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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日子（3） 
彼得後書 2 Peter 3:1-15 

 

=> 在帖撒羅尼迦前書 1 Thessalonians 5:1 "now as to"，保羅談完教會災前被提後轉入另外一個議題，

下一步，主的日子來到。時候，日期；時候"time" 時間的順序或一段時間、日期"seasons"特

定的時間點及所發生的事件。 

→ 主的日子，指的是一段時間，從教會災前被提到千禧年結束進入永恆，上帝的日子來到。最

高潮點就是在七年大災難結束前主要第二次從天再臨地上，主的日子，主再來的日子的到來；

中間有一些事件，帖後中“你們”，“他們”指的是不同的人：“你們”是信主的信徒們，

“他們”指的是不信的人，沉淪的人有不同的待遇，“你們”不會經過，也不會遭遇上帝的

震怒，“他們”卻要受大災難，痛苦，上帝的震怒。“你們”在大災難前已經不在世上了，

被主提到空中了。 

→ 主再來要審判這世界，主再來要帶領祂的信徒們進入千禧年。 

→ 主的日子來到是突然的，它帶來的是毀滅痛苦。 

 彼得後書 2 Peter 3:10-15「10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

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11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

敬虔，12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13但我們

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有義居在其中。14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勤，使自

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見主；15並且要以我主長久忍耐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們所親愛的兄弟

保羅，照著所賜給他的智慧寫了信給你們。」 

→ 主的再臨，馬太福音 Matthews 24:29-31「29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

眾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30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

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31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

從四方（方：原文是風），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 

→ 啟示錄 Revelation 19:11-21「11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

爭戰，都按著公義。12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

知道。13他穿著濺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神之道。14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

潔，跟隨他。15 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用鐵杖轄管（轄管：原文是牧）他們，並要

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16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著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17我又看見一位天使

站在日頭中，向天空所飛的鳥大聲喊著說：你們聚集來赴神的大筵席，18可以吃君王與將軍的肉，壯

士與馬和騎馬者的肉，並一切自主的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19我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並他

們的眾軍都聚集，要與騎白馬的並他的軍兵爭戰。20那獸被擒拿；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獸印

記和拜獸像之人的假先知，也與獸同被擒拿。他們兩個就活活的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21其餘的

被騎白馬者口中出來的劍殺了；飛鳥都吃飽了他們的肉。」 

→ 彼得後書 Ch3 把主的日子開始與結束的事件放在同一段經文裏。 

彼得後書 3:3末世 "the last day" 指主第一次來到主第二次再來臨間的時段。馬太福音Matthews 

24:3“世界的末了”the end of the world (the age) 這世代的末了。 

→ 馬太福音Matthews 24:14「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 

末期 (end) 有人指 end 是大災難結束時，有人以為是教會時代結束時（大災難開始時） 

→ 上帝的日子，千禧年結束，白色大寶座審判，新天新地進入永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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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指的是那一件事？彼得後書 2 Peter 3:10-13。 

因為彼得把主的日子開始與結束的事件放在同一段經文裡，因此解釋有不同。 

a) v:10“那日”是指千禧年開始，七年大災難結束時。 

b) v:10那日指的是千禧年國結束時進入新天新地前； 

c) v:12“那日”指的是上帝的日子，很明顯。 

→ v:10b「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被烈火

銷化...燒盡了 melt with fervent heat...be burned up. 

v:12「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火鎔化。」"heavens being 

on fire shall be dissolved, and the element shall melt with fervent fire. 

→ 那天必大有響聲 "sizzing sound" noise 

→ v:10 burned up 燒盡，"discovered", laid bare, 地和其上的物，everything will be exposed for what it 

really is. 有潔淨，淨化的意義。 

→ 我們知道在千禧年結束時 v:12「切切仰望神的日子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

都要被烈火鎔化。」；天指的是宇宙，所有的元素，基本的元素 atom 原子，星球，物質界有形

質的都會被烈火鎔化，上帝要重新創造新天新地，但希臘文“新”不是重未出現的那個“新”

neon，對我們是新的，但對上帝不是新的。 

→ 因此有人解釋大災難帶來毀滅，痛苦，但不是消滅一切， not eternal destruction, not out of 

existence but ruin, not destruction of being, but destruction of wellbeing, not the end of existence 

but destruction of the nations. 世界並沒有消失，只是潔淨了，改變了，進入了千禧年國，烏

托邦繁榮和平，喜樂的年代。 

→ 以賽亞書 Isaiah 65:18-25「18你們當因我所造的永遠歡喜快樂；因我造耶路撒冷為人所喜，造其中的

居民為人所樂。19我必因耶路撒冷歡喜，因我的百姓快樂；其中必不再聽見哭泣的聲音和哀號的聲音。
20其中必沒有數日夭亡的嬰孩，也沒有壽數不滿的老者；因為百歲死的仍算孩童，有百歲死的罪人算

被咒詛。21他們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種葡萄園，吃其中的果子。22他們建造的，別人不得住；

他們栽種的，別人不得吃；因為我民的日子必像樹木的日子；我選民親手勞碌得來的必長久享用。23

他們必不徒然勞碌，所生產的，也不遭災害，因為都是蒙耶和華賜福的後裔；他們的子孫也是如此。
24他們尚未求告，我就應允；正說話的時候，我就垂聽。25豺狼必與羊羔同食；獅子必吃草與牛一樣；

塵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聖山的遍處，這一切都不傷人，不害物。這是耶和華說的。」；但還沒有

結束，更好的在後面。 

→ 主在大災難結束時用火潔淨世界，進入千禧年國；主在千禧年國結束時用火銷化一切，以賽

亞書 Isaiah 66:15-16「15看哪，耶和華必在火中降臨；他的車輦像旋風，以烈怒施行報應，以火焰施

行責罰；16 因為耶和華在一切有血氣的人身上，必以火與刀施行審判；被耶和華所殺的必多。」再

造宇宙，進入永恆，我們與主永遠在一起。 

 主的日子來到代表上帝的審判震怒臨到邪惡的世代；罪人逃不掉他罪的懲罰，初期教會時代

和今天仍有人不信主會再來作君王，他們不信主。彼得後書 2 Peter 3:4「主要降臨的應許在哪裡

呢？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與起初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 

a) 他們嘲笑那樣的信仰，彼得知道信徒的困擾，因此他在 v:3 說“第一要緊的”First of all

你們該知道，末世有 2000多年了一定有人攻擊這基要真理，主的日子。 

b) 他們生活在罪中，不願接受主的日子，因為那是審判的日子；彼得後書 2 Peter 2:2「將有許

多人隨從他們邪淫的行為，便叫真道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謗。」。他們不道德的生活，放縱自我

的情慾，不肯受管教，自以為是；使他們不要上帝，不接受聖經教導，不要有上帝，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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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義的神，不要有最後的審判。 

→ 彼得後書 2 Peter 2:2「將有許多人隨從他們邪淫的行為，便叫真道因他們的緣故被毀謗。」 

They are sensual; 

→ 彼得後書 2 Peter 2:10「那些隨肉身、縱污穢的情慾、輕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們膽大任性，

毀謗在尊位的，也不知懼怕。」"they indulge the flesh in its corrupt desires, and despise authority,  

任何有權柄的人想制止他們的惡行，他們不僅不聽反而毀謗。 

→ 彼得後書 2 Peter 2:12「那些隨肉身、縱污穢的情慾、輕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們膽大任性，

毀謗在尊位的，也不知懼怕。」they were daring and self-willed. 

→ 彼得後書 2 Peter 2:13-14「13行的不義，就得了不義的工價。這些人喜愛白晝宴樂，他們已被玷污，

又有瑕疵，正與你們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詭詐為快樂。14他們滿眼是淫色（原文是淫婦），止不住

犯罪，引誘那心不堅固的人，心中習慣了貪婪，正是被咒詛的種類。」 

→ 彼得後書 2 Peter 2:18-19「18他們說虛妄矜誇的大話，用肉身的情慾和邪淫的事引誘那些剛才脫離

妄行的人。19他們應許人得以自由，自己卻作敗壞的奴僕，因為人被誰制伏就是誰的奴僕。」 

c) 他們以為世界一成不變在他們掌握，彼得後書 2 Peter 3:4b「因為從列祖睡了以來，萬物與起初

創造的時候仍是一樣。」 

 但我們 

a) 有主的話，深信主的教導，彼得後書 2 Peter 3:1「親愛的弟兄啊，我現在寫給你們的是第二封

信。這兩封都是提醒你們，激發你們誠實的心，」 

b) 有歷史的見證，彼得後書 2 Peter 3:5-6「5他們故意忘記，從太古，憑神的命有了天，並從水而出、

藉水而成的地。6故此，當時的世界被水淹沒就消滅了。」 

God speaks into existence, God speaks into destruction. 

創世記 Genesis 8:22「地還存留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就永不停息了。」 

God creates, God sustains. 

c) 從上帝的觀點，從上帝的本性 nature永恆看一切，彼得後書 2 Peter 3:8「親愛的弟兄啊，有一

件事你們不可忘記，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 上帝不是照你的時間表，祂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 

※ God does not operate on your clock, God can not be contained by human timetable. 

※ With God, no time has passed, because God does not live in a realm of time. Everything with God is one 

vast, eternal present, Time is irrelevant to Him except He uses to accomplish His purpose. 

d) 從上帝的目的，作為來衡量一切（上帝的特質 character of God） 

→ 為何上帝沒有馬上就來？祂等甚麼？祂為何容忍那麼多的邪惡？祂不生氣嗎？祂不處理

嗎？ 

→ 彼得後書 2 Peter 3:9「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

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難道是主有心無力？或者生性怠惰？或是事情太多忙不過來？ 

→ 上帝總是準時按照計畫行事；加拉太書 Galatians 4:4「及至時候滿足，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

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In the fullness of time"；祂的出生，死亡，復活都有祂的預定

與計畫時間。 

→ 希伯來書 Hebrews 6:18「藉這兩件不更改的事，神決不能說謊，好叫我們這逃往避難所、持定擺

在我們前頭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勵。」 

→ 提多書 Titus 1:2「盼望那無謊言的神在萬古之先所應許的永生，」 



2021/12/12 主日大綱 

南港恩慈堂鄒麟牧師 

4 

→ 啟示錄 Revelation 19:10「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他說：千萬不可！我和你，並你那些為耶穌

作見證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神。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 祂的本質，特質，patient，耐心，寬容，祂不輕易發怒，祂能忍住祂的憤怒，想想他的忍

耐，祂這些年來要忍住不向那些犯罪的人討罪債，祂是寬容的，那些得罪祂的邪惡的人事

物有多少？ 

※ God has infinite ability to contain His wrath until His purposes are accomplished. 

→ 神有目的，直到祂的目的完成，祂的目的就是給人時間，讓那些預定要得救的人都得救，

彼得後書 2 Peter 3:9b「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有人以為他是耽延，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

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not willing that any should perish, but that all should come to 

repentance. 有一人，人人，你們（v:8）是同一群人，信徒們。 

 世界即將面臨重大的改變主的日子要來到 

彼得後書 2 Peter 3:10「但主的日子要像賊來到一樣。那日，天必大有響聲廢去，有形質的都要被烈

火銷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燒盡了。」 

→ 我們今天生活在地球第三次的生態環境大改變中（the third Eco-system）。第一次的生態環境是

伊甸園，第二次的生態改變在人犯罪離開了伊甸園，after the Fall of man；第三次生態環境是

在大洪水之後的；前二次的生態都是被上帝改變的；祂咒詛了第一次，祂淹沒了第二次，將

來他要用火來潔淨我們目前生存的生態環境，那將是第三次的大改變。進入第四個 Eco-system

生態環境，但在祂毀滅，完全摧毀宇宙前，我們將生活在第四次的生態環境（千禧年） 

→ 在第四個生態懷境中（4th Eco-system）千禧年，在那時期出生的會長壽，沙漠也會變成良田，

野獸也會馴服，一個被恢復的生態。生產豐富，生活平安富足的社會。 

※ God is in charge of the planet. He knows what to do. 

創世記 Genesis 8:22「地還存留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就永不停息了。」； 

God creates, God sustains. 

→ 當然和新天新地是沒得比的，有一天這第四個生態環境要被上帝自己摧毀，用新天新地來取

代。只有上帝的公義永遠在其中。 

 主的日子是上帝震怒臨到世人邪惡的世代，非常可怕 

約珥書 Joel 2:30-31「30在天上地下，我要顯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煙柱。31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

要變為血，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 

馬太福音Matthews 24:29-30「29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眾星要從天

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30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

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 

 什麼時候來？像賊一樣沒人知道 

→ 馬太福音Matthews 24:38-44「38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39不

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40那時，兩個人在田裡，取去一個，撇下一

個。41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42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哪一天來

到。43家主若知道幾更天有賊來，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44所以，你們也

要預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 

→ 彼得後書 2 Peter 3:14「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盼望這些事，就當殷勤，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

安然見主；」 

→ 彼得前書 1 Peter 4:7-12「7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8最要緊的是彼此切

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9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

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11若有講道的，要按著神的聖言講；若有服事人的，要按著神所賜的力量服

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原來榮耀、權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遠遠。阿們！12親愛的弟

兄啊，有火煉的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