧‧‧‧‧‧‧

照片―古代以色列人的宇宙觀‧‧‧‧‧‧‧‧‧‧‧‧‧‧‧‧‧‧‧‧‧‧‧‧‧‧‧‧‧‧‧‧‧‧‧‧‧‧‧‧‧‧‧‧‧‧‧‧‧‧‧‧‧‧‧‧‧‧‧‧‧‧‧‧‧‧‧‧‧‧‧‧‧‧‧‧‧‧‧‧‧‧‧‧‧‧‧‧‧‧‧‧‧‧‧‧‧‧‧‧‧‧‧‧‧‧‧‧‧‧‧‧‧‧‧‧‧‧‧‧‧‧‧‧‧‧‧‧‧‧‧‧‧‧‧‧‧‧‧‧‧‧‧‧‧‧‧‧‧‧‧‧‧

地圖―新約中，保羅致教會的書信，收信人所在的區域或城市‧‧‧‧‧‧‧‧‧‧‧‧‧‧‧‧‧‧‧‧‧‧‧‧‧‧‧‧‧‧‧‧‧‧‧‧‧‧‧‧‧‧‧‧‧‧‧‧‧‧‧‧‧‧‧‧‧‧‧‧‧‧‧‧‧‧‧‧‧‧‧‧‧‧‧‧‧‧‧‧‧‧‧‧‧‧‧‧‧‧‧‧‧‧‧

照片―米吉多遺址旁的麥田‧‧‧‧‧‧‧‧‧‧‧‧‧‧‧‧‧‧‧‧‧‧‧‧‧‧‧‧‧‧‧‧‧‧‧‧‧‧‧‧‧‧‧‧‧‧‧‧‧‧‧‧‧‧‧‧‧‧‧‧‧‧‧‧‧‧‧‧‧‧‧‧‧‧‧‧‧‧‧‧‧‧‧‧‧‧‧‧‧‧‧‧‧‧‧‧‧‧‧‧‧‧‧‧‧‧‧‧‧‧‧‧‧‧‧‧‧‧‧‧‧‧‧‧‧‧‧‧‧‧‧‧‧‧‧‧‧‧‧‧‧‧‧‧‧‧‧‧‧‧‧‧‧‧‧‧‧‧

照片―發現「死海古卷」的昆蘭洞窟‧‧‧‧‧‧‧‧‧‧‧‧‧‧‧‧‧‧‧‧‧‧‧‧‧‧‧‧‧‧‧‧‧‧‧‧‧‧‧‧‧‧‧‧‧‧‧‧‧‧‧‧‧‧‧‧‧‧‧‧‧‧‧‧‧‧‧‧‧‧‧‧‧‧‧‧‧‧‧‧‧‧‧‧‧‧‧‧‧‧‧‧‧‧‧‧‧‧‧‧‧‧‧‧‧‧‧‧‧‧‧‧‧‧‧‧‧‧‧‧‧‧‧‧‧‧‧‧‧‧‧‧‧‧‧‧‧‧‧‧‧‧‧‧

繪圖―古代以色列的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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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信仰的核心是耶穌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與復活，

聖經則是這歷史事件不可或缺的見證。對於基督

信徒而言，舊約整體是個未完成的宏大敍事，這個敍事

一開始點出了人類罪惡的緣始，之後則談到　神為解決

人類罪惡，在人類歷史中一次又一次的行動。然而，罪惡

的問題，最終並未在舊約當中得到完全的解決。對於基

督信徒而言，耶穌基督受死復活，方為　神為解決人類

罪惡的終極行動，而新約中的福音書，便是為這事作見

證，使徒行傳與書信則見證了基督的十字架所帶來的影

響與新生活。

耶穌基督的十字架與復活是歷史的事件，　神在舊約

中的許多行動，亦是在歷史中發生，新約的書信均有其歷

史背景，不僅如此，舊約的詩歌智慧書也各有其歷史場景。

但因為時空的距離，今日聖經的讀者往往因為不熟悉聖經

各書卷內容與背景所涉及的歷史風土、思想文化，以致閱

讀時無法全然掌握其中的信息。有鑑於此，本研讀本（新標

點和合本）系列（以下稱「本研讀本系列」）旨在提供聖經各

書卷所涉及的歷史風土、思想文化的資料，並說明其中的

文學安排與思路發展，以幫助今日的讀者跨越時空的鴻

溝，更深入明白聖經的信息，並對基督信仰的核心－耶

穌基督，有準確而合宜的認識。

為完成此一目的，本研讀本系列根據下述原則來進行

註釋的工作：

 ■ 註釋依據的經文為華人教會最為人熟知的和合本，

所用的版本為聯合聖經公會主後1989年出版的新標
點和合本聖經。

 ■ 直接根據當前最具權威的原文聖經校勘本註釋，舊

約採用德國聖經公會主後1977年出版之斯圖加特希
伯來文聖經（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同時參酌希臘文七十士舊約譯本的傳統，新約採

用聯合聖經公會與德國聖經公會主後2014年出版
之聯合聖經公會希臘文新約（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 Greek New Testament）第五版。和

合本當年（主後1890-1919年）翻譯時所依據的原文

聖經，與今日最佳的校勘本略有不同，為幫助讀者

了解當前原文聖經經文校勘的成果，舉凡新標點和

合本聖經的翻譯方式不同於上述原文聖經校勘本

內文之處，均以「宜作」的方式，標示出當前最佳原

文聖經校勘本應有的譯法。

 ■ 舊約的經文校勘僅能重建「馬索拉經文」的前身較

原始的樣貌，且仍有少數經文較原始樣貌的確實內

容，無法確定。新約方面雖有豐富的古抄本資料可

資重建經文的原始樣貌，但也仍有少數經文的原始

內容，無法確定。為反映此一現象，舊約方面，舉凡

聯合聖經公會「希伯來舊約文本計畫」（Hebrew Old 
Testament Text Project; HOTTP）研究成果中，不確定其

較原始內容（按此一計畫「較原始內容」為主前五世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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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

紀末到主後70年這一階段的經文樣貌），但對經文意

義會產生影響的異文（即古抄本內容不同之處）現

象，均呈現於註釋當中。而新約方面亦完整呈現聯

合聖經公會希臘文新約第四版中，所有不確定原始

內容，但對經文意義會產生影響的異文現象。

 ■ 從二次世界大戰戰後至今，聖經學術有着長足的發

展，「死海古卷」的發現與耶穌時代猶太教的研究均

帶來革命性的學術成果，使得今日對聖經的世界與

基督信仰開始萌發的時空，有更為深入的認識。因

此本研讀本系列特別要求在釋經、歷史、地理、考

古、文化等方面所根據的學術，均須為近二十年大

公教會聖經學術的成果與共識，對於學者尚未達成

共識的議題，本研讀本系列採用不同觀點並陳的方

式，以幫助讀者了解這些議題的廣度。

 ■ 對於聖經中難解的經文，本研讀本系列均盡可能加

以討論。然學術往往會受資料的侷限，以致無法有

令人滿意的答案，聖經學術亦然，當有此情況發生

時，本研讀本系列也會明白指出。但讀者可以確信

這類的聖經難題均不會影響聖經整體為「耶穌是基

督」所作的見證。另一方面，讀者也需留意，聖經並

非人類知識的百科全書，有些讀者感興趣的問題，

並非聖經本身所關心的題目，另有一些問題，則非

單靠聖經所能回答，這些問題均有賴其它神學類的

書籍來探討。

此外，鑑於以合訂本形式發行的研讀本有其頁數的限

制，本研讀本系列採用單行本發行的方式，以求所提供的

註釋與資料不會受到篇幅的限制。但另一方面，本研讀本

系列務求各單行本的內容不僅要言之有物，且應言簡意

賅，以最簡短的篇幅，將了解經文文意所需的訊息傳達給

讀者。

本研讀本系列各單行本的製作，從初稿到完稿，均經

過多次集體的審閱，其間並參酌公認代表當代學術共識與

現況的註釋書、聖經辭典、聖經百科、考古文獻，並歷史與

地理圖集，並對註釋內容逐字討論，以期內容深入淺出，文

字曉暢。本研讀本系列同工群深祈這些材料能使更多人明

白聖經萬古長新的信息，認識聖經所見證的耶穌基督，是

為至禱！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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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設計

本書的主體為逐段的註釋，在主體之

前，為全書的簡介。本書的主體包含

了數個主要部分，分別為：經文欄、段

落前註釋、內文註釋、串珠、短文、其

它輔助材料，並靈修與查經材料。

本書主體的版面設計以對頁為

單元。經文欄 (1)與相應之段落前註
釋，從對頁的左上向下排列，並以漸

層分隔線(2)標示經文欄的結束。主體

的其它部分，則從分隔線下方開始，

至對頁的右下結束(3)。

簡介與主體各部分的設計詳述

如下：

簡介(4)：位於每卷聖經書卷之前，提供該

書卷的大綱(5)，並介紹該書卷的主
題，成書背景與年代，文學特色，及

其它有助於了解本書內容之議題的

討論。

如何使用本書

熟
悉本研讀本系列（以下稱「本書」）的設計，將幫助

讀者充分運用本書所提供的材料於研經、靈修，以

及小組查經當中。以下首先以圖文並用的方式，向讀者

介紹本書各頁面的設計。之後，將分別介紹運用本書於

研經、靈修、小組查經的方式，並與不同中文譯本並用時

的注意事項。最後，為本書使用之縮略列表。

5. 大綱

4. 簡介

1. 經文欄

2. 漸層分
      隔線

3. 主體的
    其它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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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標點和合本 和合本修訂版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上c虔敬；7有了虔敬，又要加上a愛

弟兄的心；有了a愛弟兄的心，又 

要加上 b愛眾人的心。8你們若 

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 

你們 a在 b認識我們的 c主 d耶穌 

基督 a上不至於閒懶不 e結果 

子了。9人若沒有這幾樣，a就是 

眼瞎，只看見近處的，b忘了他 

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10所以

a弟兄們，b應當更加殷勤，使c你

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d堅定不移。

虔敬；7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

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

加上愛眾人的心。8你們有了這幾

樣，再繼續增長，就必使你們在認

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

懶散和不結果子了。9沒有這幾樣

的人就是瞎眼，是短視，忘了他過

去的罪已經得了潔淨。10所以，弟

兄們，要更加努力，使你們的蒙召

和被選堅定不移。你們實行這幾

敬虔，7敬虔加上手足之愛，手足

之愛加上博愛。8這些就是你們應

該培養的品德；如果你們都具備

了，你們就會更積極、更有效地認

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9但是，缺

少這些品德的人是短視，是瞎眼，

忘記了他們的舊罪已經被洗淨

了。

10所以，弟兄姊妹們，你們要更

加努力，使上帝的呼召和揀選成

為你們永久的經驗；有了這些經

 c虔敬 宜作「敬虔」，見1:3「虔敬」註釋。此處

強調「敬虔」，也應是要收信人與之後所提「他們那些

人」不忠於主的行徑有別（對照2:1），如此他們可以

在審判之日不被定罪受刑（對照2:9）。1:7「虔敬」同。

1:7 a愛弟兄的心……愛弟兄的心 「愛弟兄的心」

希臘文作「兄弟之愛」（參《現修》、《思》），原指家族

內男性成員間的手足之情，有別於與家族之外的朋

友之誼，因希臘  羅馬的父權社會經常以男性來稱呼

全體，故該詞語可涵蓋家族內所有成員間的情誼。

耶穌視一切遵行他旨意的為他的兄弟姊妹和母親

（太12:46-50; 可3:31-35; 路8:19-21，另參太23:8），故

初代教會以「弟兄」、「姊妹」互稱，視彼此為一家人，

此處「兄弟之愛」沿用了此一概念，用來指教會內成

員間的友愛、團結、合作、和諧等。該希臘文亦見於羅

12:10; 帖前4:9; 來13:1; 彼前1:22（然《和》並未一致地

譯出），用法均與此處相同。此處強調「兄弟之情」，也

應是要對比之後2:2,14,18「他們這些人」引誘他人跟

隨自己惡行的問題。

 b愛眾人的心  希臘文作「愛」（參《現修》、

《思》），為此處品德列表的最後一項，可視為此列表

中最重要與最極致的品德。對當時的猶太人而言，

愛　神與愛鄰舍為律法的總綱（太22:37-40; 可12:30-
31; 路10:27），保羅書信則經常將愛與信和望並列

（林前13:13; 帖前1:3; 5:8），並以愛為基督信徒倫理的
基礎（如羅12:9; 13:8-10; 林前12:31-13:13; 加5:14; 西
3:14）。此處愛的對象應同時包括了教會內外的人，

而與之前「愛弟兄的心」對比，在此的「愛」有可能更

多着重於對教會外眾人的愛（故《和》的譯法）。

1:8-9 1:8希臘文作「因這些在你們裏面存着並且加
增，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知識上，就不會閒懶不結果

子了。」可作「當這些存在你們裏面，並不斷加增，在

達致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知識這方面，你們便不至於

閒懶不結果子。」（參《和修》、《呂》）1:9希臘文作「因
人沒有這些，他是短視的眼瞎，有的是對他過去眾罪

得潔淨的遺忘。」（參《呂》）可作「當人沒有這些，他是

眼瞎的，因為短視，忘記了他過去的眾罪已得潔淨。」

（參《現修》、《和修》、《思》）此處兩節分別以「因『這

些』在你們裏面存着並且加增」與「因人沒有『這些』」

開始，為要指出人有與沒有「這些」（即1:5-7的品德列
表），會帶來怎樣不同的結果。

1:8 a在……上 該詞語的希臘文在此可理解為

「在……方面」（如《和》與多數中文譯本的譯法），亦

可理解為「進入……」、「為了……」，用以指出此處擁

有1:5-7所列品德的目的為何。

 b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希臘文作「我們主

耶穌基督的知識」，見1:2「認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註

釋，但此處着重在與主耶穌有關的知識。從此處的上

下文可知，擁有這樣知識的信徒，應展現出1:5-7所列
的品德，如此最終方能進入「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1:11）。換言之，擁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知識」的信

徒，會在生活中展現出與基督永恆國度相符的品德。

 c主 見1:2「主」註釋。1:11「主」同。

 d耶穌基督 見1:1「耶穌」、「基督」註釋。1:11「耶
穌基督」同。

 e結果子 新約經常以「結果子」的意象，來談基

督信徒當有外在可見的品德與表現，見如太21:43; 
可4:20; 路13:6-9; 約15:1-8; 加5:22; 雅3:17-18，另對照
多3:14。在此，信徒有主耶穌基督的知識，應當結出

1:5-7所列品德的果子。

1:9 a就是眼瞎，只看見近處的 希臘文作「他是短視

的眼瞎」，可作「他是眼瞎的，因為短視」（參《現修》、

《和修》、《思》）或「他是短視到眼瞎的程度」。

 b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 「舊日的罪」

或作「過去的眾罪」。舊約中，「罪」被視為「污穢」、「不

潔」（參如利16:16,19; 民19:9; 伯15:16; 結39:24; 亞3:4; 
13:1），與「聖潔」相對，且需透過獻祭或儀式來潔淨。

新約沿用了同樣的概念（見如多2:14; 來1:3; 9:14; 約
壹1:7,9），且徒22:16將洗禮視為洗除罪惡的潔淨禮，

故本句有可能指這樣的人忘記他已受過洗禮，以致

生活中沒有相應的倫理表現（對照羅6:4）。另見34頁

短文〈洗禮〉。

1:10 a弟兄們 耶穌視一切遵行他旨意的為他的兄

弟姊妹和母親（太12:46-50; 可3:31-35; 路8:19-21，另

參太23:8），故初代教會以「弟兄」、「姊妹」互稱。希臘 
羅馬的父權社會經常以男性的複數來稱呼全體，此

處為該用法，故應包含信主的女性（參《現修》）。

 b應當更加殷勤 「殷勤」與1:5「殷勤」希臘文字

根同，兩處「殷勤」均可作「盡心竭力」（《思》，另對照

1:15），在此重複了1:5「要分外殷勤」的勸勉，再次鼓

勵收信人要更加盡心竭力展現1:5-7的品德（對照1:5
「要分外地殷勤」註釋）。

 c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 希臘文作「你們的蒙

召和蒙揀選」（參《和修》、《思》），此處的「蒙召和蒙揀

選」可視為同義複詞，與1:3-4所提讓收信人分享神聖
本性的「召」呼應（見1:3-4註釋）。「蒙召和蒙揀選」在

此亦可能是採用了重名修辭法（見1:3「生命和虔敬」

註釋），意為「因蒙揀選而有的呼召」，強調此處的呼

召是蒙了特別的揀選而有的。

 d堅定不移 該詞語原具有法律意涵，指「正式

批准令合約生效」或「確保合約的效力、擔保貨物的

品質」，在此可理解為「持續有效」，亦即當收信人展

現出1:5-7的品德時，便顯出1:3-4給予收信人分享神
聖本性的呼召（見1:3-4註釋），是持續有效的。

1:7 1:10

（下接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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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一、書信開頭（1:1-2）
二、對「你們」的勸勉（1:3-11）
三、寫作的情境與本書信的權威（1:12-21）

1. 即將離世的彼得（1:12-15）

2. 曾親賭基督榮耀的彼得（1:16-18）

3. 確鑿的先知話語（1:19-21）

四、對「他們這些人」的譴責（2:1-22）
1. 預告假教師的出現與結局（2:1-3）

2. 以古為鑑：惡人必定受報（2:4-11）

3. 譴責假教師：以毀謗、惡行、貪婪敗壞人（2:12-16）

4. 再責假教師：敗壞他人的必作繭自縛（2:17-22）

五、主必再臨（3:1-18前半）

1. 否定主再臨，會放蕩沈淪（3:1-7）

2. 相信主再臨，要聖潔敬虔（3:8-13）

3. 關於保羅書信的教導（3:14-16）

4. 總結：防備錯謬並在知識上長進（3:17-18前半）

六、書信結尾（3:18後半）

本書概覽

本書信為彼得的第二封信（3:1-2），可視為他的「臨終訓
言」（1:12-15）。此一「臨終訓言」之所以有權威，係因彼得

是耶穌永恆榮耀目擊證人中的一位（1:16-18），且彼得等
人所見證的，有先知確鑿話語的支持（1:19-21）。

基於此一權威，彼得從本書信一開始（1:3-11），便提
醒收信人（本書信中的「你們」）：既已蒙受主的賞賜，就當

脫離世上情慾的敗壞，以各樣的品德回應這位施惠者，成

為神聖本性的分享者（1:3-10），以致當主於榮耀中再臨
時（1:16），能有分於「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1:11，另參3:10-13）。

之後，彼得也以類似先知的權威預告：正如過去曾出

現假先知，將來亦會出現假教師（本書信中的「他們」或「他

們這些人」），導致許多人敗德的言行（2:1-22）。

最後，彼得指出：「他們」之所以會陷入錯謬，是因為

「他們」以為主不會再來施行審判（3:3-7），但「你們」須確

知，主雖遲延，他再來的應許仍是確實的（3:8-18前半，對

照1:19-21），因而繼續以「沒有玷污，無可指摘」的生活來

回應天上的施惠者（3:14，對照1:3-10）。

作者

按1:1，本書信的作者為「西緬‧彼得」（《和》作「西門‧彼

得」，見1:1「西門‧彼得」註釋），即可3:14,16; 路6:13-14所提
「十二個人」中，耶穌起名為彼得的那位西門（另見太10:1-
2）。彼得從耶穌傳道之初便跟隨在側（可1:16-18; 約1:41-
42），是親眼見證耶穌登山變貌的三位門徒之一（太17:1-
13; 可9:2-13; 路9:28-36，對照1:16-18），在耶穌升天後，彼得

成為初代教會的重要領袖（見如徒1:15-22; 2:14-41; 15:6-
11）。按教會傳統，彼得於主後64/65年間，在羅馬皇帝尼祿

（Nero，主後37-68年）手下殉道（見15,16,17,19頁圖）。

1:12-15顯示本書信為彼得離世前所寫。但在主後四世

紀結束之前，本書信是否有彼得的權威，初代教會並無一

致的看法（見以下「對後世產生的影響」〔21頁〕）。在近代聖

經研究興起後，本書信是否為彼得生前所寫，因着下述的

現象，再次引發討論：

(1) 3:1提及本書信為彼得寫給收信人的「第二封信」，若

第一封信為彼得前書（見以下「收信人」〔16頁〕、3:1
「第二封信」註釋），則兩封書信應出於同一位彼得的

手筆，但兩封書信有着明顯的差異（見以下「與其它

書信的關係」〔18頁〕），以致出於同一個人手筆的可

能性不高。

(2) 本書信與猶大書之間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且較可

能是本書信取法了猶大書（見以下「與其它書信的關

係」〔18頁〕），由於主的兄弟猶大在當時不若彼得廣

為人知（見猶大書簡介之「作者」〔104頁〕），何以身為

「教會柱石」的彼得（對照加2:9）會取法較不為人知
的猶大所寫的書信，便是需要回答的問題。

(3) 3:16暗示已有集結成冊的保羅書信流傳，且其權威

與「別的經書」類似，若本書信成書於主後64/65年彼
得殉道之前，部分的保羅書信可能才剛成書，尚未在

各處流傳，而更早完成的保羅書信中，有些成書不

足10年（如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羅馬書），超過

10年的可能僅有加拉太書與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此

時保羅書信是否已開始集結，無法確定，如果已經開

始，包含了哪些書信，流傳有多廣，都是需要回答的

問題。此外，成書於約主後70-80年代的使徒行傳從
未提及保羅撰寫書信，暗示有可能保羅書信在主後

70-80年代仍在集結成形的初期。因此3:16的描述與
彼得離世之後的教會處境較為相符。

(4) 本書信莊嚴華麗的寫作風格，也引起質疑：出於加利

利的漁夫彼得，是否有可能有這樣的文筆。

由於新約中僅有彼得前後書這兩卷篇幅不長的書信

以彼得為名，加上這兩封彼得書信，均應成書於耶路撒冷

會議之後10年以上，而使徒行傳並未交代彼得在徒15:1-35
耶路撒冷會議之後的行蹤與宣教事工，這些現象使得今日

難以根據文本或歷史的資料，來判斷彼得前後書各有多少

彼得的風格。

但可以確知的是，上述(4)無法用來當做本書信不是出

羅馬南郊的「主，你往哪裏去」教堂（Church of Domine Quo Vadis）。按
基督信仰典外文獻彼得行傳，當羅馬皇帝尼祿開始迫害，彼得從羅馬
向南出逃，來到該教堂所在之處，見到復活的主正趕往羅馬，彼得問主
說：「主往哪裏去？（Quo Vadis?）」主回答說：「我正趕往羅馬，要再次上
十字架。」主的回答讓彼得得着勇氣，回到羅馬，倒釘十字架殉道。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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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欄：採三個譯本並列的方式呈

現，從左至右依序為新標點和

合本(6)、和合本修訂版(7)與現代

中文譯本修訂版(8)，三者均為聖 

經公會版權所有的中文譯本。本

書用來標示註釋之經文為左欄 

的新標點和合本，因此採較粗的字

體印刷，中欄的和合本修訂版與右

欄的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採較細的

字體印刷，為提供讀者參酌的經文。

段落前註釋：根據簡介中所列的大綱，在

各大、中、小段落的經文欄之前，提

供該段落內容的撮要與重點(9,10)。

本書所採用的分段方式，係根據當

前最新的聖經校勘本與晚近大公

教會的聖經學術，因此與經文欄三

個譯本原有的分段不盡相同。各大、

中、小段落之前的段落標題，為本書

所建議使用的標題，而經文欄各譯

本原有之標題 (11) 將以較小的字體，

向右對齊的方式，置於各譯本原有

段落標題的位置。

內文註釋：本書內文的註釋，有時針對一

節或數節的內容，有時針對一節當

中的句子或詞語，亦有時會針對新

標點和合本原有的小字，讀者可於

經文欄新標點和合本內文當中紅色

的標示得知：針對一節或數節的註

釋，範圍內的第一節節號會以紅色

印刷 (14) ；針對句子或詞語，以及小

字的註釋，在字串最開頭，會標示以

紅色的 a,b,c  等字母 (12,13) 。

如何使用本書

經文原
有註腳

14. 針對一節或
   數節註釋的
  標示,第一節
   節號為紅色

12. 針對小字註
   釋的標示

13. 針對句子或
   詞語的標示

6. 新標點和合本

7. 和合本修訂版

8. 現代中文譯本
   修訂版

10. 中段落前註釋

9. 大段落前註釋 

11. 經文原有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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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豬洗淨了又回到泥裏去滾；

這話在他們身上正合式。

主再來的應許

第三章 1a親愛的弟兄啊，我

現在寫給你們的是b第二封信。這

兩封都是c提醒你們，激發你們d誠

「豬洗淨了，又回到爛泥裏打

滾。」

主再來的應許

第三章 1親愛的，我現在寫

給你們的是第二封信。在這兩

封信裏，我都提醒你們，激發你

的東西」，也像「豬洗乾淨了，又回

到泥沼裏打滾」。

主應許再來

第三章 1親愛的朋友們，我

現在寫給你們的是第二封信。在

兩封信裏面，我都提醒你們這些

3:1

3:1-2 （猶1:17）

否定主再臨，會放蕩沈淪（3:1-7）

見3:1-18前半段落前註釋。

本段暗示，之前2:1-22「他們這些人」的敗德言行和貪婪的問題，與否定主會再臨賞善罰惡有關。兩者之間可能的

關係，見簡介之「寫作背景與目的」（17頁）。

3:1-3與猶1:17-18多所呼應，詳見以下各註釋，兩封書信的關係，見簡介之「與其它書信的關係」（18頁）。

主必再臨（3:1-18前半）
彼得在此重新將焦點轉回收信人「你們」（對照1:3-11），從「主必再臨」的角度，再論「他們這些人」的問題，並重申之前對

「你們」的教導。本段以四個「蒙愛的啊」（3:1,8,14,17，《和》均作「親愛的弟兄啊」），將內容分為四個部分：

(1) 首先，彼得在3:1-7先重申「你們」須記念先知與使徒所傳承的教導（3:1-2，對照1:12-21），接着再次以先知的權威預告，

「他們」會譏誚並否定主的再臨，但「他們」不能因此逃脫審判（3:3-7，對照2:1-3的預告）。

(2) 針對「他們」的譏誚否定，3:8-13提醒「你們」：主尚未再臨，並非遲延，而是寬容。因此，「你們」應聖潔敬虔度日，如此

便呼應了本書信開頭1:1「義」的主題（見1:1-2段落前註釋），並1:3-11信徒需結出品德的果子的教導。

(3) 接着，3:14-16援引保羅書信來支持本書信的勸勉（3:14-15），同時暗示「他們」強解扭曲保羅書信的信息（3:16），故「你

們」應當留心。

(4) 最後，3:17-18前半可視為本書信教導的總結：先提醒「你們」要避免惡人的錯謬（3:17，對照2:1-22;3:1-7），再提醒「你

們」需在主耶穌的知識上有所長進（3:18前半，對照1:3-11;3:8-13）。此一結論如此呼應了本書信開頭1:2「知識」的主題

（見1:1-2段落前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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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因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之義 希臘文作

「在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的義中」，見本節

「因……之義」、「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註釋。

本片語係要指出，收信人已在　神的國中（對照1:4
「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註釋），並開始按耶穌

基督所教導的公義原則與標準行事為人。

 h因……之義 希臘文作「在……的義中」（參

《呂》註）。對主後一世紀的猶太人而言，　神的公義

掌權為　神國的特徵之一（參短文〈　神的國〔天

國〕〉之「舊約與猶太教的背景」〔38頁〕），本書信沿

用了此一概念（對照3:13，義居於新天新地之中），故

「在……的義中」可視為「在　神的國中」的另一種說

法。此外，本書信中，「義」所着重的，是行為要受　神

公義的法則與標準所規範（見2:5「義道」、2:21「義
路」，另對照2:7,8「義人」、「義心」）。

 i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 按希臘文的語

法，宜作「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參《呂》，

或作「我們的　神救主耶穌基督」，以避免歧義），指

出耶穌基督同時是「我們的　神」與「救主」。此處為

新約中少數直接以「　神」來稱呼耶穌的經文。

 j我們……我們 兩處均不包含收信人，指彼得

與其他使徒（3:2），他們是猶太背景的基督信徒，將福音帶

給收信人，但兩處的「我們」也可能單指和彼得一樣曾親

賭耶穌榮耀的目擊證人（對照1:16-18），而非所有的使徒。

 k1 此處並無校勘的議題，但為避免歧義，翻譯時宜

將「和」省略，見本節「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註釋。

 l救主 「救主」或作「拯救者」，其基本含意為

「那保護人不受到傷害的」或「那拯救人脫離傷害

的」。在古代，該名稱常做為神明的頭銜，或是用來尊

稱有功勳的重要人物，包括君王和軍事領袖。此處以

「救主」稱耶穌基督，是要強調，他是保護並拯救人脫

離死亡威脅的那一位。

 m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 宜作「與我

們分得同樣尊貴信仰的人」（參《現修》、《呂》），「分

得」原指透過抽籤，分配得到產業中的一份（該希臘

文亦見於路1:9; 約19:24; 徒1:17，《和》分作「掣籤」、

「拈鬮」、「得了一分」），對當時的人而言，抽中籤是神

明眷祐的結果，獲得土地則是特別的權利，在此使用

了上述抽籤分配土地的圖畫，暗示收信人與彼得所

代表的「我們」（見本節「我們……我們」註釋）蒙受了

同樣的榮寵，有特權分得　神所賜的尊貴信仰。關於

本書信的收信人，另見簡介之「收信人」（16頁）。

 n一樣寶貴信心 宜作「同樣尊貴信仰」（參《現

修》、《呂》），指出此處的收信人「你們」與彼得所代表

的「我們」兩者蒙　神所恩賜的信仰，是同等的尊貴，

用以指出兩者信主雖有先後（見本節「我們……我

們」註釋），但共享了同樣的大公信仰。

1:2 a恩惠、平安 或作「恩惠、和平」，「恩惠」與希

臘人書信的祝願（「願喜樂」，見23頁短文〈希臘  羅馬
的書信格式〉）兩者的希臘文諧音，而「平安（和平）」

為猶太人的日常問候方式，此一格式很可能是初代

教會慣用的書信問候語。在此「恩惠」着眼在　神藉

由基督所帶來的救贖，「平安（和平）」則指人與　神、

與人之間所重建的和好關係，以及人安康的狀態。

 b因你們認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 希臘文作

「在　神和我們主耶穌的知識中」，此處的語法結構

與1:1「在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的義中」類

似（對照1:1「因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之義」註

釋），但此處並未如1:1一樣，以「　神」來稱呼耶穌基

督（見1:1「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註釋），按希

臘文的語法，此處「　神和我們主耶穌」係指父　神

與主耶穌兩者。該片語有兩種可能的理解：(1)「『因
着』有　神和我們主耶穌的知識」（如《和》、《和修》的

譯法），指這「知識」是經歷「恩惠、平安（和平）」的原

因；(2)「『藉着』有　神和我們主耶穌的知識」（參《現

修》），指這「知識」是經歷「恩惠、平安（和平）」的媒

介。無論採何種理解，此處指出，具備對　神和主耶

穌的「知識」，與經歷恩惠與平安（和平），兩者息息相

關，見本節「認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註釋。

 c認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 希臘文作「　神和我

們主耶穌的知識」，指對父　神與主耶穌兩者的知識

（見本節「因你們認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註釋），從

1:11談到「進入……永遠的國」、3:10-13提及「主再臨」

與「新天新地」可知，此處的知識特別與耶穌將再臨做

王，帶來全然展現的　神國有關。本書信多次使用此

處的「知識」（《和》均以動詞的形式作「認識」，以別於

1:5,6; 3:18另一個意為「知識」的希臘文，見以下討論），

來談對　神和主耶穌的知識（除此處外，另見1:3「認
識那……召我們的主」、1:8「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2:20「認識主－救主耶穌基督」），當人在這樣的知識之

中，所伴隨的應是接受救恩，以實際的倫理實踐表達

出對　神與主耶穌的順服，並對　神國全然降臨的

盼望，如此，自然便能經歷到主所賜的恩惠與平安（和

平）。1:5,6; 3:18的「知識」為另一個希臘文，但與此處的

「知識」字根同，在本書信中可視為此處「知識」的同義

詞（3:18）。另見簡介之「寫作背景與目的」（17頁）。

 d我們 見1:1「我們……我們」註釋。

 e主 原指有權柄宰制他人的人，用以對應「僕

人」、「奴隸」、「臣民」，亦衍生為對男性的敬稱（如約

4:11〔《和》作「先生」〕）。《七十士譯本》經常使用「主」

來翻譯舊約中的「耶和華」，以「主」指　神（如《七十

士譯本》創11:5; 12:1; 出3:2），該用法為新約所沿用
（如太1:20; 路2:22-23; 約12:13）。初代教會用「主」稱

呼耶穌（如路7:19; 約13:13; 20:28），不僅強調耶穌的
權柄，更是要指出，他所擁有的是　神所獨有的權柄

（參太28:18），同時也表達出信徒對其權柄的完全臣
服。「耶穌是主」亦為初代教會信仰告白的重要用語

（參徒2:36; 10:36; 羅10:9; 林前1:3; 12:3; 腓2:11）。

gh因 ij我們的　神和(
k有古卷
沒有和字) l救

主耶穌基督h之義、m與j我們同得n

一樣寶貴信心的人。2願a恩惠、平

安，b因你們c認識　神和d我們e主

耶穌，多多地加給你們。

我們的　神和註救主耶穌基督

的義，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

的人。2願恩惠、平安註，因你們認

識　神和我們的主耶穌，多多加

給你們！

給那些藉着我們的上帝和救主耶

穌基督的義、跟我們分享了同樣

寶貴信仰的人：

2願你們藉着認識上帝和我們

的主耶穌得到豐豐富富的恩典和

平安！
1 有古卷沒有「和」。

2 「平安」或譯「和平」。

1:2
此處「認識（知識）」與「恩惠」、「平安」聯繫在一

起，三者的關係是甚麼（見相關註釋）？這樣的

關係對我有何提醒？

默想新標點和合本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和合本修訂版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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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標點和合本 和合本修訂版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上c虔敬；7有了虔敬，又要加上a愛

弟兄的心；有了a愛弟兄的心，又 

要加上 b愛眾人的心。8你們若 

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 

你們 a在 b認識我們的 c主 d耶穌 

基督 a上不至於閒懶不 e結果 

子了。9人若沒有這幾樣，a就是 

眼瞎，只看見近處的，b忘了他 

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10所以

a弟兄們，b應當更加殷勤，使c你

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d堅定不移。

虔敬；7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

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

加上愛眾人的心。8你們有了這幾

樣，再繼續增長，就必使你們在認

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

懶散和不結果子了。9沒有這幾樣

的人就是瞎眼，是短視，忘了他過

去的罪已經得了潔淨。10所以，弟

兄們，要更加努力，使你們的蒙召

和被選堅定不移。你們實行這幾

敬虔，7敬虔加上手足之愛，手足

之愛加上博愛。8這些就是你們應

該培養的品德；如果你們都具備

了，你們就會更積極、更有效地認

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9但是，缺

少這些品德的人是短視，是瞎眼，

忘記了他們的舊罪已經被洗淨

了。

10所以，弟兄姊妹們，你們要更

加努力，使上帝的呼召和揀選成

為你們永久的經驗；有了這些經

 c虔敬 宜作「敬虔」，見1:3「虔敬」註釋。此處

強調「敬虔」，也應是要收信人與之後所提「他們那些

人」不忠於主的行徑有別（對照2:1），如此他們可以

在審判之日不被定罪受刑（對照2:9）。1:7「虔敬」同。

1:7 a愛弟兄的心……愛弟兄的心 「愛弟兄的心」

希臘文作「兄弟之愛」（參《現修》、《思》），原指家族

內男性成員間的手足之情，有別於與家族之外的朋

友之誼，因希臘  羅馬的父權社會經常以男性來稱呼

全體，故該詞語可涵蓋家族內所有成員間的情誼。

耶穌視一切遵行他旨意的為他的兄弟姊妹和母親

（太12:46-50; 可3:31-35; 路8:19-21，另參太23:8），故

初代教會以「弟兄」、「姊妹」互稱，視彼此為一家人，

此處「兄弟之愛」沿用了此一概念，用來指教會內成

員間的友愛、團結、合作、和諧等。該希臘文亦見於羅

12:10; 帖前4:9; 來13:1; 彼前1:22（然《和》並未一致地

譯出），用法均與此處相同。此處強調「兄弟之情」，也

應是要對比之後2:2,14,18「他們這些人」引誘他人跟

隨自己惡行的問題。

 b愛眾人的心  希臘文作「愛」（參《現修》、

《思》），為此處品德列表的最後一項，可視為此列表

中最重要與最極致的品德。對當時的猶太人而言，

愛　神與愛鄰舍為律法的總綱（太22:37-40; 可12:30-
31; 路10:27），保羅書信則經常將愛與信和望並列

（林前13:13; 帖前1:3; 5:8），並以愛為基督信徒倫理的
基礎（如羅12:9; 13:8-10; 林前12:31-13:13; 加5:14; 西
3:14）。此處愛的對象應同時包括了教會內外的人，

而與之前「愛弟兄的心」對比，在此的「愛」有可能更

多着重於對教會外眾人的愛（故《和》的譯法）。

1:8-9 1:8希臘文作「因這些在你們裏面存着並且加
增，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知識上，就不會閒懶不結果

子了。」可作「當這些存在你們裏面，並不斷加增，在

達致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知識這方面，你們便不至於

閒懶不結果子。」（參《和修》、《呂》）1:9希臘文作「因
人沒有這些，他是短視的眼瞎，有的是對他過去眾罪

得潔淨的遺忘。」（參《呂》）可作「當人沒有這些，他是

眼瞎的，因為短視，忘記了他過去的眾罪已得潔淨。」

（參《現修》、《和修》、《思》）此處兩節分別以「因『這

1:7



10

　　在內文註釋欄內，亦會以紅色標

示所註釋的經節範圍(16)，或以紅
色的a,b,c等字母，來標示句子或

詞語(17)，以及小字的註釋(15)。為
標示註釋的性質並方便檢索，本

書運用十種不同的圖示(右26)，置
於個別註釋之前（最多為兩個圖

示），所使用的圖示如下，

釋義

校勘（古抄本中不同內容的訊
息）

歷史

地理

文化

思想（特別是在舊約或新約中

所出現的思想觀念）

動物

植物

器物

人物

串珠：聖經中一卷書的作者有時會

直接引用其它書卷的內容，有

時則以間接暗示的方式使用，

有時不同書卷會共同談到類似

的想法或題目。多數的情況，這

類訊息會在內文註釋中說明，

然部分非常明顯、無須特別說

明的情況，會置於漸層分隔線

的下緣(19)，內文註釋開始之前，

供讀者參考。而新標點和合本

已標註的舊約的平行經文與福

音書的對觀經文，將不在串珠

欄中重複。

短文：有些與背景有關的訊息或需要

討論的重要議題，因為出現次數

頻繁，或者因為並非與特定經節

如何使用本書

18. 照片

20. 短文

19. 串珠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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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應許 與1:4「應許」希臘文同，但為單數形

（見1:4「應許」註釋）。此處的「應許」即接下來所提

「有義居於其中的新天新地」，與3:4,9所提基督再臨
的應許，息息相關。

 c盼望 宜作「等候」（《現修》、《和修》、《思》），見

3:12「切切仰望」註釋。

3:13

3:10-12
當主再臨時，一切有形質的都將被火銷化，這

對我今日對物質的追求有何提醒？

默想

「耶和華的日子」在舊約先知書特指　神彰顯其作為的

日子。這日常為　神以大能刑罰罪惡的可怕日子（賽

13:9,11），是「毀滅從全能者來到」的日子（賽13:6; 珥1:15），

也常伴隨着自然界的異象（賽13:10; 珥3:14-15; 亞14:4,6）。

刑罰的對象常是外邦列國（結30:3-5），但阿摩司也讓那些

「想望耶和華的日子來到的」（摩5:18,20）知道，這日子並不

必然是　神喜悅以色列人的日子（摩5:21-27），賽10:11則明

示「　神怎樣待撒馬利亞和其中的偶像，豈不照樣待耶路

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嗎？」亞14:1-3顯示，這不但是　神「聚

集萬國與耶路撒冷爭戰」的日子，也是　神「出去與那些國

爭戰」的日子。被擄之後的先知書中，　神在「耶和華的日

子」不僅要刑罰外邦，同時也保護猶大(珥3:12-17)，不僅要

審判惡人，同時也拯救敬畏　神的人(瑪4:1-3)。

先知書中有些特別論到外邦列國的經文雖未出現「耶

和華的日子」，但提到「耶和華報仇的日子」（耶46:10，另見

賽61:2 ）、「耶和華降罰的日子」（俄1:15），或「那日」（如賽

17:1,4; 19:1,16），也都可能與「耶和華的日子」同義。另有一

些「那日」或「那日子、那時候」若與「耶和華的日子」同義，

則「耶和華的日子」也是(1)　神管教以色列人或以色列人

遭難的日子（賽3:1,18; 5:1,7,30; 10:20; 耶30:7），(2)　神應許

以色列家和猶大家的恩言成就的日子（耶33:14），(3)對「餘

剩之民」（賽28:5）、「留下之人」（耶50:20）、「逃脫的人」（賽

4:2; 珥2:32; 俄1:17）或「剩下的人」（番3:12-13）是蒙赦免與

拯救，得勝與榮耀的日子。如果賽19:19-25的「那日」也與

「耶和華的日子」同義，則顯示「耶和華的日子」甚至是列國

與以色列同樣蒙　神賜福的日子。

「耶和華的日子」既然包含上述各種性質不同的事件，

所以可能並非指一個獨特的日子，而是指一段　神彰顯

其特別作為的時期，在歷史中可一再地出現（例如，珥1:15; 

2:1,11與珥2:31應為不同的事件）。和下述新約中「主的日

子」相比，「耶和華的日子」是一個較廣的概念。

新約中「主的日子」（帖前5:2; 帖後2:2; 彼後3:10）和「那

日子」（太24:36; 25:13; 26:29; 可13:20,32; 14:25; 路21:34-35; 林

前3:13; 帖前5:4; 帖後1:10; 2:3; 來10:25）也須以上述舊約背

景來理解。在新約中，「耶和華」均以「主」代表，所以彼得

在徒2:20以「主……的日子」代表珥2:30「耶和華……的日

子」，而新約「主的日子」也與舊約「耶和華的日子」對等，但

帖前5:2; 帖後2:2; 彼後3:10顯示新約「主的日子」已轉而特

指一個尚未來到的獨特日子，即基督再臨的日子。

「耶和華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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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因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之義 希臘文作

「在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的義中」，見本節

「因……之義」、「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註釋。

本片語係要指出，收信人已在　神的國中（對照1:4
「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註釋），並開始按耶穌

基督所教導的公義原則與標準行事為人。

 h因……之義 希臘文作「在……的義中」（參

《呂》註）。對主後一世紀的猶太人而言，　神的公義

掌權為　神國的特徵之一（參短文〈　神的國〔天

國〕〉之「舊約與猶太教的背景」〔38頁〕），本書信沿

用了此一概念（對照3:13，義居於新天新地之中），故

「在……的義中」可視為「在　神的國中」的另一種說

法。此外，本書信中，「義」所着重的，是行為要受　神

公義的法則與標準所規範（見2:5「義道」、2:21「義
路」，另對照2:7,8「義人」、「義心」）。

 i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 按希臘文的語

法，宜作「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參《呂》，

或作「我們的　神救主耶穌基督」，以避免歧義），指

出耶穌基督同時是「我們的　神」與「救主」。此處為

新約中少數直接以「　神」來稱呼耶穌的經文。

 j我們……我們 兩處均不包含收信人，指彼得

與其他使徒（3:2），他們是猶太背景的基督信徒，將福音帶

給收信人，但兩處的「我們」也可能單指和彼得一樣曾親

賭耶穌榮耀的目擊證人（對照1:16-18），而非所有的使徒。

 k1 此處並無校勘的議題，但為避免歧義，翻譯時宜

將「和」省略，見本節「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註釋。

 l救主 「救主」或作「拯救者」，其基本含意為

「那保護人不受到傷害的」或「那拯救人脫離傷害

的」。在古代，該名稱常做為神明的頭銜，或是用來尊

稱有功勳的重要人物，包括君王和軍事領袖。此處以

「救主」稱耶穌基督，是要強調，他是保護並拯救人脫

離死亡威脅的那一位。

 m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 宜作「與我

們分得同樣尊貴信仰的人」（參《現修》、《呂》），「分

得」原指透過抽籤，分配得到產業中的一份（該希臘

文亦見於路1:9; 約19:24; 徒1:17，《和》分作「掣籤」、

「拈鬮」、「得了一分」），對當時的人而言，抽中籤是神

明眷祐的結果，獲得土地則是特別的權利，在此使用

了上述抽籤分配土地的圖畫，暗示收信人與彼得所

代表的「我們」（見本節「我們……我們」註釋）蒙受了

同樣的榮寵，有特權分得　神所賜的尊貴信仰。關於

本書信的收信人，另見簡介之「收信人」（16頁）。

 n一樣寶貴信心 宜作「同樣尊貴信仰」（參《現

修》、《呂》），指出此處的收信人「你們」與彼得所代表

的「我們」兩者蒙　神所恩賜的信仰，是同等的尊貴，

用以指出兩者信主雖有先後（見本節「我們……我

們」註釋），但共享了同樣的大公信仰。

1:2 a恩惠、平安 或作「恩惠、和平」，「恩惠」與希

臘人書信的祝願（「願喜樂」，見23頁短文〈希臘  羅馬
的書信格式〉）兩者的希臘文諧音，而「平安（和平）」

為猶太人的日常問候方式，此一格式很可能是初代

教會慣用的書信問候語。在此「恩惠」着眼在　神藉

由基督所帶來的救贖，「平安（和平）」則指人與　神、

與人之間所重建的和好關係，以及人安康的狀態。

 b因你們認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 希臘文作

「在　神和我們主耶穌的知識中」，此處的語法結構

與1:1「在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的義中」類

似（對照1:1「因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之義」註

釋），但此處並未如1:1一樣，以「　神」來稱呼耶穌基

督（見1:1「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註釋），按希

臘文的語法，此處「　神和我們主耶穌」係指父　神

與主耶穌兩者。該片語有兩種可能的理解：(1)「『因
着』有　神和我們主耶穌的知識」（如《和》、《和修》的

譯法），指這「知識」是經歷「恩惠、平安（和平）」的原

因；(2)「『藉着』有　神和我們主耶穌的知識」（參《現

修》），指這「知識」是經歷「恩惠、平安（和平）」的媒

介。無論採何種理解，此處指出，具備對　神和主耶

穌的「知識」，與經歷恩惠與平安（和平），兩者息息相

關，見本節「認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註釋。

 c認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 希臘文作「　神和我

們主耶穌的知識」，指對父　神與主耶穌兩者的知識

（見本節「因你們認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註釋），從

1:11談到「進入……永遠的國」、3:10-13提及「主再臨」

與「新天新地」可知，此處的知識特別與耶穌將再臨做

王，帶來全然展現的　神國有關。本書信多次使用此

處的「知識」（《和》均以動詞的形式作「認識」，以別於

1:5,6; 3:18另一個意為「知識」的希臘文，見以下討論），

來談對　神和主耶穌的知識（除此處外，另見1:3「認
識那……召我們的主」、1:8「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2:20「認識主－救主耶穌基督」），當人在這樣的知識之

中，所伴隨的應是接受救恩，以實際的倫理實踐表達

出對　神與主耶穌的順服，並對　神國全然降臨的

盼望，如此，自然便能經歷到主所賜的恩惠與平安（和

平）。1:5,6; 3:18的「知識」為另一個希臘文，但與此處的

「知識」字根同，在本書信中可視為此處「知識」的同義

詞（3:18）。另見簡介之「寫作背景與目的」（17頁）。

 d我們 見1:1「我們……我們」註釋。

 e主 原指有權柄宰制他人的人，用以對應「僕

人」、「奴隸」、「臣民」，亦衍生為對男性的敬稱（如約

4:11〔《和》作「先生」〕）。《七十士譯本》經常使用「主」

來翻譯舊約中的「耶和華」，以「主」指　神（如《七十

士譯本》創11:5; 12:1; 出3:2），該用法為新約所沿用
（如太1:20; 路2:22-23; 約12:13）。初代教會用「主」稱

呼耶穌（如路7:19; 約13:13; 20:28），不僅強調耶穌的
權柄，更是要指出，他所擁有的是　神所獨有的權柄

（參太28:18），同時也表達出信徒對其權柄的完全臣
服。「耶穌是主」亦為初代教會信仰告白的重要用語

（參徒2:36; 10:36; 羅10:9; 林前1:3; 12:3; 腓2:11）。

gh因 ij我們的　神和(
k有古卷
沒有和字) l救

主耶穌基督h之義、m與j我們同得n

一樣寶貴信心的人。2願a恩惠、平

安，b因你們c認識　神和d我們e主

耶穌，多多地加給你們。

我們的　神和註救主耶穌基督

的義，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

的人。2願恩惠、平安註，因你們認

識　神和我們的主耶穌，多多加

給你們！

給那些藉着我們的上帝和救主耶

穌基督的義、跟我們分享了同樣

寶貴信仰的人：

2願你們藉着認識上帝和我們

的主耶穌得到豐豐富富的恩典和

平安！
1 有古卷沒有「和」。

2 「平安」或譯「和平」。

1:2
此處「認識（知識）」與「恩惠」、「平安」聯繫在一

起，三者的關係是甚麼（見相關註釋）？這樣的

關係對我有何提醒？

默想新標點和合本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和合本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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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爭辯。4因為有些人a偷着進

來，就是b自古被定受刑罰的，是

c不虔誠的，d將我們　神的恩變

作e放縱情慾的機會，並且f不認獨

一的g主宰－h我們（或譯：
和我們）主耶穌

基督。

4因為有些人偷偷地進來，就是早

就被判定受懲罰的不虔誠的人，

他們把我們　神的恩典變為放縱

情慾的機會，並且不認獨一的主

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4因為，有些不敬虔的人偷偷地混

進我們中間，以曲解上帝恩典的

信息來掩飾自己腐敗的行為。他

們拒絕了惟一的主宰─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在很久以前，聖經已經

預言他們必須受懲罰。

1:4 與彼後2:1-3類似，兩者的關係，見彼得後書簡

介之「與其它書信的關係」（18頁）。在此猶大指出，有

人從信仰群體之外「滲入」，他們是不敬虔、放縱情

慾、不認主的，因此當受刑罰，在1:8,10,12,14,16,19

中，猶大以「這些人（這些……的人）」稱之，他們可能

的身分，見簡介之「寫作背景與目的」（105頁）。

 a偷着進來 希臘文作「滲透進來」，此處使用了

水從縫隙滲入的意象。

 b自古被定受刑罰的 希臘文作「過去已先被寫

下來受此刑罰的」（參《呂》），此處「過去已先被寫下

來」與「此刑罰」所指為何，歷來有不同猜測，但較可

能均與接下來1:5-16的內容有關，這些內容均引自猶

太教經典（即舊約的前身）與文獻，因此是「過去已先

被寫下來」的，其中所提的審判、刑罰、敗壞、滅亡、幽

暗（1:6,7,10,11,13,15），則為「此刑罰」的內容。

 c不虔誠的 或作「不敬虔的」（參《現修》），

該詞語在《七十士譯本》中經常出現（如創18:25;伯

10:3;16:1;詩1:1;36:28;箴1:10;3:33;10:6;哈1:4），用來

1:4

翻譯「作惡的」，與「義

的」相對。

 d將我們　神的恩

變作放縱情慾的機

會 此處「　神的恩」

可能指「人稱義是藉

着信，不在於律法的

行為」（對照《和修》羅

3:28）這類的教導，而

有人誤將「不在於律

法的行為」理解為信

徒可不受任何倫理規

範的約束，藉機放縱

情慾，任意而為。

 e放縱情慾 或作「淫蕩」（參《呂》），指耽溺於亂

性與雜交這類性方面的惡行，但也有可能泛指一切

隨從情慾，不受倫理規範的放蕩行為，如狂歡作樂、

揮霍無度、目無法紀等。

 f不認獨一的主宰－我們主耶穌基督 在此希臘

文有兩種可能的理解：(1)作「不認那獨一的主宰與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或「不認我們那獨一的主宰與

主－耶穌基督」（參《思》、《呂》），指出耶穌基督同時

為「獨一的主宰」和「主」，強調基督擁有至高的主權；

(2)作「不認那獨一的主宰，並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參

《和》小字、《呂》註），「那獨一的主宰」指父　神，故此

處「不認」的對象，包含了父　神與主耶穌基督兩者，

將「主耶穌基督」與「獨一的主宰父　神」並列，暗示

基督與父　神擁有同等的地位。上述兩種理解均有

可能，無論採何種理解，均強調「這些人」否認　神的

權柄，拒絕順服，其具體的表現，便是不遵照主耶穌

所教導的倫理行事為人（見如太5:1-7:29），若「獨一

的主宰」指父　神，則也包括不遵照　神在摩西律法

中所揭示的道德規範來生活。

 g主宰 見彼後2:1「主」註釋，在此可指基督或

父　神（見本節「不認獨一的主宰－我們主耶穌基

督」註釋）。

 h我們主耶穌基督 「我們……主耶穌基 
督」為本書信稱呼耶穌時喜用的格式，亦見於

1:17,21,25。另見彼後1:2「主」、彼後1:1「耶穌」、「基

督」註釋。

1:4

奧林匹亞（Olympia）運動場的跑道（見1:3註g）。見114頁圖圖說，圖中央前方地上的橫線為石製的起跑線，

跑道左右方並無人造的階梯看台，比賽時觀眾立於兩側的斜坡，裁判則坐在圖右方斜坡的裁判席中。

岱爾菲（Delphi）運動場的跑道（見1:3註g）。本圖係從接近終點線的位置遙望起跑線的方向，圖右遠端的柱子原為起跑線後方的建築結構，圖中央

看台之中有靠背的座位為裁判席。岱爾菲四年一度的普提亞（Pythian）運動會、奧林匹亞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Oplympic）運動會，以及哥林多旁兩

年一度的地峽運動會，為古代三大泛希臘的運動會。

1:4 （彼後2:1-3）

17. 針對句
              子或詞
              語的標
              示與註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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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不適合於簡介、段落前註

釋、內文註釋中討論，此時會以

短文的形式出現。這些短文會穿

插於經文中相關的位置(左20)，但
較長與較一般性的短文(22)，除
文集導論外，將置於各單行本最

後，或大段落之間。。在本書主體

中出現的短文，均置於對頁的右

下方。

其它輔助材料：本書在文字資料之外，

盡可能輔以彩色的照片(左18)、地
圖、圖片、圖表(21)。本書中採用的
地理照片，絕大多數為編輯小組

親赴現地所拍攝；動植物與器物

的照片與圖片，另包括聯合聖經

公會本身資料庫的材料、部分博

物館惠允使用的材料，並少數個

人持有的照片或圖片，均註明出

處，以表謝忱。此外，新標點和合

本內文中讀音困難的字，本書均

加註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23)，來
協助全球各地的中文讀者誦讀。

本書音譯希伯來文與希臘文的

方式，詳列於書末的「附錄：希伯

來文與希臘文音譯對照表」。 

靈修與查經材料：對基督信徒而言，閱

讀聖經不僅是為了增長知識與

見聞，更是為了培育靈性，實踐

主道。本書為此不時在對頁的右

上方（於經文欄結束之後），根據

本書的註釋提供默想問題(24)，做
為靈修默想之用。在相當於一章

聖經篇幅的段落結束之處，本書

亦提供問題討論(25)，可供25-30
分鐘的小組討論之用，其位置均

為對頁的右下方。

如何使用本書

24. 默想

26. 圖示解說

25. 問題討論

23. 注音符號與
      漢語拼音

22. 較長短文

21. 圖片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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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新天新地，e有f義居在其中。

14a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 b盼

望c這些事，d就當e殷勤，使自己

f沒有玷 (玷｜玷)污，無可指摘，

安然見主；15並且要a以b我c主長

久忍耐為得救的因由，就如d我

新天新地，其中有正義常住。

14所以，親愛的，既然你們等候

這些事，就要竭力使自己沒有玷

污，無可指責，在主前和睦；15並

且要以我們主的容忍作為你們得

救的機會，就如我們所親愛的弟

的新天新地；在那裏，正義常住。

14所以，親愛的朋友們，既然

你們等候着那日子，就應該在上

帝面前竭力追求聖潔，過無可

指責的生活，跟他和好。15要以

我們的主的容忍作為你們得救

的機會，正如我們親愛的弟兄 

 d新天新地 舊約賽65 :17 ;  66 :22宣告，將

來　神必造長存的「新天新地」，新約中，此一預告將

會在基督再臨之後實現（此處與啟21:1），屆時受造
物都將被更新（對照如徒3:21）。

 e有義居在其中 或作「其中有公義居住」（參《和

修》、《呂》）。

 f義 此處呼應了1:1所開始「義」的主題（另見

2:5,7,8,21），指出新天新地中　神的公義將全然掌
權，因為　神的受膏者（基督）耶穌將在其中統治。對

照1:1或作「因……之義」註釋，另見1:11「主－救主耶
穌基督永遠的國」註釋。

3:14 a親愛的弟兄啊 希臘文作「為此，蒙愛的啊」

（參《思》，另對照《現修》、《和修》、《呂》），「為此」指出，

3:14-15前半為基於3:8-13而有的教導，「蒙愛的啊」在

此應包含男女信徒。另見3:1-18前半段落前註釋。

 b盼望 宜作「等候」（《現修》、《和修》、《思》），見

3:12「切切仰望」註釋。

 c這些事 指3:10-13所提「主的日子（　神的日
子）」的來臨，帶來新天新地，其中有義居住這些事。

 d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見

主 希臘文有三種可能的理解：(1)「就當盡心竭力，

成為無玷污、無瑕疵的，以致他看為在和平之中」，意

為「就當盡心竭力，成為無玷污、無瑕疵的，以致與他

和好」（參《和修》）；(2)「就當盡心竭力，以致他看為是

無玷污、無瑕疵的，得享平安（和平）」（參《思》）；(3)

「就當盡心竭力，以致他看為是無玷污、無瑕疵、且在

和平之中的」（參《呂》）。若按理解(2)或(3)，「和平」可

指與　神和好，也可指與人和睦。無論採何種理解，

此處的「他」均指3:15的「主」。「平安（和平）」，見1:2

「恩惠、平安」註釋。

 e殷勤 與1:10「殷勤」、1:15「盡心竭力」希臘文

同，在此可作「盡心竭力」（參《現修》、《和修》、《呂》），

見1:10「應當更加殷勤」註釋。此處的「殷勤」應是要

3:14

3:13 （賽65:17;66:22;啟21:1）

關於保羅書信的教導（3:14-16）

見3:1-18前半段落前註釋。

彼得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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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豬洗淨了又回到泥裏去滾 按利11:7-8，豬為
不潔淨的動物。豬愛在泥裏打滾，對當時的猶太人與

希臘人而言均為常識。此處應是要凸顯假教師所離

棄的是聖潔的。

3:1 a親愛的弟兄啊 希臘文作「蒙愛的啊」，在此

應包含男女信徒。另見3:1-18前半段落前註釋。此處

與猶1:17均以「蒙愛的啊」開頭，見3:1-7段落前註釋、

簡介之「與其它書信的關係」（18頁）。

 b第二封信 對於前一封信為何，歷來有不同

的猜測，按新約經目，最自然的猜測為彼得前書，但

有其不易解決的問題（見簡介之「收信人」〔16頁〕），

有認為是猶大書（對照簡介之「與其它書信的關係」

〔18頁〕），亦有認為是一封已經佚失的書信。確實的

情況，不得而知。

 c提醒你們，激發你們 希臘文作「以提醒來激發

你們」（《呂》），見1:13「提醒你們，激發你們」註釋。此

處採用了與1:13同樣的句子，重申彼得寫作本書信

的目的（對照1:12-15）。

 

d誠實 該詞語的希臘文原指沒有混雜的，如用

來指沒有混合其它金屬的純金，在道德方面，指真

誠、沒有隱藏的動機、不虛偽，故可作「純潔」（《現

修》、《呂》）。在此「純潔」應是與2:3,13-14假教師貪婪
詭詐的動機對比。

3:1

3:1
此處「誠實」指甚麼（見相關註釋）？我在　神

面前有這類的「誠實」否？我該如何為自己這

方面的「誠實」禱告？

默想

一、試根據相關註釋，用你自己的話，歸納羅列1:1-22所提假教師的問題：他們的言語有何特徵？他們教導的重點可

能是甚麼？他們的行為有何特徵？他們有哪些有問題的動機？請彼此討論，歸納出大家認為最完整的答案。

二、按你對於基督信仰的認識，這些言行、教導、動機為何與基督信仰不符？請彼此討論，根據其它處聖經的教導，

具體指出與聖經何處的教導不符，並彼此確認，大家對其它處經文的理解，是正確合宜的，因此此處所譴責的

言行、教導、動機，確實與這些經文所教導的抵觸。

三、這些假教師可以在教會中吸引人跟隨，其教導必然有聽起來合理之處。在今天的教會當中，是否有類似似是而

非的教導？如果有，是甚麼？請用具體的例子描述。你根據甚麼，認為這些是似是而非的錯謬？請提出你的理

據，彼此討論。

四、此處並未指出，教會該如何具體處理這些假教師，只談到「他們這些人」將來必受審判。除了等待基督再臨對假

教師的審判，今日的教會有可做的事情嗎？你的看法如何？如果有，能做甚麼？你這樣看法的理據為何？試

彼此討論。

彼後2:1-22問題討論

9998

新約對舊約的使用，深受耶穌時代使用與詮釋猶太教經典

方式的影響，而當時使用與詮釋猶太教經典的方式，則與

被擄歸回之後以斯拉所展開的宗教改革有着密切的關係。

本文首先將綜覽從以斯拉到耶穌時代猶太教對其經典的

使用，接着將焦點放在第二聖殿時期猶太教晚期（主前約

二世紀以降，直到耶穌時代），米大示（midrash，其意義見以

下討論）的主要關切與手法，最後則從米大示的角度，觀察

新約對舊約的使用，為本文作結。

從以斯拉到耶穌時代猶太教對其經典的使用

被擄歸回之後，以色列民首先於主前515年完成了耶路撒

冷聖殿的重建，恢復了獻祭（拉1:1-6:22），50餘年後，以斯

拉於主前458年回到故土，進行宗教改革（拉9:1-10:44; 尼

8:1-13:31），要求以色列民恪遵摩西律法來履行摩西之約，

自此強化了經典在以色列宗教生活中的角色。以斯拉本身

「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拉7:10），在他之後，「考究

遵行」　神的律法，便成為猶太教在聖殿獻祭之外，另一個

重要的部分。

拉7 :10「考究遵行」的希伯來文，其名詞的形式為

midrash（中文多作「米大示」，可指「為了遵行而有的考究與

探求」），在猶太教後來的發展中，米大示可用來泛指猶太

教對其成文經典與口傳傳統的使用。然而，米大示一詞在

使用上很容易產生歧義，因為主後二世紀末到七世紀逐步

發展而成的拉比猶太教，在其拉比文學中，將米大示侷限

於指稱拉比猶太教使用經典與傳統的方式，同時米大示亦

被用來指稱拉比文學中的部分文獻。由於本文所關心的，

是耶穌時代猶太教對經典與傳統的使用，而非之後所發展

的拉比猶太教，因此以下的討論將米大示視為泛稱，指主

後一世紀結束之前，猶太教對其成文經典與口傳傳統所進

行的各類考究與探求，而非主後二世紀之後某種狹義的米

大示。

米大示對猶太教成文經典與口傳傳統的考究與探求，

有其當時處境或社群需要的考量，因此米大示所要帶出

的，並非單純經文與傳統的原意而已，而是要將有權威的

經文與傳統，聯結到詮釋者當時所關切的題目，其呈現可

以有許多不同的樣貌（見以下討論），然無論採用何種樣貌

呈現，米大示有着兩項基本的特徵：(1)以直接引用（明示）

或間接影射（暗示）的方式，讓熟悉猶太教經典與傳統的讀

者或聽眾確知，此處的論理或敍述係從成文經典或口傳傳

統的某個特定內容出發；(2)接着，論理或敍述會以某種方

式聯繫到詮釋者所關切的題目，其方式可隨其目的而異。

猶太教經典中的米大示現象。這種將有權威的經典

與傳統，聯結到詮釋者處境與關切的做法，事實上可以回

溯到被擄歸回之前。以耶利米書為例，耶32:18使用的與出
20:5-6的傳統類似，而耶7:21-22反諷的語氣所反映的是摩
5:25-26的概念，耶48:45則是將民21:28; 24:17這些傳統描述
過往事件的語言，來闡述當時問題與處境的意義。

耶穌時代猶太教經典的使用與詮釋

經卷於經匣中展開的示意圖。

耶穌時代猶太教經典的使用及詮釋

翻譯時所呈現的米大示。在以斯拉之後猶太教成文

經典的翻譯之中，亦可見到米大示的現象。從主前三世紀

中葉起，在埃及  亞歷山大開始翻譯的《七十士譯本》，賽

9:12的「東有亞蘭人，西有非利士人」，按着當時讀者所處

的地理與政治，譯作「東有敍利亞人，西有希臘人」（《七十

士譯本》為賽9:11），而當時猶太人開始以靈界的角度理
解　神的行動與人類的命運，視天使為　神一切行動的媒

介與代表，使得出4:24-26的「耶和華」均譯作「主的使者（天

使）」，詩8:5的「你叫他比　神微小一點」（見《和》小字、《和

修》，希伯來文為詩8:6），則譯作「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點」

（《和》的譯法係跟隨《七十士譯本》，《七十士譯本》亦為詩

8:6），這些翻譯的調整，均是為了適應讀者的處境與認知

而有的米大示。而原先口傳、後來成文的亞蘭文「他爾根」

（見〈如何使用本書〉之「縮略表」），則呈現出比《七十士譯

本》幅度更大的米大示手法，來適應其聽眾與讀者的處境

與認知。

以改寫呈現的米大示。從主前三世紀到耶穌的時代，

對猶太教成文經典與口傳傳統的米大示，也以改編或改寫

的方式呈現。主後一世紀亞歷山大的猶太哲學家斐羅，為

了向希臘化世界介紹猶太教信仰，採用了希臘化文化詮釋

希臘神話所用的寓意法（該詮釋法認為，字面所看到的文

字現象都不是意義的基礎，僅為表達真實意義時所用的象

徵與寓意，真實的意義是隱藏的，需要將這些象徵與寓意

解釋後，方能展現），將猶太教經典中希臘化世界難以接受

的敍事與概念，加以改寫（這類作品，如亞伯拉罕生平、摩

西生平等）。主後一世紀的猶太史家約瑟弗（Josephus，主
後37－約100年），為了改變猶太戰爭後希臘 羅馬世界對猶
太人的惡感，撰寫了猶太古史，其中也包含了他對猶太教

經典的改寫與詮釋。除上述作品外，典外文獻以諾一書、禧

年書與摩西升天記，均為對「摩西五經」當中敍事的改寫與

延伸發揮。

法利賽傳統中的米大示。從主後二世紀末開始逐步

成文的口傳傳統（包括米示拿〔Mishnah〕、陀瑟他〔Tosefta〕、
兩部他勒目〔Talmuds〕等，今稱「猶太教拉比文學」）回推可

知，在耶穌時代與之前巴勒斯坦法利賽人採用的米大示，

基本上有兩大類：

 ■ 「哈拉卡米大示」或「哈拉卡」。「哈拉卡」（halakhah），源

於意為「行走」的希伯來文字根，係與「實踐律法」有關

的米大示，目的是要將當時口傳律法的內容，聯結到

「摩西五經」中成文律法的規條，或是針對生活的特定

處境，闡釋成文與口傳律法條文實踐的方式。

 ■ 「哈加達米大示」或「哈加達」。「哈加達」（haggadah或

aggadah/'aggadah），源於意為「述說」的希伯來文字根，

係與「培育敬虔」有關的米大示，目的是透過對經典與

傳統中敍事的延伸發揮，或者將經典與傳統中不同的

段落有技巧地串接，或者訴諸巧妙的文字安排，來展

示倫理道德或神學的教導。

 ■ 哈拉卡與哈加達在使用時並非涇渭分明，哈拉卡的探

討有時會運用哈加達的敍事，來展示特定律法條文的

實踐方式。此外，在使用經文與傳統時，哈拉卡與哈加

達均常用「喚起記憶」的手法：詮釋者假定讀者對經典

與傳統極為熟捻，因此往往僅從所欲討論的經文或傳

統段落中，引用或影射非常小的片段，來喚起讀者對

其上下文（即詮釋者所欲討論段落）的記憶，而讀者必

須根據這更廣的上下文，來理解詮釋者所要呈現的論

理或展示。

「死海古卷」的別沙。主後1947年開始逐步出土的「死
海古卷」（文獻年代介於主前二世紀和主後70年之間），其

中部分的文獻為經文註釋，常被稱為「別沙」（pesher，該希

伯來文意為「解釋」〔見傳8:1〕，可用來指這些文獻，也可用

來指其中所用的註釋方法），因為這類作品多遵循着特定

的註釋格式：從引用或影射一段經文開始，接着以「其解釋

（別沙）為……」或其它固定格式，聯結到作者所在群體正

面對的處境，來解釋該處境。這些文獻，有的以主題式的方

式（如以麥基洗德為主題），將不同書卷中的經節集結討

論，有的採逐段逐節註釋的方式，註釋的對象以先知作品

為主（包含以賽亞書、何西阿書、彌迦書、那鴻書、哈巴谷

書、西番雅書、詩篇〔從這些對詩篇的註釋可知，大衛也被

視為先知〕），這些別沙很可能都與愛色尼人有關（愛色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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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研經時使用本書

建議讀者先閱讀簡介，對該書卷有鳥瞰的認識，之後則直

接閱讀經文。較短的書卷，建議讀者一口氣讀完；較長的

書卷，建議一次讀完一個大的段落。閱讀完之後，再回頭

逐段閱讀段落前註釋，比較先前閱讀的印象與本書段落

前註釋的異同，然後再讀一遍經文。這樣的方式當較先讀

段落前註釋、後讀經文的方式，更能對經文內容有深刻的

印象。建議在完成上述的兩次閱讀之後，再對照經文細讀

內文註釋，如此則能在經文宏觀的認識之外，亦掌握經文

細節的意義。

如何在靈修時使用本書

研經可以增進知識的裨益，但靈修是為了靈性的裨益。靈

修的焦點是經文本身，因此不建議讀者在靈修時，先行閱

讀註釋的材料，然讀者可考慮使用本書所採行的分段方

式，為每日靈修的單元。靈修的時候，可以禱告開始，之後

先行閱讀經文一兩遍，然後默想該段落之內的默想問題，

此時如果覺得不能掌握默想問題的主旨與目的，閱讀段落

前註釋與內文註釋往往可以幫助讀者澄清默想問題的要

旨。靈修的最後，建議為自己找出一件可實踐的事情，化為

當日的禱告。

如何在小組查經使用本書

本書所提供的問題討論，假定參與討論的成員均已熟悉該

組問題所涵蓋經文的註釋內容。如小組查經的時間為30分
鐘，建議小組的成員應先於聚會之前根據上述「如何在研

經時使用本書」的方式，自行完成研經的功課。如小組查經

的時間為60分鐘，則可運用前30分鐘，當場完成研經的功

課，後30分鐘才根據所提供的問題，進行討論。

配合其它中文譯本使用時需留意事項

由於本書係根據聖經的原文撰寫，內文註釋中與背景有

關的資料自可適用於任何譯本，而本書所採用的解釋與

建議的譯法，也可幫助讀者了解其它中文譯本中若干不

同於和合本的譯文的原委。然細心的讀者將會發現，並非

所有本書的解釋與譯法均為和合本之後的中文譯本所採

用，此時切勿驟下斷語，認為有誤譯的問題。絕大多數的

時候，這些差異並非誤譯造成，而是與各譯本的歷史或傳

統有關。

在歷史方面，所有的譯本均受限於翻譯當時聖經學術

所能提供的原文基礎經文，譯文往往也反映當時聖經學術

對經文意義的理解。在傳統方面，好的聖經譯本往往成為

教會傳統的一部份，為基督信徒所尊崇與珍視，和合本在

華人教會中的地位，便是一例。譯經的傳統一旦成形，在該

傳統中的新譯與修訂，便需考慮保存讀者所熟悉的用語和

語感，甚至盡可能不改變讀者所熟悉的經文內容，這些考

量都會令翻譯有所限制。

但讀者無須因上述情況過度擔憂，因為原文與解釋的

差異從未大到致使聖經萬古長新的信息產生根本的改變。

更重要的是，從基督信仰的萌發直到今日，　神已經使用了

許許多多不同的譯本，共同為「耶穌是基督」作了美好的見

證，今天仍將使用不同的譯本，延續這樣的見證。

當然，所有的基督信徒都期望對聖經的信息有更精確

的認識，本書便是為此而生，以期能補足各中文譯本因歷史

或傳統的因素而力有未逮之處。此外，當教會信徒因着本書

的內容，對聖經原文的現象與解釋的議題有更多的認識，也

將有助於未來的中文聖經翻譯，更易於突破上述歷史與傳

統的限制，這是本書所期望附帶產生的棉薄貢獻。

縮略表

希伯來文：指斯圖加特希伯來文聖經（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的內文正文。

希臘文：指聯合聖經公會希臘文新約（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 Greek New Testament）第五版的內文正

文。

「馬索拉經文」：即斯圖加特希伯來文聖經的內文正文，通

常是為與《七十士譯本》對照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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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書卷名稱縮寫

創 創世記 伯 約伯記 哈 哈巴谷書 帖前 帖撒羅尼迦前書

出 出埃及記 詩 詩篇 番 西番雅書 帖後 帖撒羅尼迦後書

利 利未記 箴 箴言 該 哈該書 提前 提摩太前書

民 民數記 傳 傳道書 亞 撒迦利亞書 提後 提摩太後書

申 申命記 歌 雅歌 瑪 瑪拉基書 多 提多書

書 約書亞記 賽 以賽亞書 太 馬太福音 門 腓利門書

士 士師記 耶 耶利米書 可 馬可福音 來 希伯來書

得 路得記 哀 耶利米哀歌 路 路加福音 雅 雅各書

撒上 撒母耳記上 結 以西結書 約 約翰福音 彼前 彼得前書

撒下 撒母耳記下 但 但以理書 徒 使徒行傳 彼後 彼得後書

王上 列王紀上 何 何西阿書 羅 羅馬書 約壹 約翰一書

王下 列王紀下 珥 約珥書 林前 哥林多前書 約貳 約翰二書

代上 歷代志上 摩 阿摩司書 林後 哥林多後書 約參 約翰三書

代下 歷代志下 俄 俄巴底亞書 加 加拉太書 猶 猶大書

拉 以斯拉記 拿 約拿書 弗 以弗所書 啟 啟示錄

尼 尼希米記 彌 彌迦書 腓 腓立比書

斯 以斯帖記 鴻 那鴻書 西 歌羅西書

經文章節表示法：創1:1，即創世記第一章第1節。若無書卷名稱的縮寫，則指所註釋書卷的章節，例如，在馬太福音的分冊

中，1:1-17; 路3:23-38，指馬太福音第一章第1-17節與路加福音第三章第23-38節。

《七十士譯本》：希臘文七十士舊約譯本。

撒馬利亞五經：為撒馬利亞人所採用的五經傳統，其內文

與猶太人與後來基督宗教所採用的五經傳統，在細節上

有差異。

「他爾根」：為猶太教經典（即舊約的前身）亞蘭文口譯的

記錄，其內容不只是翻譯，也參雜了對經文的解釋。

「公認經文」：原為廣告詞，用來推銷主後16世紀伊拉斯姆
所編纂的希臘文新約，後用來指該希臘文新約所開始的

經文傳統。該經文傳統所依據的，為晚期古抄本的內容，

與聯合聖經公會希臘文新約第五版相比，後者的內文較

接近原始的經文。

《和》：新標點和合本。

《現修》：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和修》：和合本修訂版。

《思》：基督公教（天主教）思高聖經學會出版之聖經。

《呂》：呂振中譯本。

《次》：香港聖經公會為香港聖公會所出版與和合本修訂

版併用之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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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後書

大綱

一、書信開頭（1:1-2）
二、對「你們」的勸勉（1:3-11）
三、寫作的情境與本書信的權威（1:12-21）

1. 即將離世的彼得（1:12-15）

2. 曾親賭基督榮耀的彼得（1:16-18）

3. 確鑿的先知話語（1:19-21）

四、對「他們這些人」的譴責（2:1-22）
1. 預告假教師的出現與結局（2:1-3）

2. 以古為鑑：惡人必定受報（2:4-11）

3. 譴責假教師：以毀謗、惡行、貪婪敗壞人（2:12-16）

4. 再責假教師：敗壞他人的必作繭自縛（2:17-22）

五、主必再臨（3:1-18前半）

1. 否定主再臨，會放蕩沈淪（3:1-7）

2. 相信主再臨，要聖潔敬虔（3:8-13）

3. 關於保羅書信的教導（3:14-16）

4. 總結：防備錯謬並在知識上長進（3:17-18前半）

六、書信結尾（3:18後半）

本書概覽

本書信為彼得的第二封信（3:1-2），可視為他的「臨終訓
言」（1:12-15）。此一「臨終訓言」之所以有權威，係因彼得

是耶穌永恆榮耀目擊證人中的一位（1:16-18），且彼得等
人所見證的，有先知確鑿話語的支持（1:19-21）。

基於此一權威，彼得從本書信一開始（1:3-11），便提
醒收信人（本書信中的「你們」）：既已蒙受主的賞賜，就當

脫離世上情慾的敗壞，以各樣的品德回應這位施惠者，成

為神聖本性的分享者（1:3-10），以致當主於榮耀中再臨
時（1:16），能有分於「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

（1:11，另參3:10-13）。

之後，彼得也以類似先知的權威預告：正如過去曾出

現假先知，將來亦會出現假教師（本書信中的「他們」或「他

們這些人」），導致許多人敗德的言行（2:1-22）。

最後，彼得指出：「他們」之所以會陷入錯謬，是因為

「他們」以為主不會再來施行審判（3:3-7），但「你們」須確

知，主雖遲延，他再來的應許仍是確實的（3:8-18前半，對

照1:19-21），因而繼續以「沒有玷污，無可指摘」的生活來

回應天上的施惠者（3:14，對照1:3-10）。

作者

按1:1，本書信的作者為「西緬‧彼得」（《和》作「西門‧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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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見1:1「西門‧彼得」註釋），即可3:14,16; 路6:13-14所提
「十二個人」中，耶穌起名為彼得的那位西門（另見太10:1-
2）。彼得從耶穌傳道之初便跟隨在側（可1:16-18; 約1:41-
42），是親眼見證耶穌登山變貌的三位門徒之一（太17:1-
13; 可9:2-13; 路9:28-36，對照1:16-18），在耶穌升天後，彼得

成為初代教會的重要領袖（見如徒1:15-22; 2:14-41; 15:6-
11）。按教會傳統，彼得於主後64/65年間，在羅馬皇帝尼祿

（Nero，主後37-68年）手下殉道（見15,16,17,19頁圖）。

1:12-15顯示本書信為彼得離世前所寫。但在主後四世

紀結束之前，本書信是否有彼得的權威，初代教會並無一

致的看法（見以下「對後世產生的影響」〔21頁〕）。在近代聖

經研究興起後，本書信是否為彼得生前所寫，因着下述的

現象，再次引發討論：

(1) 3:1提及本書信為彼得寫給收信人的「第二封信」，若

第一封信為彼得前書（見以下「收信人」〔16頁〕、3:1
「第二封信」註釋），則兩封書信應出於同一位彼得的

手筆，但兩封書信有着明顯的差異（見以下「與其它

書信的關係」〔18頁〕），以致出於同一個人手筆的可

能性不高。

(2) 本書信與猶大書之間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且較可

能是本書信取法了猶大書（見以下「與其它書信的關

係」〔18頁〕），由於主的兄弟猶大在當時不若彼得廣

為人知（見猶大書簡介之「作者」〔104頁〕），何以身為

「教會柱石」的彼得（對照加2:9）會取法較不為人知
的猶大所寫的書信，便是需要回答的問題。

(3) 3:16暗示已有集結成冊的保羅書信流傳，且其權威

與「別的經書」類似，若本書信成書於主後64/65年彼
得殉道之前，部分的保羅書信可能才剛成書，尚未在

各處流傳，而更早完成的保羅書信中，有些成書不

足10年（如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後書、羅馬書），超過

10年的可能僅有加拉太書與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此

時保羅書信是否已開始集結，無法確定，如果已經開

始，包含了哪些書信，流傳有多廣，都是需要回答的

問題。此外，成書於約主後70-80年代的使徒行傳從
未提及保羅撰寫書信，暗示有可能保羅書信在主後

70-80年代仍在集結成形的初期。因此3:16的描述與
彼得離世之後的教會處境較為相符。

(4) 本書信莊嚴華麗的寫作風格，也引起質疑：出於加利

利的漁夫彼得，是否有可能有這樣的文筆。

由於新約中僅有彼得前後書這兩卷篇幅不長的書信

以彼得為名，加上這兩封彼得書信，均應成書於耶路撒冷

會議之後10年以上，而使徒行傳並未交代彼得在徒15:1-35
耶路撒冷會議之後的行蹤與宣教事工，這些現象使得今日

難以根據文本或歷史的資料，來判斷彼得前後書各有多少

彼得的風格。

但可以確知的是，上述(4)無法用來當做本書信不是出

羅馬南郊的「主，你往哪裏去」教堂（Church of Domine Quo Vadis）。按
基督信仰典外文獻彼得行傳，當羅馬皇帝尼祿開始迫害，彼得從羅馬
向南出逃，來到該教堂所在之處，見到復活的主正趕往羅馬，彼得問主
說：「主往哪裏去？（Quo Vadis?）」主回答說：「我正趕往羅馬，要再次上
十字架。」主的回答讓彼得得着勇氣，回到羅馬，倒釘十字架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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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彼得的理據，因當代加利利考古的成果顯示，主後一世

紀時希臘化文化已對當地產生影響，以致彼得有用希臘文

寫作的能力，並非意料之外，且他也有可能使用了熟捻希

臘文的助手代筆（對照猶大書簡介之「作者」〔104頁〕）。而

若彼得有使用助手代筆的習慣，同時給予代筆者較大的自

由來決定遣詞用字，甚至內容的組織，則上述(1)所談的現
象，僅反映出兩書信的代筆者不同而已（對照以下「對後世

產生的影響」〔21頁〕），而本書信（與彼得前書）之所以有彼

得的權威，不在於彼得親筆寫作，而在於有彼得的授意與

認可。

上述(2)的現象，雖值得考慮，但也不會因此排除彼得

使用猶大書為寫作素材的可能。由於彼得殉道之前，他與

保羅均在羅馬，且3:15顯示本書信的收信人至少有一封保
羅寫給他們的書信，因此3:16不必然暗示收信人手中同時
擁有保羅其它的書信，僅反映出彼得本身對保羅書信寫作

與內容的認識（見3:16「他一切的信上」註釋），故不必然會

帶來上述(3)的結論。因此，上述的諸多現象無法完全排除

本書信出於彼得（或他代筆的助手）之手。

由於1:12-15顯示本書信為彼得的「臨終訓言」，本書

信的完成也不必然需要在彼得離世之前，也有可能是彼

得的同工與門生在他離世之後，面對假教師的興起，方將

彼得臨終前口頭叮囑與預告的撮要（如1:3-11所談的神聖
品格、2:1-3提及假教師的預告、3:8-13對主的日子的教導
等），以文字的方式呈現，並取材當時已成書的猶大書（上

述(2)的現象），來譴責當時假教師的問題，而此時保羅書

信也已在逐漸成形之中（上述(3)的現象）。按此理解，本書

信雖成書於彼得離世之後，仍得以彼得之名撰寫，並擁有

彼得會認可的權威，因為其中主要的信息，與該信息所關

切的情況（假教師的出現），均與彼得的臨終訓言一致。

雖然學者對作者是誰的問題仍未達成共識，以下的註

釋仍根據書信內容，以彼得來稱呼本書信的作者。

收信人

本書信並未明確指出收信人所在的時空，但本書信經常訴

諸希臘 羅馬文化的概念（見以下「與其它書信的關係」〔18
頁〕），且除了猶大書所使用的猶太教經典（即舊約的前身）

與文獻的內容以外，甚少訴諸猶太教經典與文獻的其它內

容，由此可見，收信人較可能為對猶太教較不熟悉的外邦

信徒。

3:1提到本書信為「第二封信」，按新約所收錄的書卷，

第一封信即為彼得前書是最自然的推論，按此理解，本書

信的收信人應為彼前1:1所提，散住在安納托利亞（約為今

日土耳其的範圍）中北方一帶的信徒（見18頁地圖）。

但此一觀點有其不易處理的問題：本書信的收信人很

可能以外邦信徒為主，但彼得前書並未訴諸希臘  羅馬文
化，卻經常使用猶太教經典（見以下「與其它書信的關係」

〔18頁〕），暗示其收信人應有猶太教的背景。如此一來，兩

封書信較不可能是給同一批收信人。

因此，3:1所談的第一封信，是否為彼得前書，不得而

知，而本書信的收信人所在位置，也無法得知。「主，你往哪裏去」教堂中彼得倒釘十字架的壁畫（見1:14）。見15頁圖圖說。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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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書時間與地點

根據教會傳統，彼得於主後64/65年左右在羅馬殉道。若本

書信為彼得離世前完成（見以上「作者」〔14頁〕），本書信應

於主後64/65年之前不久，於羅馬成書。

本書信若於彼得離世後方由其同工與門生訴諸文字

（見以上「作者」〔14頁〕），由於其用詞和內容與革利免一

書、革利免二書、黑馬牧人書這三卷與羅馬教會傳統有關

的文獻有呼應之處，故本書信成書於羅馬的可能性很高

（見20頁圖）。此外，革利免一書應是成書於主後90年代，若

革利免一書受本書信的影響，則本書信需於主後80年代或
之前成書，有可能成書於主後70-80年代之間。

寫作背景與目的

本書信用了極多的篇幅來談論假教師：1:16,20暗示，假

教師有可能批評彼得與其他見證人所傳的是「乖巧捏造

的虛言」（見1:16「乖巧捏造的虛言」註釋原因(1)），且基督
信仰所依據的先知話語不過是出於先知自己，並無權威

（見1:20「經上所有的預言沒有可隨私意解說的」註釋理解

(2)）；2:1指出假教師因其特殊的教導在信仰群體中自成
一個黨派（見2:1「異端」註釋，另見2:3,19），他們言語不當

（2:3,10,12,18）、行為邪淫（2:2,10,14,18）、追求享樂（見2:13
「喜愛……」註釋）、毫不節制（2:2,12-14），且「貪婪」為他們

的標誌（2:3,14），並否定基督會再臨賞善罰惡（3:3-4），但他
們最終必受審判，承受不義的惡果（見2:1,3,9-10,12-13,20; 
3:7）；此外，3:15-16也暗示，有可能這些假教師曲解保羅書

信的內容，來支持他們錯謬的教導。

曾有觀點認為，本書信所譴責的假教師，與主後一世紀

末葉開始的基督教諾斯底主義有關（見27頁短文〈「知識」與

諾斯底主義〉），因本書信多次強調「知識」的重要（見1:2「認
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註釋）。但此一看法有商榷之處：(1)本
書信對假教師的譴責，並未顯示他們有基督教諾斯底主義

從羅馬  聖彼得大殿的屋頂下望大殿前的廣場。按教會傳統，羅馬的聖彼得大殿係建於彼得殉道後埋葬之處的上方，目前的建物為改教運動前後所建。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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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常見二元對立的世界觀；(2)本書信
亦未顯示出假教師對「知識」的強調

與關注；(3)在主後一世紀，「知識」並

非諾斯底主義所獨有的術語。因此，

此一觀點已少有人跟隨。

與主後一世紀流行的哲學比

較，本書信所描繪的假教師，與伊

壁鳩魯學派的哲學，有更多類似之

處（見51頁短文〈伊壁鳩魯學派〉）：

(1)有可能假教師與伊壁鳩魯學派
類似，認為自己是全然「自由」的（對

照2:19），且以「愉悅（享樂）」（對照

2:13「喜愛……」註釋）為其人生的最

高目標，導致了他們錯謬的言行與

貪婪的問題；(2)他們若持類似伊壁
鳩魯學派的神明觀與世界觀，自然

便會否定基督的再臨與審判（對照

3:4,9），也會否認　神透過先知與使徒向人傳達其心意（對
照1:16,20相關註釋），同時不認為敗德的生活方式會遭到

刑罰。這些假教師有可能也扭曲了保羅書信中關於恩典與

自由的教導，來支持他們的教導與行徑，或者透過詆毀保

羅關於主即將再臨的教導，來強化他們沒有末日、沒有審

判的信念（見3:16「強解」註釋）。

若前述類似伊壁鳩魯學派想法的教導，是本書信收信

人所面臨的挑戰（對照2:1-3,12-14,18），則彼得在這封「臨
終訓言」中，以基督永恆榮耀目擊證人一份子的權威，指出

假教師必會出現來引誘人，且斷言這些人必為自己錯謬的

言行受刑罰，並重申主必再臨賞善罰惡，來期勉收信人致

力於屬靈品德的培育，成為神聖本性的分享者，以致基督

再臨時，能有分於主－救主耶穌基督永恆的國度（對照以

上「本書概覽」〔14頁〕）。

與其它書信的關係

本書信與彼得前書均以彼得之名寫給教會，兩封書信的用

語和意象有多處類似：1:3與彼前2:9均提及收信人受到基

督或　神的美德所召（另見彼前1:5; 5:10）；1:7「愛弟兄的
心」與彼前1:22「愛弟兄」，兩者希臘文同；1:12與彼前5:10
均勉勵收信人要「堅固」；2:1與彼前1:18-19均談到信徒為
主所買贖；2:5與彼前3:20均使用了挪亞的敍事；2:21「……

倒不如……為妙」與彼前3:17「……強如……」希臘文結

構類似（但《和》以不同方式翻譯，見2:21「……倒不如……

為妙」註釋）；3:14與彼前1:19均提到「無玷污、無瑕疵」（見

3:14「沒有玷污，無可指摘」註釋）。

但兩者之間也有明顯的差異：

■ 對於基督再臨，本書信喜用「降臨」（1:16; 3:4，3:12
「來到」希臘文同），但彼得前書喜用「顯現」（彼前

1:7,13; 4:13，彼前5:4「顯現」希臘文不同，可作「被看

見」，但意義類似）。彼前4:7強調「萬物的結局近了」，

指出主的再臨迫在眉睫，但本書信則在處理主再臨

是否耽延的問題（3:4,8-9）。

■ 本書信喜用的「認識（知識）」（1:2,3,8; 2:20）、「虔敬
（敬虔）」（1:3,6,7; 2:9; 3:11）、「神聖的」（1:3,4，見1:3
「　神的神能」註釋）、「殷勤（盡心竭力）」（1:5,10,15; 
3:14）、「道路」（2:2,15,21，見2:2「真道」註釋）、「主－

彼得前書寫作對象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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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主耶穌基督」（1:11; 2:20; 3:18）、以「我們（的）主」

指耶穌（1:2,11,14,16; 3:18，另3:15「我主」希臘文作

「我們主」），但這些用語或用法，均未見於彼得前書。

■ 彼得前書喜用猶太教經典（即舊約的前身）中的用語

和意象來堆砌鋪陳（如彼前1:24-25; 2:4-10; 2:21-25; 
3:10-12; 5:5），但本書信在猶大書所使用的猶太教經
典與文獻之外，僅在2:22使用了猶太教經典其它部
分的內容。不僅如此，本書信經常訴諸希臘  羅馬文
化的概念（見如1:3-11段落前註釋、1:3「虔敬」、1:5-7、
1:5「信心」、1:6「節制……節制」、「忍耐……忍耐」、

1:20「解說」、2:4「丟在地獄」、2:13「喜愛……」註釋），

但彼得前書卻無類似的情況。

■ 就寫作風格而言，彼得前書較為平實，但本書信則較

為華麗。

這些差異所產生的議題與回應，見以下「對後世產生

的影響」21頁），並以上「作者」、「收信人」（14,16頁）。

本書信亦常與猶大書一同討論，因兩封書信有數段經

文內容類似，並以幾乎相同的順序排列：

彼得後書 猶大書 相關內容

2:1-3 1:4 錯謬的人「否認主

宰」、 放縱情慾，必受

刑罰

2:4 1:6 犯罪的天使受罰

2:6-8 1:7 所多瑪、蛾摩拉兩城

的例證

2:10 1:8 「污穢身體」、「輕慢主

治」、「毀謗在尊位的」

2:11 1:9 天使不會像錯謬的人

一樣，用毀謗的話

2:12 1:10 錯謬的人是「沒有靈
性的畜類」，「毀謗不
知道的事」

2:13 1:12前半 錯謬的人喜愛筵席，

是「污點（礁石）」與

「瑕疵」

2:15-16 1:11 「道路」的意象與巴蘭

的例證

2:17 1:12後半-13 「無水」、「雲彩」、「風

吹」的意象，「有墨黑

的幽暗為錯謬的人 
存留」

2:18 1:16 誇大的話與邪淫的 
行為

3:1-2 1:17 「蒙愛的啊！……記

念……所說的話」，提

到「主」與「使徒」

3:3 1:18 「末世必有好譏誚的

人隨從自己的私慾 
而行」

上述的現象使得本書信與猶大書之間，存在着四種可

能的關係：(1)兩者出自同一位作者的手筆；(2)兩者均根據

當時某個在教會中流傳的講論或文獻，各自按所面對的議

題加以改寫；(3)猶大書是以本書信為藍本刪減而成；(4)本

書信是以猶大書為藍本所寫成。

「主，你往哪裏去」教堂中耶穌的腳印。見15頁圖圖說。按教會傳統，圖中

石頭上的腳印，為復活的主向彼得說話時，主所站立之處。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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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書信與猶大書明確提到出自不同的作者（1:1

與猶1:1），在缺乏有力佐證的情況下，(1)的猜測應可排除。

至於其餘三者，因着下述的兩個現象，使得(4)為目前

主流所接受的觀點：

(a) 將本書信與猶大書相呼應的段落兩相比較，猶1:5-16

組織所使用的猶太教經典（即舊約的前身）與文獻的

方式，有着清楚的結構（見猶大書簡介之「大綱」、「文

學特色」，並猶1:5-16相關註釋），本書信使用這些素

材的方式，相對而言比較鬆散，較像是參考某個藍本

改寫後的結果，故猶1:5-16為原創的可能性較高。

(b) 此外，在猶大書使用猶太教典外文獻來譴責錯謬

之處（猶1:6,9,14-16），本書信相應的段落雖亦處理

類似的錯謬，卻均用看似無特定典故的方式來描述

（2:4,11,18），此一現象較可能是本書信將猶大書所使

用的典外文獻例證，以一般性的描述代替，而非猶大

書以典外文獻的例證，來代替本書信一般性的描繪。

本書信與猶大書的註釋，將根據前述(4)的觀點，視本

書信寫作時，以猶大書為其重要素材。鑑於兩書信之間前

述的關係，在使用本研讀本時，建議先行研讀猶大書的部

分，再回頭閱讀本書信的部分，如此將有助於更深入領略

本書信的信息。

本書信與猶大書雖有前述的類似之處，兩者所面對的

處境與信息的重點卻有所不同：

■ 猶大書所關心的，是信徒倫理的實踐，其收信人正面

對外面的錯謬滲透進入教會，導致敗德的言行，為此

作者譴責錯謬的言行，並勸勉收信人，需竭力奮鬥活

出合乎信仰的倫理實踐。另見猶大書簡介之「本書概

覽」、「寫作背景與目的」（14,17頁）。

■ 本書信所關心的，則是錯謬的神學並所衍生的倫理

問題，其收信人的教會中，有人引進了錯謬的教導，

羅馬廣場（Roman Forum）遺跡。羅馬廣場為古羅馬城的中心。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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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教導否定使徒與先知的權威，鼓吹與信仰不合

的「愉悅（享樂）」與「自由」，否定主的再臨與審判，因

而導致敗德的言行，為此作者先指出信徒當建立的

品德，之後譴責錯謬的言行，然後重申主必再臨的信

息，以此勸勉收信人，當預備自己進入主永恆的國

度。另見以上「本書概覽」、「寫作背景與目的」（14,17
頁）。

對後世產生的影響

在主後四世紀結束之前，本書信是否具有彼得的權威，初

代教會文獻的佐證並未呈現出一致的看法：

■ 一方面，本書信與主後一世紀下半葉到二世紀上半

葉之間成書的革利免一書與革利免二書，內容有呼

應之處，有可能這些書信受到了本書信的影響。而主

後二世紀的彼得啟示錄與教父亞歷山大的革利免

（Clement of Alexandria，主後約150－約215年）則明顯

引用了本書信，暗示對這些作者而言，本書信具有彼

得的權威。

■ 另一方面，主後二世紀末的穆拉托利經目（Muratorian 
Canon，一說主後四世紀，但學者主流意見為主後二

世紀）並未將本書信列入。主後三世紀的教父俄利

根（Origen，主後約185－約254年）雖接受本書信可

能出自彼得之手，但提及本書信的權威在當時確實

受到質疑。而之後的教會史家優西比烏（Eusebius of 
Caesarea，主後約260-340年）認為僅有彼得前書出自

彼得之手，將本書信列為有爭議的書卷之中。

■ 教父耶柔米（Jerome，主後約342-420年）同樣意識到

本書信與彼得前書之間有着極大的差異（見以上「與

其它書信的關係」〔18頁〕），但為支持兩者均有從彼

得而來的權威，他猜測這些差異是因彼得使用了不

同的代筆者所致。

本書信最終列於主後397年迦太基會議所決議的新約
之中（新約採27卷，首見於該次會議的決議，然是次會議所

決議的舊約另包含了六卷次經書卷），但主後五世紀初修

訂完成的敍利亞文《別西大譯本》（Peshitta）並未收錄本書
信與另四卷新約書卷，直到主後六、七世紀，本書信才以敍

利亞文的形式流傳，並開始為敍利亞教會的傳統所使用。

1:4「成為神聖本性的分享者」（《和》作「與　神的性

情有分」）與詩82:6「我曾說：你們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兒

子 」（於約10:34為耶穌所引用）兩段經文，在後來東方教

會（基督正教〔東正教〕的前身）的傳統中，發展出「神化」

（theōsis）概念，此一概念可以回溯到俄利根對彼後1:4的
詮釋，後亦見於亞他那修（Athanasius of Alexandria，主後約
296-373年）、亞歷山大的區利羅（Cyril of Alexandria，卒於主
後444年）的作品之中。亞他那修闡述此概念時曾說：「　神

成為人，以致我們會成為神。」此「神化」的概念並非指人會

有　神的本質，也非指造物主與受造之間不再有分別，而

是指蒙了有　神形象的基督所救贖的人，得以恢復人具

有　神形象（參創1:26）所應有的榮耀、生命、愛、品德、能

力。「神化」的概念影響東方教會靈修神學甚深，在西方教

會（基督公教〔天主教〕的前身）的傳統中，類似的想法可見

於教父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主後354-430年），並後

來「成聖」的概念。

3:8「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與啟20:2-7中
「一千年」的描述，在之後的教會歷史中，常被視為「世界

歷史僅會有6000年，接着為千禧年」這種想法的理據。該想

法經由主後19世紀初英國的「普利茅斯弟兄會」（Polymouth 
Brethren）加以系統化，並由之後美國司可福聖經（Scofield 

Reference Bible）的推廣，成為流行於基督新教（基督教）

中的「時代主義」（Dispensationalism）神學觀點，影響深遠，

直到今日。但嚴格來說，此一觀點的根源應為基督信仰典

外文獻巴拿巴書，而非3:8（見3:8「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

一日」註釋），訴諸3:8，應與後來基督宗教新約中惟有此處
將「千年」與「一日」並列有關，而非因為本書信持前述世界

歷史6000年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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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標點和合本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和合本修訂版

書信開頭（1:1-2）
本書信採用當時希臘 羅馬書信寫作的習慣（見23頁短文〈希臘 羅馬的書信格式〉），一開始先載明作者與收信人（1:1），之

後加上祝願（1:2）。

1:1「在……義中」與1:2「在……知識中」的格式對應（分見1:1「因……之義」、1:2「因你們認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註

釋），兩者均預示了本書信之後相關主題的討論。

1:1 a作耶穌基督僕人和使徒 彼得在此同時以

「耶穌基督的僕人（奴僕）」和「耶穌基督的使徒」自

稱，表明他一方面是順服主人的卑微奴僕，另一方面

也是帶有權柄的使徒。新約書信中，作者同時以「僕

人（奴僕）」與「使徒」自稱，另見羅1:1; 多1:1。

 b耶穌 為當時常見的猶太男子名，該希臘文為

希伯來文「約書亞」的音譯（如徒7:45; 來4:8，《和》作

「約書亞」），「約書亞」的希伯來文意為「拯救者」。本

節與1:2「耶穌」同。

 c基督 為希臘文christos音譯的縮寫（早期中文
譯本音譯作「基利士督」），該希臘文為《七十士譯本》

翻譯希伯來文「受膏者」時所用的譯詞，新約作者沿

用《七十士譯本》的用語，以「基督」來稱呼「受膏者」。

初代教會使用「耶穌基督」或「基督耶穌」，是要指出

他們所相信的耶穌，即猶太人所盼望的那位受膏者。

本節「基督」同。

 d僕人 宜作「奴僕」或「奴隸」。羅馬帝國境內

的奴僕被視為主人的財產，主人可全權決定奴僕的

一切，包括生死，但當奴僕代表他有權位的主人出面

處理事務時，別人則會因其主人而給予尊重。舊約

中，摩西、大衛及其他領袖和先知均被稱為「　神的

僕人」（分見如詩105:26與撒下7:5,8; 詩78:70及拉5:11; 

耶7:25; 25:4; 但3:26; 6:20; 摩3:7），這稱呼也同時有「全

然順服　神」與「有從　神而來的尊榮」雙重的意涵。

新約沿用該詞語稱呼事奉　神的人，但次數不多（徒

16:17; 多1:1; 彼前2:16; 啟7:3），偶爾亦用「主的僕人」

稱之（提後2:24），但更多時候是以「基督的僕人（奴

僕）」稱之（如此處與猶1:1，以及羅1:1; 腓1:1保羅的自

稱），在保羅書信中，「基督的僕人（奴僕）」同時是每

個信徒均應有的身分（如林前7:22; 加1:10; 弗6:6）。

 e使徒 該希臘文原用來泛指「奉差遣的人」

（約13:16「差人」希臘文同），初代教會將其用為特定

的頭銜，指教會中一群具有特定權柄的人。從新約

的用法並不容易界定「使徒」的特徵。在太10:2-4; 路

6:12-16中，「使徒」指那些曾跟隨耶穌傳道，並為耶穌

所揀選的「那十二位」，他們奉耶穌差遣，成為耶穌復

活的見證人（太28:16-20; 可16:14-18; 路24:47-49; 約

20:19-23；另參徒1:21-26）。但「使徒」的用法並不限於

此，加1:19暗示「主的兄弟雅各」亦被視為使徒，在林

後8:23; 腓2:25（《和》分作「使者」與「所差遣的」，但希

問候

第一章1a作b耶穌c基督d僕人

和e使徒的f西門‧彼得寫信給那

問候

第一章1耶穌基督的僕人和

使徒西門‧彼得註寫信給那因

第一章1我―西門‧彼得是

耶穌基督的僕人和使徒。我寫信

1 有古卷是「西面‧彼得」。

古代希臘 羅馬的書信，往往依循固定的格式撰寫，一般包含

書信開頭，本文與結尾。新約書信基本上亦跟隨這樣的格式。

書信開頭通常包含三個部分：(1)以主格的名詞標示

作者（如腓1:1前半），(2)以間接受格的名詞標示收信人（如

腓1:1後半），接着是(3)祝願（「願喜樂」為常有的格式，如徒

15:23; 23:26; 雅1:1，《和》均作「問（請）……安」，但也常會以

作者所信奉的神明之名問候對方，如腓1:2，或問候對方的

健康，如約參1:2）。保羅書信開頭之後，本文開始之前，保羅

經常會為收信人向　神感恩代禱（如羅1:8-15; 林前1:4-9; 腓

1:3-11; 西1:3-9; 帖前1:2-10; 帖後1:3-12; 門1:4-7），這部分有時

是用向　神頌讚的方式來表達（如林後1:3-7）。「感恩代禱」

與書信開頭中的「祝願」有時在書信中闕如。

在本文之後，則是書信的結尾，書信結尾通常是以問

安與祝福結束（如腓4:21-23）。古代並無公設或民間的郵政

組織，書信在蠟封加印之後，需委託專人遞送，若委託的送

信人並非收信人所認識，在結尾問安之前，往往也會有對

送信人的介紹（如羅16:1-2; 西4:7-8），收信人在拆信之後，

可以根據信中送信人的名字來確認信件的來源可靠。作者

在此有時也會對收信人提出最後的叮囑，或交辦一些事務

（如林前16:10-18）。

保羅給教會的書信通常包含上述格式的每個部分，僅

加拉太書在書信開頭之後沒有感恩代禱，給個人的書信

中，提摩太前書與提多書亦無這個部分。

希伯來書與約翰一書均未使用古代書信格式的開頭

與結尾，雅各書雖有書信開頭，卻無書信的結尾。傳統上，

啟示錄雖未列入新約書信之列，卻有着完整的書信結構，

書信開頭為啟1:4-6，書信結尾為啟22:21。

新約書信與啟示錄運用希臘 羅馬慣用書信格式的現

象，顯示這些文獻均原有其成書的時空與背景，因此解釋

時須充分考慮其原有的時空場景與議題。 

希臘 羅馬的書信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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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臘文與「使徒」同），該詞語似與教會所差派的使者或

宣教士同義，而羅16:7的「安多尼古和猶尼亞」（後者

應為女性），亦被稱為「使徒」。保羅被稱為「使徒」，可

能與他在大馬士革的經歷中見到主，並奉差為主作

見證有關（參林前9:1），但可能也與他被差遣成為外
邦人的宣教士有關（參徒13:1-3; 加2:8）。

 f西門‧彼得 希臘文作「西緬‧彼得」，有古

抄本作「西門‧彼得」，原始經文較可能為「西緬‧

彼得」（參《和修》註、《呂》註）。「西緬」與路2:25,34「西
面」、路3:30「西緬」希臘文同，《七十士譯本》用該希臘

文來翻譯希伯來文的「西緬」，而西緬亦為主後一世

紀巴勒斯坦極為常見的猶太男子名，當時受希臘  羅
馬文化影響的猶太人常有兩個名字，一個是猶太名，

另一個是希臘名或拉丁名，由於「西門」是與西緬發

音相近的希臘名，因此名叫「西緬」的猶太人有時會

採用「西門」為其希臘名。西緬與西門應為本書信作

者的原名（參如太4:18; 可1:16; 路4:38; 5:3-5,8），彼得則
為耶穌為他所起的名字（太16:16-18; 可3:16; 路6:14; 約
1:42）。在此作者以「西緬‧彼得」自稱，可能是要凸顯

自己的猶太出身（徒15:14「西門」希臘文亦作「西緬」，

在該處雅各用彼得的猶太名稱呼他，亦顯示出雅各

的猶太背景）。另見簡介之「作者」（14頁）、28頁圖。

1:1
此處提到信徒是「在耶穌基督的義中」（見相關

註釋），是甚麼意思？對我有何提醒？

默想

古代希臘 羅馬的書信，往往依循固定的格式撰寫，一般包含

書信開頭，本文與結尾。新約書信基本上亦跟隨這樣的格式。

書信開頭通常包含三個部分：(1)以主格的名詞標示

作者（如腓1:1前半），(2)以間接受格的名詞標示收信人（如

腓1:1後半），接着是(3)祝願（「願喜樂」為常有的格式，如徒

15:23; 23:26; 雅1:1，《和》均作「問（請）……安」，但也常會以

作者所信奉的神明之名問候對方，如腓1:2，或問候對方的

健康，如約參1:2）。保羅書信開頭之後，本文開始之前，保羅

經常會為收信人向　神感恩代禱（如羅1:8-15; 林前1:4-9; 腓

1:3-11; 西1:3-9; 帖前1:2-10; 帖後1:3-12; 門1:4-7），這部分有時

是用向　神頌讚的方式來表達（如林後1:3-7）。「感恩代禱」

與書信開頭中的「祝願」有時在書信中闕如。

在本文之後，則是書信的結尾，書信結尾通常是以問

安與祝福結束（如腓4:21-23）。古代並無公設或民間的郵政

組織，書信在蠟封加印之後，需委託專人遞送，若委託的送

信人並非收信人所認識，在結尾問安之前，往往也會有對

送信人的介紹（如羅16:1-2; 西4:7-8），收信人在拆信之後，

可以根據信中送信人的名字來確認信件的來源可靠。作者

在此有時也會對收信人提出最後的叮囑，或交辦一些事務

（如林前16:10-18）。

保羅給教會的書信通常包含上述格式的每個部分，僅

加拉太書在書信開頭之後沒有感恩代禱，給個人的書信

中，提摩太前書與提多書亦無這個部分。

希伯來書與約翰一書均未使用古代書信格式的開頭

與結尾，雅各書雖有書信開頭，卻無書信的結尾。傳統上，

啟示錄雖未列入新約書信之列，卻有着完整的書信結構，

書信開頭為啟1:4-6，書信結尾為啟22:21。

新約書信與啟示錄運用希臘 羅馬慣用書信格式的現

象，顯示這些文獻均原有其成書的時空與背景，因此解釋

時須充分考慮其原有的時空場景與議題。 

希臘 羅馬的書信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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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因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之義 希臘文作

「在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的義中」，見本節

「因……之義」、「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註釋。

本片語係要指出，收信人已在　神的國中（對照1:4
「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註釋），並開始按耶穌

基督所教導的公義原則與標準行事為人。

 h因……之義 希臘文作「在……的義中」（參

《呂》註）。對主後一世紀的猶太人而言，　神的公義

掌權為　神國的特徵之一（參短文〈　神的國〔天

國〕〉之「舊約與猶太教的背景」〔38頁〕），本書信沿

用了此一概念（對照3:13，義居於新天新地之中），故

「在……的義中」可視為「在　神的國中」的另一種說

法。此外，本書信中，「義」所着重的，是行為要受　神

公義的法則與標準所規範（見2:5「義道」、2:21「義
路」，另對照2:7,8「義人」、「義心」）。

 i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 按希臘文的語

法，宜作「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參《呂》，

或作「我們的　神救主耶穌基督」，以避免歧義），指

出耶穌基督同時是「我們的　神」與「救主」。此處為

新約中少數直接以「　神」來稱呼耶穌的經文。

 j我們……我們 兩處均不包含收信人，指彼得

與其他使徒（3:2），他們是猶太背景的基督信徒，將福音帶

給收信人，但兩處的「我們」也可能單指和彼得一樣曾親

賭耶穌榮耀的目擊證人（對照1:16-18），而非所有的使徒。

 k1 此處並無校勘的議題，但為避免歧義，翻譯時宜

將「和」省略，見本節「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註釋。

 l救主 「救主」或作「拯救者」，其基本含意為

「那保護人不受到傷害的」或「那拯救人脫離傷害

的」。在古代，該名稱常做為神明的頭銜，或是用來尊

稱有功勳的重要人物，包括君王和軍事領袖。此處以

「救主」稱耶穌基督，是要強調，他是保護並拯救人脫

離死亡威脅的那一位。

 m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的人 宜作「與我

們分得同樣尊貴信仰的人」（參《現修》、《呂》），「分

得」原指透過抽籤，分配得到產業中的一份（該希臘

文亦見於路1:9; 約19:24; 徒1:17，《和》分作「掣籤」、

「拈鬮」、「得了一分」），對當時的人而言，抽中籤是神

明眷祐的結果，獲得土地則是特別的權利，在此使用

了上述抽籤分配土地的圖畫，暗示收信人與彼得所

代表的「我們」（見本節「我們……我們」註釋）蒙受了

同樣的榮寵，有特權分得　神所賜的尊貴信仰。關於

本書信的收信人，另見簡介之「收信人」（16頁）。

 n一樣寶貴信心 宜作「同樣尊貴信仰」（參《現

修》、《呂》），指出此處的收信人「你們」與彼得所代表

的「我們」兩者蒙　神所恩賜的信仰，是同等的尊貴，

用以指出兩者信主雖有先後（見本節「我們……我

們」註釋），但共享了同樣的大公信仰。

gh因 ij我們的　神和(
k有古卷
沒有和字) l救

主耶穌基督h之義、m與j我們同得n

一樣寶貴信心的人。2願a恩惠、平

安，b因你們c認識　神和d我們e主

耶穌，多多地加給你們。

我們的　神和註救主耶穌基督

的義，與我們同得一樣寶貴信心

的人。2願恩惠、平安註，因你們認

識　神和我們的主耶穌，多多加

給你們！

給那些藉着我們的上帝和救主耶

穌基督的義、跟我們分享了同樣

寶貴信仰的人：

2願你們藉着認識上帝和我們

的主耶穌得到豐豐富富的恩典和

平安！
1 有古卷沒有「和」。

2 「平安」或譯「和平」。

新標點和合本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和合本修訂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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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恩惠、平安 或作「恩惠、和平」，「恩惠」與希

臘人書信的祝願（「願喜樂」，見23頁短文〈希臘  羅馬
的書信格式〉）兩者的希臘文諧音，而「平安（和平）」

為猶太人的日常問候方式，此一格式很可能是初代

教會慣用的書信問候語。在此「恩惠」着眼在　神藉

由基督所帶來的救贖，「平安（和平）」則指人與　神、

與人之間所重建的和好關係，以及人安康的狀態。

 b因你們認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 希臘文作

「在　神和我們主耶穌的知識中」，此處的語法結構

與1:1「在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的義中」類

似（對照1:1「因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之義」註

釋），但此處並未如1:1一樣，以「　神」來稱呼耶穌基

督（見1:1「我們的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註釋），按希

臘文的語法，此處「　神和我們主耶穌」係指父　神

與主耶穌兩者。該片語有兩種可能的理解：(1)「『因
着』有　神和我們主耶穌的知識」（如《和》、《和修》的

譯法），指這「知識」是經歷「恩惠、平安（和平）」的原

因；(2)「『藉着』有　神和我們主耶穌的知識」（參《現

修》），指這「知識」是經歷「恩惠、平安（和平）」的媒

介。無論採何種理解，此處指出，具備對　神和主耶

穌的「知識」，與經歷恩惠與平安（和平），兩者息息相

關，見本節「認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註釋。

 c認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 希臘文作「　神和我

們主耶穌的知識」，指對父　神與主耶穌兩者的知識

（見本節「因你們認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註釋），從

1:11談到「進入……永遠的國」、3:10-13提及「主再臨」

與「新天新地」可知，此處的知識特別與耶穌將再臨做

王，帶來全然展現的　神國有關。本書信多次使用此

處的「知識」（《和》均以動詞的形式作「認識」，以別於

1:5,6; 3:18另一個意為「知識」的希臘文，見以下討論），

來談對　神和主耶穌的知識（除此處外，另見1:3「認
識那……召我們的主」、1:8「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2:20「認識主－救主耶穌基督」），當人在這樣的知識之

中，所伴隨的應是接受救恩，以實際的倫理實踐表達

出對　神與主耶穌的順服，並對　神國全然降臨的

盼望，如此，自然便能經歷到主所賜的恩惠與平安（和

平）。1:5,6; 3:18的「知識」為另一個希臘文，但與此處的

「知識」字根同，在本書信中可視為此處「知識」的同義

詞（3:18）。另見簡介之「寫作背景與目的」（17頁）。

 d我們 見1:1「我們……我們」註釋。

 e主 原指有權柄宰制他人的人，用以對應「僕

人」、「奴隸」、「臣民」，亦衍生為對男性的敬稱（如約

4:11〔《和》作「先生」〕）。《七十士譯本》經常使用「主」

來翻譯舊約中的「耶和華」，以「主」指　神（如《七十

士譯本》創11:5; 12:1; 出3:2），該用法為新約所沿用
（如太1:20; 路2:22-23; 約12:13）。初代教會用「主」稱

呼耶穌（如路7:19; 約13:13; 20:28），不僅強調耶穌的
權柄，更是要指出，他所擁有的是　神所獨有的權柄

（參太28:18），同時也表達出信徒對其權柄的完全臣
服。「耶穌是主」亦為初代教會信仰告白的重要用語

（參徒2:36; 10:36; 羅10:9; 林前1:3; 12:3; 腓2:11）。

1:2
此處「認識（知識）」與「恩惠」、「平安」聯繫在一

起，三者的關係是甚麼（見相關註釋）？這樣的

關係對我有何提醒？

默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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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標點和合本 和合本修訂版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1:3-4 希臘文為一莊嚴華麗的長句子，用以指出　神

所施予的各樣恩惠及其目的（見1:3-11段落前註釋），

1:3可作「正如他神聖的大能，藉着以自己榮耀與美

德召我們那位的知識，已賜給我們關乎生命與敬虔

的一切事，」1:4可作「藉着這些，他也已賜給我們那

些又尊貴又偉大的應許，為的是藉着這些應許，你們

在脫離這世上情慾中的敗壞之後，會成為神聖本性

的分享者。」此處並未明言「他」所指為何，可為1:2的
父　神或主耶穌基督（見1:3「　神的神能」註釋），無

論所指為何，此處兩次的「藉着……賜給……」指出：

正如父　神或主耶穌「神聖的大能」藉着「召我們那

位的知識」賜給我們「關乎生命與敬虔的一切事」，他

就藉着「他自己的榮耀與美德」賜給我們「諸應許」，

目的是藉着「這些應許」，讓收信人「你們」脫離敗壞

後，得以分享「神聖的本性」。簡言之，父　神或主耶

穌「神聖大能」所施的諸多恩惠（「關乎生命與敬虔的

一切事」和「諸應許」），最終是要讓收信人分享「神聖

的本性」。

1:3 a　神的神能 希臘文作「他神聖的大能」（見

1:3-4註釋，另參《呂》），「他」可指1:2的父　神或主耶

穌基督 （對照1:2「因你們認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

信徒所蒙的恩召和揀選
3 a　神的神能已將一切 b關

信徒的蒙召和被選
3　神的神能已把一切關

上帝的呼召和揀選
3上帝的神能已經把我們過

對「你們」的勸勉（1:3-11）
本書信於書信開頭之後，並無新約書信常見的感恩代禱（如羅1:8-15;林前1:4-9）或頌讚（如林後1:3-7;彼前1:3-4），而是直

接進入本文（對照23頁短文〈希臘 羅馬的書信格式〉）。

本文在此始於對收信人「你們」的勸勉：

1:3-4指出呼召人的主所施予的諸多恩惠，為的是讓「你們」「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1:4「叫我們……」，希臘文作

「叫你們……」），分享神聖的本性，以致最終得以進入耶穌基督永恆的國度（1:11）。為此1:5-7具體提出「你們」當培養的品

德，以確保「你們」能「在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知識上」，結出與神聖本性相符果子（1:8）。

就時間的向度而言，此處1:3-4提到主在「過去」已為收信人所成就的恩典，1:5-10提及收信人「如今」的責任，1:11則以

收信人「未來」最終會得到的獎賞作結。

希臘 羅馬的社會，是由不同階層之間施惠者與受惠者的關係所維繫，居於上位的（家主、社會中的權貴與統治者）有

責任對其權下的人施惠，受惠的人（家中成員與奴隸、一般市民）則有義務以具體的行動來回應所受的恩惠。

1:3-11的表達方式，與希臘 羅馬社會中頒佈給受惠的市民與百姓，要求他們尊榮有恩於所在城市的施惠者的諭令，在

格式上多有呼應：(1)以「正如……」開頭（見1:3-4註釋）；(2)提及施惠者慷慨的贈予（見1:3「賜給」註釋）；(3)強調受惠者應認

知到施惠者的美德及餽贈（對照1:3後半）；(4)勸勉受惠者必須用相應的行動來回應（對照1:4後半,5-7）。彼得在此有可能運

用了當時眾所周知施惠與受惠的社會關係來提醒收信人：既然受惠於天上的施惠者，就該活出相稱的品德，來回應所收

到的慷慨贈予。

1:3

諾斯底主義為主後一世紀起，某些神祕思維與宗教的統

稱。部分主後一世紀末葉的基督信徒將基督信仰與諾斯底

主義結合，產生了主後一世紀末葉到二世紀的基督教諾斯

底主義，為初代教會在主後二世紀所面對一極具挑戰的

異端。

諾斯底主義之「諾斯底」源於希臘文「知識」（gnōsis）

的音譯，其思維融合了波斯、希臘、猶太的宗教與哲學。該

主義有着多樣的面貌，然基本上持善惡二元的觀點，認為

善的源頭為全然屬靈的「至高神」，他為「知識之神」，與屬

靈世界相對的，則為物質的世界，屬惡的領域。諾斯底主義

者多半認為，造成這邪惡物質世界的為「造物之神」，他是

「至高神」層層向下衍生出的低級靈體，因缺乏「至高神」的

知識，他在未得到「至高神」允許的情形之下，創造了物質

的世界，使得其中的存有受困於這邪惡的物質世界。為拯

救這邪惡物質世界中的人，「至高神」差遣他的使者，傳佈

真實的「知識」，讓人擁有之後可以從物質世界中脫困，重

新成為有知識的靈體（靈光），回到「至高神」的屬靈世界，

即「光的國度」。

對基督教諾斯底主義者而言，耶穌便是這位「至高神」

的使者，而耶穌之所以能帶來救贖，不在於道成肉身，也不

在於十架的代贖，而是在於他所傳遞的神祕屬靈知識。這神

祕的「知識」，並非人人可得，惟有蒙揀選的人才能獲得。因

此，基督教諾斯底主義者認為，初代教會充滿了對耶穌的誤

解，這些誤解耶穌真正意義的信徒，雖在所謂的教會之中，

卻不會得到真正的救贖，只有那些蒙特殊啟迪，明白耶穌所

傳遞神祕知識的人（即諾斯底主義者），方能得救。這樣的觀

點使得基督教諾斯底主義採用與初代教會截然不同的方式

解釋聖經，並發展出他們獨有的文獻。諾斯底主義及其文獻

的流傳與影響，是初代教會最終需要發展出代表正統信仰

的大公信經，並界定新約正典的重要因素之一。 

「知識」與諾斯底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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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兩者均有可能（「　神」，見《和》、《現修》、《和

修》；「基督」，見《思》），但若考慮1:2希臘文的字序，

此處指主耶穌基督的可能性較高。「神聖」的希臘文，

新約中僅見於此處（本節與1:4，《和》均作「　神的」）

與徒17:29（《和》作「　神的神性」），《七十士譯本》亦

甚少使用（僅見於出31:3; 35:31; 伯27:3; 33:4; 箴2:17，
以及《次》便西拉智訓6:35; 馬加比二書3;29; 4:17; 
9:11），但該詞語經常出現於希臘文獻中，來描繪與

神明有關的人或物，如不同於凡人的英雄，或經修行

而達至神明境界的哲人，可視為希臘化文化的宗教

術語，此一現象暗示本書信的收信人有可能外邦背

景的居多，故彼得在此運用了收信人所熟悉的宗教

術語。此處的「他」若指「　神」，「他神聖的大能」與羅

1:16; 林前1:18; 2:5等「　神的大能」用法類似，指　神

藉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所帶來的福音；「他」若指「基

督」，「他神聖的大能」則是指耶穌基督所擁有與　神

同等的權能（對照如太24:30; 路5:17; 來1:3）。

 b關乎……的事 或作「為了……所需的事」。

1:3

諾斯底主義為主後一世紀起，某些神祕思維與宗教的統

稱。部分主後一世紀末葉的基督信徒將基督信仰與諾斯底

主義結合，產生了主後一世紀末葉到二世紀的基督教諾斯

底主義，為初代教會在主後二世紀所面對一極具挑戰的

異端。

諾斯底主義之「諾斯底」源於希臘文「知識」（gnōsis）

的音譯，其思維融合了波斯、希臘、猶太的宗教與哲學。該

主義有着多樣的面貌，然基本上持善惡二元的觀點，認為

善的源頭為全然屬靈的「至高神」，他為「知識之神」，與屬

靈世界相對的，則為物質的世界，屬惡的領域。諾斯底主義

者多半認為，造成這邪惡物質世界的為「造物之神」，他是

「至高神」層層向下衍生出的低級靈體，因缺乏「至高神」的

知識，他在未得到「至高神」允許的情形之下，創造了物質

的世界，使得其中的存有受困於這邪惡的物質世界。為拯

救這邪惡物質世界中的人，「至高神」差遣他的使者，傳佈

真實的「知識」，讓人擁有之後可以從物質世界中脫困，重

新成為有知識的靈體（靈光），回到「至高神」的屬靈世界，

即「光的國度」。

對基督教諾斯底主義者而言，耶穌便是這位「至高神」

的使者，而耶穌之所以能帶來救贖，不在於道成肉身，也不

在於十架的代贖，而是在於他所傳遞的神祕屬靈知識。這神

祕的「知識」，並非人人可得，惟有蒙揀選的人才能獲得。因

此，基督教諾斯底主義者認為，初代教會充滿了對耶穌的誤

解，這些誤解耶穌真正意義的信徒，雖在所謂的教會之中，

卻不會得到真正的救贖，只有那些蒙特殊啟迪，明白耶穌所

傳遞神祕知識的人（即諾斯底主義者），方能得救。這樣的觀

點使得基督教諾斯底主義採用與初代教會截然不同的方式

解釋聖經，並發展出他們獨有的文獻。諾斯底主義及其文獻

的流傳與影響，是初代教會最終需要發展出代表正統信仰

的大公信經，並界定新約正典的重要因素之一。 

「知識」與諾斯底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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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生命和虔敬 宜作「生命和敬虔」（見本節「虔

敬」註釋）。「生命」雖可用來指「永恆的生命」（對照如

約6:68; 徒5:20; 羅6:4），但在此更可能指與死亡相對
的「生存」、「生命」（如羅8:38），對於經常受到疾病威

脅的古代人而言，得以存活往往被視為神明的恩寵。

「生命」在此也可能指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舉止，來

與「敬虔」並列，按此理解，「生命與敬虔」的重點在於

「信徒當有的行為舉止」與「在主面前當盡的責任」，

兩者均為屬主之人的特權。此處「生命與敬虔」也有

可能是用了「重名修辭法」（即並列的雙重詞語「甲和

乙」是要表達「甲」修飾「乙」，即「甲的乙」，或「乙」修

飾「甲」，即「乙的甲」），在此可為後者，故可作「敬虔

的生命」（參《現修》），意為「有特權可以對主盡責的

生活或生命」。

 d虔敬 宜作「敬虔」（對照3:11），該詞語為希臘
化文化的用語，用來指對神明、祖先、父母、親族、社

會制度的崇敬、忠誠與責任，是羅馬人極其重視的德

行，在此特指因對　神有正確的認識而產生合宜的

回應與行動。《七十士譯本》甚少使用「敬虔」一詞（僅

四次），但其相反詞「不（敬）虔」則經常出現（多達68
次）。新約中，「敬虔」與其相關詞語主要見於使徒行

傳、教牧書信與本書信，其中又以教牧書信最多（提

前2:2; 3:16; 4:7-8; 6:3,5-6,11; 提後3:5,12; 多1:1; 2:12）。

 e賜給 該詞語的希臘文多用於正式場合或

官方文書中，來指上對下恩惠的賜予（可作「惠賜」），

或恩准下面的人所提出的請求（見可15:45，可作「恩
准」），對照1:3-11段落前註釋。1:4「賜給」同。

 f我們 雖然此處的「我們」緊接於1:1-2 所提的
「我們」之後（見1:1「我們……我們」註釋），但此處的

新標點和合本 和合本修訂版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乎 c生命和 d虔敬 b的事 e賜給 f我

們，g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

h榮耀和美德 i召我們的主。4因

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 a應

許賜給我們，b叫我們既脫離 

乎 生 命 和 虔 敬 的 事 賜 給 我

們，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

耀和美德召我們的　神。4因

此，他已把又寶貴又極大的應

許賜給我們，使我們既脫離 

敬虔生活所需的一切給了我們；

這恩賜是藉着認識那位呼召我

們來分享他自己的榮耀和善德

的上帝而得的。4這樣，他把他

所應許那最大和最寶貴的恩賜

給了我們；藉着這恩賜，你們得

1:4

羅馬  聖彼得大殿內的聖彼得雕像（見1:1註f）。此處的雕像手握鑰匙，

係根據太16:19耶穌將天國的鑰匙給予彼得的記敍，鑰匙亦為教會傳

統中彼得的象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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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較可能包含了收信人，泛指所有跟隨基督的

信徒。本節以下及1:4,8,11「我們」同。

 g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

的主 宜作「藉着以自己榮耀與美德召我們那位的知

識」見1:3-4註釋），此處延續了1:2「知識」的主題（見1:2
「認識　神和我們主耶穌」註釋），若彼得前書確為3:1
所暗示的第一封信（見簡介之「作者」、「與其它書信的

關係」〔14,18頁〕），則此處有可能刻意與彼前1:15「那
召你們的」、彼前2:9「那召你們……的美德」、彼前5:10
「　神召你們……他永遠的榮耀」等處的用語呼應。

 h榮耀和美德 譯作「美德」的希臘文語意廣

泛，可指道德的美好，亦可指才能的卓越或能力的出

眾，在此較可能為後者，可作「大德」，用以形容「召

我們那位」的能力極其卓越。《七十士譯本》賽42:8,12
將「榮耀」和「大德」（《和》分作「稱讚」、「頌讚」）並列，

暗示兩者可視為同義詞，故此處亦可用類似的方式

理解，指「召我們那位」的榮耀，即是他能力的卓越展

現。此處也有可能用了「重名修辭法」（見本節「生命

和虔敬」註釋），指「榮耀的大德」或「大德的榮耀」，前

者是要指出，「召我們那位」能力的展現極為榮耀，後

者是要指出，「召我們那位」的榮耀來自於他能力的

展現。上述的理解均有可能。

 i召我們的主 希臘文作「召我們的那位」（見

1:3-4註釋），由於1:3-4的施惠者可以是父　神，也可

以是主耶穌（見1:3-4註釋），「召我們的那位」亦有兩

種可能的理解：(1)指父　神，新約書信談到呼召人的

那位時，較常指　神（見如羅1:7; 8:28-30; 9:24; 11:29; 
林前1:1-2,9; 7:17; 加1:15; 腓3:14; 帖前2:12; 4:7; 提
後1:9），且亦為彼得前書的用法（彼前5:10）；(2)指主
耶穌，由於本書信在此之後，「知識」均與主耶穌有

關（見1:8「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2:20「認識
主－救主耶穌基督」註釋），故此處「召我們的那位」

亦可能指主耶穌。本書信中，以(2)的理解較為可能。

1:4 a應許 希臘文為複數形，該詞語的希臘文在新

約中僅見於本節及3:13，可作「所應許之事物」，與

3:4,9「應許」的希臘文不同，但兩者字根同且語意接

近。此處所提的諸多應許，應包含了3:4,9主再臨的應
許，以及3:13新天新地的應許，兩者皆與1:11「耶穌基
督永遠的國」（即　神國）的全然來臨，關係密切。另

見38頁短文〈　神的國（天國）〉。

 b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

與　神的性情有分 宜作「為的是藉着這些應許，你

們在脫離這世上情慾中的敗壞之後，會成為神聖本

性的分享者」（參《思》，見1:3-4註釋），本句從1:3-4之
前的「我們」，轉向「你們」，將焦點放在收信人身上，

指出1:3-4兩次的「賜……」（見1:3-4註釋），為的是要

收信人「你們」脫離敗壞，成為神聖本性的分享者。

1:3
在希臘 羅馬文化中，「敬虔」包含了責任與隨之

而來的行動（見相關註釋）。我對　神的敬虔，

使我覺得自己對　神的責任是甚麼？因這樣

的責任感，在每天生活之中，我會做甚麼？請

加以簡述。

1:4
「與　神的性情有分」是甚麼意思（見相關註

釋）？從我信主到今日，我有刻意在哪些方面

學習「分享　神的本性」嗎？我周圍親近的人

是否有意識到我的變化？

默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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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從情慾來的敗壞 希臘文作「情慾中的敗壞」，指

在情慾的影響下所導致的敗壞。「情慾」，見本節「情慾」

註釋。新約中「敗壞」多指沒有永存的價值、會遭　神

毀壞的事物（參羅8:21; 林前15:42,50; 加6:8; 西2:22）。
本書信多次以「情慾」及「敗壞」來譴責「他們」這些人，

分見2:10,18; 3:3（《和》作「私慾」）及2:12（兩次）,19。

 d情慾 指對於人事物有着非份的慾望，或對不

當的人事物有慾望。

 e與　神的性情有分 希臘文作「成為神聖本

性的分享者」（參《思》），「神聖」與1:3「神能」的「神」

希臘文同（見1:3「　神的神能」註釋），可指出於　神、

與　神有關（故「神聖本性」《和》作「　神的性情」）。由

於1:1提及「　神和救主耶穌基督之義」、1:3-4提及「一切
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與「脫離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

（分見相關註釋），故此處「成為神聖本性的分享者」，

是指在日常的生活中，反映出　神公義聖潔的性情。

本句成為後來基督正教（東正教）所發展「神化」概念

的重要基礎，見簡介之「對後世產生的影響」（21頁）。

1:5-7 相應於1:3-4所提天上施惠者的美德與餽贈（見
1:3-11段落前註釋），此處則對收信人「你們」指出具體

回應所受恩惠的方式，即在生活中體現出此處所列

的各樣品德，以致收信人能夠展現他們的確是「神聖

本性的分享者」，此一要求暗示，收信人受惠於天上的

施惠者，最終是要分享這位施惠者的本性，成為他人

的施惠者，而從之後2:1-22對「他們這些人」的譴責可

知，他們所缺乏的正是1:5-7所羅列的品德（見以下2:1-

新標點和合本 和合本修訂版 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世上 c從 d情慾來的敗壞，就得

e與　神的性情有分。5正因這緣

故，你們a要分外地殷勤；有了b信

心，又要加上c德行；有了c德行，

又要加上 d知識；6有了知識，又

要加上 a節制；有了 a節制，又要

加上 b忍耐；有了 b忍耐，又要加 

世上從情慾來的敗壞，就得分

享　神的本性。5正因這緣故，

你們要分外地努力。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

要加上知識；6有了知識，又要

加上節制；有了節制，又要加

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 

以逃避世上那毀滅性的慾望，

而分享上帝的神性。5為了這緣

故，你們要盡力在信心上加上

美德，美德加上知識，6知識加上

節制，節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 

1:5

「主，你往哪裏去」教堂中耶穌釘十字架的壁畫。見15頁圖圖說，並對

照16頁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