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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後簡介
•

由於作者身份不能肯定，伯後是否應被歸納聖經綱目中，曾
受爭議。直至第四世紀末，它的正統性才被承認。本書內容
不但是聖神默感，而且充滿啟發性；讓我們用三次聚會的‧
時間，好好發掘當中寶藏！

•

作者身份被質疑的主要原因有三：1. 伯多祿沒能力寫這麼
好的希臘文；2. 他作為宗徒之首應該不會引用猶達書；3. 無
論文體或用詞，本書與伯前大不相同。聖熱內羅(St. Jerome)
認為前後二書分別由伯多祿兩位不同秘書所寫，所以文體用
詞不同；他採用另一宗徒資料也不奇。多數學者認為伯後是
伯多祿死後，由他的一位門徒在宗徒時代後(70-95 年)寫。

•

若「第二封信」(3:1)是指這是伯前之後的第二封信，本書
應與伯前一樣，是寫給散居小亞細亞的基督徒的。

•

大綱：「提醒你們」天主真理(1:12)；在第二章引用猶達書
資料，提出有關「使人喪亡的異端」、假先知和假教師的警
告(2:1)；在等待基督再來期間，善渡聖潔生活(3:11)。背
景是針對當時有影響力的一派人仕，他們不信主再來和末日
審判，並鼓吹放蘯生活，享受人生。

•

主題：肯定基督再來，末日審判，帶來新天新地；等待基督
再來期間，應善渡聖潔生活；信賴天主話語，「應知道經上
的一切預言，決不應隨私人的解釋，因為預言從來不是由人
的意願而發的，而是由天主所派遣的聖人，在聖神推動之下
說出來的」(1:20-21)；天主給人「能成為有分於天主性
體」的恩許(1:4)。

•

B

CSB, CCSS

CCSS p.130

不置疑希臘文化對伯後的影響(如「有分於天主性體」的觀
念。但教導建基於舊約和早期基督徒傳統，並且用自己風格
宣講和維護宗徒教訓。
經文大綱

CCSS p.132

•

CCSS

在這一章，伯多祿說明我們目前身份(是「有分於天主性體
的人」(v4))，應如何前進(在德行中，vv. 5-11)，和歸向
(主再來時的一切, vv.12-21)。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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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經文大綱(…續上)
•

致候辭。我們認識了基督，他將生命真理啓示給人，「將最
大和寶貴的恩許賞給了我們」，讓人「在逃脫世界上所有敗
壞的貪慾之後，能成為有分於天主性體的人。」

1:1-4

•

所以人「要全力奮勉」，用信德、毅力、知識、節制、忍
耐、虔敬、兄弟的友愛、和愛德來強化德行。這些德行給人
果實，讓人看見，謹記自已「罪惡已被清除」。這樣，人
「決不會跌倒」，「更有把握」進入主的國。

1:5-11

致候辭、重申天主恩許

1:1-4

•

「耶穌基督的僕人和宗徒西滿伯多祿」-「宗徒」的觀念。
為何今天教會內沒有 12 宗徒的職位﹖「僕人」稱號。

•

因著認識基督，我們已獲「各種關乎生命和虔敬的恩惠」，
能過渡著天主喜悅的生活。基督「藉自己的光榮和德能，召
叫我們」；或召叫我們進入(to)自己的光榮和德能。

1:3, CCSS

•

基督「藉著自己的光榮和德能，將最大和寶貴的恩許賞給了
我們」，這些恩許包括新舊約所有啓示真理，特別是舊約預
告允許和耶穌的說話。他這樣做是「為使你們藉著這些恩
許，在逃脫世界上所有敗壞的貪慾之後，能成為有分於天主
性體的人。」何謂「有分於天主性體」？

1:4, CCSS, CSB
希 1:1

•

「正為了這個原故，你們要全力奮勉」。如何「全力奮
勉」？伯多祿列出八德行，以信德為本，循序漸進，愛德為
末。知識 – 緊隨和建基於信德，「信德尋求明白」(St.
Anselm of Canterbury); 虔敬 – (devotion or
godliness);基於欽崇天主而做一切事情和尊重所有人; 兄
弟的友愛 – 在團體內藉兄弟姊妹互愛光榮和彰顯天主的愛
於地上。

1:5-7, CCSS

•

「你們更要盡心竭力…倘若你們這樣作，決不會跌倒。」我
們既有如此恩寵，便要盡全力做好自己，追求完美聖善。但
謹記，不是靠行為，是靠信德，讓主恩寵補償行為不足處。
「會跌倒」表示得救的恩典可以失去。

1:10, CCSS 146,
羅 3:25, 雅 2:17

1:1, SN1-3
見小組討論 QA1

CCC 460, 1692,
若 10:10, SN4

C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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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Notes:

1. 3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ue apostle according to St. Paul:
• To have “seen Jesus our Lord” (cf. 1 Cor 9:1, Gal 1:15-16)
• “To have been sent” as ambassador and bearer of a message (1 Cor 1:1)
• To “proclaim the Gospel” with the consequent foundation of churches (1 Cor 9:1, 2
Cor 3:2-3)
BXVI, General Audience, Sept 10, 2008.
2. Two concepts of “apostles” in Pauline writings:
• 12 apostles, Paul’s meeting with the Risen One sets him on the same level as the
Twelve.
• “Apostles” seen as a supralocal missionary office that reaches beyond the Twelve – 1
Cor 12:28, Rm 16:7, Eph 2:20.
3. The office of apostle is a universal office directed toward the whole of the one Church
• In early stages of Church development, 2 distinct levels: the universal apostolic office
(12 apostles, Paul), bishops and ministries of the local Church
• 2nd half of 2nd C, the bishops, as leaders of local Churches, became the successors of
the apostles per writings of Irenaeus of Lyons.
J. Ratzinger, Pilgrim Fellowship of Faith, pp. 189-190.
4. Reflections on divinization:
• “Humanity is in its inmost reality a capacity to share in the divinization pre-eminently
realized in Christ” (A. Dulles, Craft of Theology, p.30).
• “If Jesus were not truly divine, he would not have liberated us to participate in God’s
life” (G. Collins, Interpreting Jesus, p.174).
• “The Son of God became the Son of Man so that the sons of men could become the
sons of God.” – St. Athanas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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