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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后书到犹大书－－诉说重大信息的简短书信

从雅各书到犹大书： 

克雷格布隆贝格博士

克雷格布隆贝格博士是科罗拉多州
利特尔顿丹佛神学院的知名新约

I. 彼得后书和犹大书介绍

彼得前书之后是彼得后书，这一次我们将彼得后书和简短的犹大
书一起来看，虽然这两封书信之间还隔着三封约翰书信。 

A. 文学关系

与对观福音极其类似的是，许多学者认为彼得后书与犹大书之间
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文学关系。特别是彼得后书的中间部分在用
词、细节及观点上，与简短的犹大书的主体内容极为接近。事实
上，犹大书常被认为写于彼得后书之前，因为犹大书在文学形式
上组织得更加紧密。彼得后书似乎借鉴了犹大书的内容，但在说
明顺序上断断续续的，看起来有些不连贯。 此外，犹大书写于彼
得后书之前的说法之所以更令人信服，是因为犹大书作为两封书
信中较短的一封，好像没必要在彼得后书之后再写一遍。 

B. 写作日期

如果我们假设彼得是彼得后书的作者，稍后我们将会看到有关这
一点的大量争论，那么，彼得后书的写作日期肯定是在彼得殉道
之前。按照教会传统的说法，彼得是死在尼禄手中，时间最晚不
会超过主后68年。 那意味着犹大书必定早于彼得后书，但到底早
多少，我们手中并无太多证据可以证明。鉴于它讲述的是世界末
日的情形，书中所有的说明及例证又都取自旧约圣经，和新旧约
之间那个时期的犹太文学，它的写作时间很可能是在基督教诞生
的初期。除此之外，我们就无法再提供更准确的信息了。我们既
不清楚这卷书具体是在哪里写的，也不清楚接收这封信的人情形
如何。 关于假教师的描述在信中也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我
们唯一知道的就是第一节提到的，这封短信的作者是犹大，他是
雅各的兄弟，按此推理，他和雅各一样也是主耶稣基督同母异父
的兄弟。他也和他兄弟雅各一样以自己的名字为书信命名。 

II. 犹大书分析

犹大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专门抨击那些未指明的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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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未指出那些假教训的内容，而是指出了假教师的本性。 在前
四节的引言中犹大表示他本想写些积极或鼓励的话。从5-19节开
始，犹大便在书信正文中用猛烈的言辞抨击了那些假教师，并提
醒收信人要小心提防这些人。

A. 假教师

5-7节以一系列旧约的例证指出这些假教师行为上的不道德；8-10
节再次以旧约圣经为例证指出这些假教训轻慢亵渎的实质；11-
12节指出这些异端邪说虚假的本质。12节下-13节指出这些假教
训不法的实际；14-16节指出这些假教训将会受到实实在在的审
判；17-19节指出这些假教训存在的原因。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犹大在这里引用了以诺书和摩西升天记这两部新旧约中间期的文
学作品作为解经素材。 犹大在引用这些素材时，并未称这些作
品应当被列入或视作正典。他这样做与当年保罗在雅典引用希腊
诗歌的情形不同，他之所以选用这些文学作品中的经节或片段，
是因为他相信这些经节和片段的真实性，并愿意将此作为例证使
用；20-25节以保守自己不失脚的鼓励作为这封短信的结束。 

B. 应用

犹大书可能是最被人忽视的一卷书，至少也是所有新约圣经中最
被人忽视的书卷之一，这也无可厚非。 这卷书虽然很奇异、简
洁，但其中却有一个十分显著的原则适用于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及
其经历。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忍耐是有限度的」。当保罗竭尽全
力地向不信者示范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和信仰时，犹大，像保罗
一样，也正在竭尽全力地在教会中处理假教师的问题。他义正言
辞地警告基督徒要提防这些人。 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社会，我
们特别强调民主、自由，并用爱与尊重包容那些与我们宗教信仰
截然不同的人，在某种层面上来说，这样做无疑是对的，但犹大
提醒我们，在对待那些极力损害基督徒救恩或福祉的信条和做法
时，我们的忍耐应当是有限度的，必要时我们必须迅速地站出来
坚定地反对那些错误的教导。 

III. 彼得后书

我们注意到彼得后书中也有许多相同的观点。

A. 作者和写作日期

与彼得前书相比，彼得后书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希腊风格，这
令许多人对它的可信性表示质疑。 与教牧书信颇为类似的地方
是，它提到了许多神学理论。但只过了一代人左右，这些理论就
被从第一代基督徒中清除了出去：那些一直抱怨世界长久以来一
直存在，并未看到神显出什么干预或显现的人，有一天必要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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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延迟来的原因。许多古代和现代的圣经注释学家都称，彼得
前后书很可能是一世纪末或二世纪初有人冒彼得的名写的，它真
正的作者并非彼得。 另外，如果西拉是彼得的抄写员，负责抄写
彼得前书，那么彼得前书的希腊文之所以显得更流畅，修饰得完
美很可能要归功于西拉。 而彼得后书读起来更像是一位没受过什
么教育的加利利渔夫，正在尝试用成年后所学的第二语言希腊文
书写而成，其中完全没有用到什么细致的修辞手法。对基督延迟
再来的担忧，以及那些对下一代基督教思想产生影响的事，我们
其实早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中就已经看到了。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
就想当然地以为，关于基督教的某些事及争论一定会拖到下一代
才会发生。

另有一个因素可能会帮助我们解释对于彼得后书的关切与疑问。
有趣的是，这些疑问早在教会初期就已经有了。 比如彼得在彼得
后书一15中写道，他要尽心竭力地使人们在他离世后仍能记得他
所说的那些事。如果离世在这里指的是死亡，正如这个字在其他
新约圣经中的含义，那么彼得一定知道他为主殉道的时候近了。
他写的这封信很像保罗写的提摩太后书，他在其中留下了最后的
遗言、见证以及他在彼得前书中对教会的。他嘱咐教会要准备好
过那些不再有他的日子。看起来这些书信仿佛是他的一个门徒在
他死后完成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书中提到的都是些在他之后，
甚至是下一代才发生的事情。 无论如何，我们仍相信彼得后书绝
大部分的内容是由他自己写的，因此其中提到的大多数想法，至
少是在主后68年或更早时完成的。 

B. 分析和刚要

一章1-15节是书信开头的话，讲明了彼得后书的中心神学思想。 
他一边与假教训和假教师争战，一边谈到了基督延迟再来的问
题。彼得作为耶稣登山变像的目击者，为基督再来的确凿性做了
有力的辩护。他曾亲眼看见关于耶稣的启示，知道有一天祂必向
全人类显现出来，将人类历史推向高潮。 因此，无论耶稣延迟
再来的时间或长或短，耶稣必要再来，这一点确凿无疑。 一章
16-21节特别论到这个问题。

接下来，第二章转到假教师的假教训上，这些人教导说根本没有
基督再来的事。与犹大一样，彼得在这里驳斥了这些人的理论，
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及其本性，警告他们教导这样的假教训必
要面对严厉的审判。 关于基督延迟再来的事在三章1-10节有直
接的讨论。 在那里彼得引述了诗篇九十4，称千年「在神眼里不
过一日」。 主并非像某些人所称的延迟再来，而是故意耽延，因
为祂不愿一人沉沦，而愿人人都悔改。无论基督的再来会迟延多
久，我们都知道祂为什么耽延，但一旦那日来临，任何人就不再
有悔改得救的机会了。 基督延迟的再来，为许多人的悔改赢得了
时间。 三章11-18节启示了基督徒应有的生活样式，并以此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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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信的结束。 

C. 罪恶的问题

彼得后书尽管很短，但它却是哲学家们所称新约圣经中阐述「神
义论」，即罪恶问题上最卓越的著作。为什么这位全能全爱的神
允许罪恶和痛苦在祂百姓这一生中继续存在？虽然有许多重要的
经节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彼得在彼得后书三8-10提到的经文可
能是所有经文中最贴切的。这个世界的邪恶与痛苦与人堕落的生
活密不可分的，基督再来之前这一点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们现在
知道，神的百姓彻底除去堕落人性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基督里生
命完全得到改变。换句话说，邪恶与痛苦是这个堕落世界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当邪恶与痛苦被除去的同时也意味着人不再有任何
悔改的机会了。无论神还会给我们多久时间，我们都需要履行传
福音的大使命，与人分享我们的信仰，将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为神
国摆上，这就是我们与这个邪恶世代争战最迫切的需要。 

IV. 约翰一书

下面我们来看三封常规书信，就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这三
封书信在历史上就是这样被人称呼的。我们前面提到过，三封书
信中只有约翰一书是写给好几个基督徒团体的。早期教会历史认
为这三封书信和约翰福音及启示录，我们会在后两课看到它们，
其作者为年纪老迈的使徒约翰，这时的约翰住在小亚细亚地区以
弗所众教会所在的地方，牧养那里的教会已有好几年。 

A. 写作日期和作者

约翰的这几封书信至少写于一世纪八十年代末，甚至是九十年代
初。 前面我们在讨论约翰福音时，提到一个二世纪基督教拼画中
的见证。这个见证曾记录在三世纪基督教历史学家优西比乌的著
作中。按照这个见证的暗示，应该还有一个约翰，与使徒约翰同
名。这第二个约翰被人称为「长老约翰」。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约
翰二书、三书开头几节作者在提到自己时，自称为「长老」，这
个字另译作「教会治会领袖」。

但这幅拼画见证并未清楚指明确有两个约翰。它指的有可能是身
兼两职的使徒约翰，他既是使徒又是以弗所及其周边教会的长老
或领袖。无论如何，约翰一书一上来根本没有提到作者的名称或
职务。但约翰一书的写作风格及主题与约翰二书、三书非常接
近，以致学者们，虽然他们在作者是谁的看法上各执一词，却都
一致认为这三封书信是出自一人之手。 此外，约翰一书的写作风
格与约翰福音和启示录也非常接近。 

B.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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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循着约翰这几卷书在正典中的顺序一直看下去，就会发
现以弗所教会在一世纪末的发展情况。 我们曾简略地提到，写作
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为了反击幻影说的教训。换句话说， 写作约翰
福音的那个时代正是诺斯底教派的学说泛滥的时代。诺斯底教派
学说对耶稣的人性带来极大的困扰。他们认为耶稣只是看似一个
人（希腊字dokeo的意思「看似」，幻影说就是取自这个字）。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两封旗鼓相当的书信，第二封信纠正了对第
一封信所涉及主题的误解或夸大，我们在约翰的书信中也可看到
类似的情形。 约翰福音针对的是在当时教会中泛滥的诺斯底主义
思想，其中一些观点在约翰的其他书信中很清楚地被予以纠正。 
它们是： (1) 对基督神性的强调； (2) 律法和恩典要绝对地一分为
二； (3) 对永生开始于此时此刻的强调；永生并非像学者们所说
的要等到末世的时候才开始； (4) 对基督代罪而死的强调。 约翰
福音提及的这些点在约翰一书中都有强调。我们可以说得再细一
点。按照早期基督教传统的说法，约翰在写那些以自己的名字冠
名的书信时，有一位名叫塞林德（Cerinthus）的诺斯底教派教师
给以弗所周边教会带来了许多困扰。 这名教师因讲论一世纪诺斯
底教派的三大理论而为人所知：至善论，即相信基督徒此生可以
达到完全无罪的境界；唯信仰论，即人信主之后无需再遵守律法
或伦理道德；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幻影说，即耶稣只是看似一个
人，而实际上他并非一个真实的人，而只是一个幻影而已。 

C. 分析及刚要

约翰一书一共谈到三个主题，其内容与雅各书一样很难概括。 这
三个主题是：真心相信耶稣的人一定会遵守诫命，就是耶稣的教
导；一定会彼此相爱；一定会相信基督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
的神。 这些都是约翰反对早期诺斯底主义时所强调的重点。

概括约翰一书的一个方法就是，注意它如何展开这三个主题的论
述。一名解经家就曾写过一本名为「生活的试验」的关于约翰一
书的解经书。 要想理解约翰在他第一封著名的书信中所写的内
容，就必须将他与雅各和保罗做一番比较。保罗主要谈论的是人
只要相信这位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的耶稣就可得称为
义。雅各强调的是信心一定会使人生发好的行为。我们前面提到
保罗和雅各的观点其实并不矛盾，保罗也曾提到好行为是发自人
内心爱的彰显，如加拉太书五6所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
有功效」。

约翰实际上是在保罗和雅各所强调重点的基础上，推出了自己正
确的基督论，即相信耶稣是神人；信心因爱而生，教会弟兄姊妹
之间要特别彼此相爱； 强调爱就是我们必须遵守伦理道德方面的
诫命。约翰可能从未想过调和雅各和保罗之间明显的不同，但他
却很清楚地在自己的书信中，肯定了这两位在他之前的新约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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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教训。要想概括出约翰一书的概要，我们可能需要在生活
中经历这三方面的每一个方面，当然我们经历的顺序可能与约翰
所列的并不相同。

D. 循环

引言之后约翰在一章5节至二章6节讲到要遵守诫命，并在三个不
同的地方强调说，人若称自己无罪，便是自欺，以此作为对诺斯
底至善论的抨击。二章7-17节讲到约翰一书的第二个主题：彼此
相爱，并将这样的爱与二章16节诱惑人类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
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做了比较。接下来，二章18-27节讲到书信的第
三个主题：相信耶稣既是神也是人。约翰在二章19节指出诺斯底
教派教导异端邪说的人开始离开教会，借此说明这些人并不属于
基督，是信徒应当回避的人。二章19节对那些相信永恒保障学说
的人来说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 保罗在这里说那些离开的人，
以前看似是基督徒，「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
旧与我们同在」。

这三个主题接下来在二28至三10再度重复，并在此提到遵守诫命
的问题。三章6、9节的经文，起初看起来似乎与约翰在书信开始
强调的经文有冲突，但实际上他在这里强调的是那些住在基督里
的人，就不会再犯罪了。我们必须明白的一点是，希腊文所用的
现代时是指持续不断、正在进行的行为模式。 基督徒，正如约翰
所称，并没有活在一种持续不断犯罪的生活方式中。当他说「从
神生的就不犯罪」，我们必须用现代译法来翻译这句话，它的意
思是：从神生的人不会「持续不断」或「习惯性地」活在罪里。 
约翰在这里所说的与他在第一章中的观点并不矛盾。

三章11-24节再次讲到彼此相爱的话题，讲到当我们这样做时，我
们的心便得以在神面前安稳。 生活在约翰那个时代，以及其他不
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曾质疑自己信耶稣的方式是否正确。他们
头脑中有许多知识上的疑虑。我们不必问他们最初是怎么信的耶
稣，他们对自己信耶稣的经历也有质疑。指出一个人是否真信耶
稣，其方式就是看这人的生命是否有改变。 如果他的生命显露出
他以前不曾有的爱与顺服，就说明他是真信徒。接下来，四章1-6
节再次谈到正确的基督论，其中讲到那条著名的「总要试验那些
灵」的命令，告诫大家并非所有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是真信徒。 
如果有人拒绝承认耶稣具有完全的人性或神性，那么那些人就不
是真基督徒。

最后一个循环的顺序有所不同。四章7-21节讲到爱，其中包括四
章8节神就是爱那节著名的经文。五章1-15节再次谈到基督论，其
中包括那节关于基督徒的保证的经文。那节经文说，凡衷心相信
耶稣是神儿子的人就有永生。 五章16-21节再次回到遵守神诫命
的主题，其中讲到有些人犯了至于死的罪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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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参看我们前面讲到的关于亵渎圣灵之罪
的解释。犯下这种罪的人肯定不是真基督徒，而是希伯来书六和
十章中所警戒的那些人。那些经文称，若有人犯了离教叛道的
罪，那只能说明这人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真信徒。 

V. 约翰二书

约翰二书和三书都很短。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被收在常规书信集里
的这两封书信。约翰二书是写给「蒙拣选的太太」的一封信。这
一常见的女性称谓，在教会历史上通常被认为是指全体教会会
众，在这里可能特指以弗所周边的某一家庭教会。 约翰一书提到
的那些离开教会的假教师，看来又回到教会中间，他们试图渗入
教会，想要掳走更多的人。约翰二书9-10节教导信徒不要将假教
师接到家里。约翰禁止信徒这样做，并不是让他们将那些传讲其
他信仰的人拒之门外，不与他们相交。 若是那样，那些人怎能听
见福音，又怎能透过我们看见神的爱呢？约翰在这封书信中所说
的「家」指的是家庭教会，意思是我们不应当将假教师接到教会
当中，给他们提供传讲假教训的平台。 

VI. 约翰三书

约翰三书是写给一位生活在一世纪的本不为人知的基督徒该犹。
该犹因他的热情好客而受到赞扬。另两位出现在这封短信中的
人，一位叫丢特腓，这人显然是另一间家庭教会当中反对约翰的
人。另一位名叫低米丢，这人虽遭遇反对却仍坚强站立。 我们对
这两人的细节知之甚少，因为约翰在二书和三书中称，他宁愿到
他们那里时再多多谈论。 约翰三书提醒我们基督徒热情好客非常
重要，因为在那个时代在公共旅社住宿通常不太安全，因此需要
基督徒彼此照应，特别是照应那些四处巡游的传道人。

如果约翰三书是最后一封以约翰的名字冠名的书信，那么我们可
以看出这实在是一个令人灰心沮丧的局面，因为那些曾经离开的
假教师重又回到教会中，成功地渗透进来，极力反对那些想要持
守正道的人。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这也不啻为一个警醒和鼓
励，让我们看到即使像以弗所这样有这么多使徒服侍过的教会， 
先是保罗，后是彼得，现在是约翰，它也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
对什么样的信息做出回应。今天当我们知道什么是持守正道，却
看见教会中充满了各样的败坏时，我们需要认识到神仍掌管一
切，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要让
自己持续地落在定罪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