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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urch in Hamilton 
www.churchinhamiltonnj.org 609-586-1004 

92 Youngs Road, Hamilton Township, NJ 08619 

   主后 2019 年 06月 23日-2019 年 06月 29日

近期大事 

一、6 月 19 日周三晚 6:30 在会所有高中毕业生的欢送聚会，

欢迎大家前来扶持。 

二、6 月 22 日周六下午 2:30-6:00pm 在 Piscataway 召会的

会所 Ricky 弟兄与父母们有关于儿童和青少年的交通。 

三、6 月 23 日主日晚 5-8pm 有英文区相调爱宴暨青职读经

成全训练。 

四、7 月 1 日至 6 日在 Anaheim 有夏季训练，本地有录影训

练。 

五、7 月 19 至 21 日在 KPCC 有学者福音主办的服事者成全

训练，7 月 22 至 26 日在 KPCC 有学生训练。 

六、7 月 26 日至 28 日在 Franklin 会所有新泽西众召会的

暑期成全训练。 

七、8 月 1 至 11 日，在 KPCC 有暑期青少年真理学校，请继

续为召会的青少年代祷。 

八、8 月 19 至 23 日，汉密尔顿召会会所有儿童夏令营，请

为服事者祷告，并为所接触的福音朋友和他们的孩子们祷告。 

 

代祷事项 

1. 请为 Princeton, Rider, MCCC 校园福音工作祷告 

2. 请为在 WW 区，LH 区的青职福音工作祷告 

3. 请为召会的儿童服事、青少年服事祷告 

  

彼得后书 第一章 

彼得前书的主题是神行政下的基督徒生活。彼得后书是彼得

前书的延续，也强调神的行政。然而，在这封书信里我们也

看见神的供备。所以，我们可以说，彼得后书的主题是神圣

的供备与神圣的行政。 

 

随着神的行政，有神的供备。神将祂的供备赐给我们，使我

们能与祂的行政配合。换句话说，我们若要完成神的行政，

就需要神的供备；那就是说，我们需要神圣的供应。在彼得

后书里，作者首先陈明神圣的供应。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如何

供给我们需要的一切供应。这是本书主要的意义。不但如此，

彼得后书给我们看见彼得前书所揭示神行政之图画的延续。

所以，彼得后书有神圣的供备与神圣的行政。 

  

引言─给分得同样宝贵之信的信徒 

信是对真理本质的质实，（来十一 1，）这真理乃是神新约

经纶内容的实际。神新约经纶的内容是由“一切关于生命和

敬虔的事”（彼后一 3）所组成；那就是三一神将祂自己分

赐到我们里面，作我们里面的生命和外面的敬虔。神藉着新

约经纶的话和那灵，所分给我们同样宝贵的信，响应这样内

容的实际，并把我们引到这实际里，使其本质成为我们基督

徒生活和经历的元素。这样的信分给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

作了他们的分，对所有领受的人都同等宝贵。作这样从神来

的分，这信在神圣的真理上对我们是客观的。但这信把所质

实的一切内容带进我们里面，因而使这些内容连同这信的本

身，在经历中对我们成了主观的。充分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 

 

稣，是指经历上的充分认识。充分认识三一神，叫我们有分 

于并享受祂神圣的生命和性情。这与在召会背道时侵入了召

会，那杀死人，属人哲学逻辑的知识相对。 

 

神圣能力的分赐 

 
一切关于生命敬虔的事，同神的性情 

照三节看，主不但用祂的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也呼召我们

到祂的荣耀和美德。门徒看见主的荣耀。祂与他们同在的期

间，他们在祂的行为和日常生活中看见祂的美德。他们也在

变化山上看见祂的荣耀。四节说，“藉这荣耀和美德，祂已

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你们既逃离世上从情欲

来的败坏，就藉着这些应许，得有分于神的性情。”主已经

用祂的荣耀和美德呼召了我们，我们也已经蒙主呼召到祂的

荣耀和美德；藉着并基于祂这荣耀和美德，主已将又宝贵又

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神已将这些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藉

着这些应许，得有分于神的性情。祂已呼召我们到祂的荣耀

和美德，并且祂已将应许赐给我们，目的是叫我们享受神的

性情。得着永远的生命是一次永远的事，但有分于神的性情

是继续不断的事。虽然我们一次永远得着永远的生命，但我

们无法一次永远享受神的性情。我们在地上过基督徒生活 

的整个过程中，甚至在永世里，都要一直有分于神的性情。 

借生命长大发展，得丰富进入永远的国 

- 美德 

在五节彼得劝我们在我们的信上，充足的供应美德。五至七

节乃是三至四节里神圣的能力所赐给我们之事物的发展。在

信上供应美德，就是运用信发展美德。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其

他各项。 这里的“供应”一辞，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发展。

彼得的意思是叫我们要发展我们所已经有的。我们有信，现

今在我们的信上，我们需要发展美德。 

- 知识 

在我们的美德上，我们所需要发展的知识，包括对神和我们

救主的认识，对神经纶的认识，对信所是的认识，以及对神

圣的能力、荣耀、美德、性情和生命的认识。事实上，这就

是对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之事的认识。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美

德上发展这知识。有美德而没有知识是不彀的。我信知识也

是由信的种子发展出来的主根。有了美德和知识，我们就有

种子的生长。 

- 节制 

节制，或，自制，就是在情感、喜好和习惯上管治并约束己。

为着生命正确的长大，需要在知识上供应并发展节制。 我

们一旦得着知识，就很容易变得骄傲。为这缘故，我们需要

在我们的知识上发展节制。节制含示约束。树生长时，根就

往外伸展，但树干相当受约束的向上生长。这个例子说明一

个事实，就是随着美德和知识的发展，我们需要节制所带来

的约束。 

 - 忍耐 

照彼得在六节的话，在我们的节制上，我们需要发展忍耐。

节制是对付自己，忍耐是容忍别人与环境。要过正确的基督

徒生活，我们需要对我们周围的人忍耐，也需要对我们的景 

 



 

 

况和环境忍耐。 

 - 敬虔 

在我们的忍耐上，我们需要发展敬虔。敬虔指像神并彰显神

的生活。我们管治我们的己并容忍别人与环境时，需要在我

们属灵的生活中发展敬虔，使我们得以像神并彰显祂。倘若

信是种子，美德和知识是根，节制是干，那么忍耐和敬虔就

是枝子。这里我们看见相当完全的发展：由种子发出根、干

和枝子。至终，在七节我们看见弟兄相爱和爱，作为花和果

子。  

 - 弟兄相爱和爱 

”弟兄相爱，原文由“有情爱为着”和“弟兄”组成；所以

是弟兄的情爱，一种以喜悦和快乐为特征的爱。在敬虔，就

是彰显神的事上，需要供应这爱，使我们能维持弟兄的关系，

（彼前二 17，三 8，加六 10，）能对世人作见证，（约十

三 34～35，）并能结果子。（十五 16～17。） 

彼后一章七节的爱，原文在新约中用以指神圣的爱，就是神

在祂性情上的所是。（约壹四 8，16。）这比人的爱高尚，

妆饰基督徒生活的一切品质。（林前十三，罗十三 8～10，

加五 13～14。）这比人的爱能力更强，度量更广，（太五

44，46，）信徒若凭着神圣的生命而活，（彼后一 3，）并

有分于神的性情，（4，）就能被这爱浸透，并将这爱完全

彰显出来。这样的爱需要在弟兄相爱上得着发展，以管治弟

兄相爱，并在其中流通，好完全彰显是这爱的神。信可视为

生命的种子，这更高尚的爱乃是这种子得着完全发展的果子，

（8，）其间的六步发展就是这种子长大以致成熟的步骤。 

 - 进入永远的国 

在十一节彼得下结论说，“这样，你们就必得着丰富充足的

供应，以进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在神

圣生命和神圣性情的发展里所享受全备的供应，（3～7，）

必充分的供应我们，使我们丰富的进入我们主永远的国。这

要叫我们凭神圣生命和神圣性情一切的丰富，作我们达到神

辉煌荣耀的优越美德（能力），使我们能彀并合格进入要来

的国。这不是仅仅得救，乃是得救后又追求在神圣生命里长

大成熟，而受到国度的赏赐。 

 

神圣真理的照亮 

 - 藉使徒见证的荣耀 

彼后一章十二节说，“所以，你们虽已知道这些事，且在现

有的真理上得了坚固，我还要常常题醒你们。”彼得所说的

“这些事”，意思是神圣的能力，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神

的性情，以及神圣的丰富在我们经历中的发展这样的事。圣

徒虽已知道这些事，且在现有的真理（他们所已经持有的真

理）上得了坚固，彼得还要常常题醒圣徒。  

在十三至十四节彼得说，“我认为趁我还在这帐幕的时候，

以题醒激发你们，是正当的，知道我脱去这帐幕的时候快到

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帐幕”这辞指暂

时的身体。（林后五 1。）脱去帐幕，即脱去身体，脱下身

体，（4，）离开身体，肉身死亡。彼得和保罗一样，（提

后四 6，）知道他要殉道离世，并且他现在已经豫备好了。

他记得主吩咐他要餧养主的羊时，对他说到他死的事。 

在彼后一章十七至十八节彼得继续说，“因为祂从父神领受

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显赫的荣耀中，有这样的声音向祂发出：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祂在圣山的时候，亲自 

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发出。”尊贵是地位的事，荣耀是光景的

事。在变化山上，主乃是在尊贵的地位，在荣耀的光景里。 

在本书信里，彼得给信徒有力的见证，作为对抗异端的豫防

剂。因这缘故，他指出使徒对他们说到主耶稣的来临时，并

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构无稽之事。彼得的意思似乎是说，

“不要听从异端者。我同约翰和雅各在圣山上，是主威荣的

亲眼见证人。祂变化形像时，我们与祂在一起，并且我们听

见有声音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所告

诉你们的不是传说、虚构无稽之事、或迷信的故事。我们见

证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我们看见主耶稣变化形像，并且

我们知道，正如祂在变化形像时得荣耀，祂也要在荣耀里再

来。你们需要接受我们的话，并且相信这话。” 

 - 藉申言者话语的亮光 

在一章十九至二十一节，彼得接着用见于旧约申言者的话，

证实他们的见证。使徒的见证和经上申言者的话，都是真理

的照亮。这照亮是神圣供备的一部分，就是神藉着祂的能力

所作的供备，使祂的选民能远离异端和背道。 

 

彼得把经上豫言的话比作照在暗处的灯。这指明今世乃是黑

夜里的暗处，（罗十三 12，）这世上的人都是在黑暗里行

走、活动。这也指明经上申言者的话犹如信徒的明灯，传输

属灵的光（不仅供人心思理解的字句知识），照耀在他们的

黑暗里，引导他们进入光明的白昼，甚至经过黑夜，直到主

显现的那日，天发亮的时候。在主这阳光显出以前，我们需

要祂话的光，照耀我们的脚步。 

 

我们的经历证实，在一章十九节彼得的确是说到属灵的白昼

和主来的日子。许多时候我们在黑暗里，来读圣经中的豫言。

我们研读豫言时，灯就开始在我们里面照耀。自然而然我们

就有感觉，我们不再在黑夜，乃在白昼，因为属灵的白昼在

我们里面发亮了。我们不但有灯的照耀，也有天发亮。晨星

在我们心里出现，是何等喜乐的事！虽然我们周围可能有黑

暗，我们里面却有晨星。 

 

在二十节彼得继续说，“第一要知道，经上所有的豫言，都

不是人自己的见解。”这里的人，指说豫言的申言者，或写

豫言的作者。见解，原文直译，松开，解开。因此是揭露、

说明、解释。人自己的见解，指申言者或作者自己的说明或

解释，并不是神藉着圣灵默示的。这里的思想乃是：经上所

有的豫言，都不是出于申言者或作者自己的观念、意见或领

会。没有豫言是出于人的源头，没有豫言是源于申言者或作

者个人私自的想法。这可由下节得着证实并说明。 

 

二十一节说，“因为豫言从来没有发自人的意思，乃是人被

圣灵推动，从神说出来的。”“因为”是解释前节的话。经

上所有的豫言，都不是出于申言者或作者的解释，因为豫言

从来没有发自人的意思，乃是人被圣灵推动，从神说出来的。 

二十至二十一节证明申言者的话全然可信可靠。经上的豫言

不是来自人的意见。这豫言是神的话，神的说话。为这缘故，

我们该信旧约里所豫言的。彼得在这里似乎说，“圣经里的

豫言真正是出于神，所以是可靠的。不要听背道者异端的教

训，他们乃是偏离了神圣真理的道路。反之，你该留意旧约

的豫言，也该持守我们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