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ꀺꄮꄯꒉꊁꁬꌠ 

彼得后书 

 
ꋬꂻꄜ 问候 

1 ꑳꌠꏢꄖꁏꐚꌋꆀꁆꄻꊩꌺꄻ

ꌠꑭꂱ•ꀺꄮ，ꄯꒉꁱꊿꉪꊇꌋ 
1 作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

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 
ꆀꐯꌟꃅꑇꐨꉌꊋꁌꇐꈤꌠꊌꀊꋨꈨ

ꁵ。ꑇꐨꉌꊋꋋꈨꆹꏃꃅꌋꀕꆀꈭꋏ

ꌋꑳꌠꏢꄖꑖꉬꒉꄸꃅꊌꌠꉬ。2ꏃ

ꃅꌋꀕꆀꉪꌋꑳꌠꆍꌧꐛꅹ，ꑆꊋ、

ꋬꂻꑠꆹꀉꑌꐯꀉꑌꃅꄻꇬꇯꄉꆍꁳ

ꅊꇈ。 

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
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
2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
和我们主耶稣，多多地加给你
们。 

 

ꑇꊿꇳꍝꐨꌋꆀꌊꄻꐨ 信徒的蒙召和拣选 
3ꏃꃅꌋꊋꃤꆹꀑꇬꃆꂮꌋꆀꌋꉪ

ꌋꏡꌠꃆꂮꇬꈉꄻꐨꈀꐥꌠꃅꄻꉪꇖ

ꀐ，ꑠꆹꊨꏦꀑꒉꑊꒉꌋꆀꑌꇐꑲꇐ

ꌊꉪꇳꍝꌠꌋꂶꌠꉪꊇꌧꒉꄸ。4ꑠ

ꅹ，ꁌꇐꈤꇈꒈꑌꀉꒉꌠꈌꁧꅍꈧꌠꆹ

ꋌꄻꉪꊇꇖꄉ，ꉪꁳꋧꃅꏾꅍꇬꄉꅐ

ꇁꌠꀜꐡꐨꑠꐞꄉ，ꏃꃅꌋꐛꊈꀂꏽ

ꋍꁧꊌꎻ。5ꑠꐛꅹ，ꆍꊇꀊꅰꃅꊋꇤ

ꌶ；ꑇꐨꉌꊋꐥꀐꑲꆏ，ꉈꑴꑌꇐꑲ

ꇐꄻꇬꇯ；ꑌꇐꑲꇐꐥꀐꑲꆏ，ꉈꑴ

3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
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
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
召我们的主。4因此，他已将又
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
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
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
份。5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
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
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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ꌧꇐꂿꇐꄻꇬꇯ；6ꌧꇐꂿꇐꐥꀐꑲ

ꆏ，ꉈꑴꌄꏲꌠꄻꇬꇯ；ꌄꏲꌠꐥꀐꑲ

ꆏ，ꉈꑴꋰꄿꌠꄻꇬꇯ；ꋰꄿꌠꐥꀐꑲ

ꆏ，ꉈꑴꌋꉪꌋꏡꌠꄻꇬꇯ；7ꌋꉪꌋ

ꏡꌠꐥꀐꑲꆏ，ꉈꑴꃺꑌꉂꌠꉌꃀꄻ

ꇬꇯ；ꃺꑌꉂꌠꉌꃀꑌꀐꑲꆏ，ꉈꑴꋍ

ꏅꉂꌠꉌꃀꄻꇬꇯ。8ꀋꄸꄷ，ꆍꊇꇎ

ꐯꇎꃅꋋꈍꑋꑵꐥꑲꆏ，ꀋꎪꃅꆍꁳ

ꉪꌋꑳꌠꏢꄖꆍꌧꌠꀂꏽꄉꐵꑷꄉꂶ

ꂷꀋꅑꄮꑟꀋꎽ。9ꀋꄸꄷ，ꊾꂷꋋ

ꈍꑋꑵꀋꐥꑲꆏ，ꋋꆹꑓꋩꌠ，ꈛꑌꅉ

ꀉꄂꂿ，ꋍꂴꏭꑽꃤꈧꌠꆹꁦꎴꅐꀐ

ꌠꋌꀕꀋꎺꀐ。10ꑠꅹ，ꃺꑌꊈꀋ！
ꆍꊇꀊꅰꃅꊋꇤꄡꑟ，ꑠꃅꄉ，ꆍꈁ

ꊌꌠꇳꍝꐨꌋꆀꌊꄻꐨꀂꏽꄉꈫꈈꃅ

ꇙꁱꀋꋏꄡꑟ。ꀋꄸꄷ，ꆍꊇꋋꈍꑋ

ꑵꃅꑲꆏ，ꐩꋊꐩꍂꃅꑭꁘꀋꎙ。

11ꑠꃅꄉ，ꀋꎪꃅꆍꁳꇎꐯꇎꃅꊌꄉ，

ꉪꌋꈭꋏꌋꑳꌠꏢꄖꇩꐩꋊꐩꍂꂶꌠ

ꇬꃹꄎꎻ。 

识；6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
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
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
敬；7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
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
要加上爱众人的心。8你们若充
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
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9人若
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
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
经得了洁净。10所以弟兄们，应
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
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
这几样，就永不失脚。11这样，
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
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
国。 

12ꆍꊇꆹꌤꋋꈨꆍꅉꐚ，ꄷꀋꁧꆍ

ꐥꀐꌠꇗꅉꇯꍝꌠꀂꏽꄉꈫꈈꀐꑴ

ꇬ，ꄚ，ꉢꅉꀕꃅꌤꋋꈨꌌꆍꏭꌗꋏꇬ

ꎷ。13ꉢꉜꇬ，ꉢꁁꑳꋋꂷꇬꐥꑴꌦ

ꇯꆐꆍꏭꌗꋏ、ꆍꊋꋊꄡꑟ；14ꑞꃅ

ꆏ，ꉪꌋꑳꌠꏢꄖꄐꉢꀦꌠꌟꃅ，ꉡꆹ

ꌦꂯꄉꀐꌠꉢꅉꐚ（“ꌦꂯꄉꀐ”ꑝꇂꉙꇬꆏ

“ꁁꑳꋋꂷꇬꄉꐞꁧꄮꑟꇁꀐ”ꃅꅑ）。15ꄷꀋ

ꁧ，ꉢꈏꇤꊋꇤꄉ，ꆍꁳꉢꌦꈭꐨꅉ

ꀕꃅꌤꋋꈨꎺꄅꇬꎷꎻ。 

12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
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
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
们。13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
棚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
们；14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棚的
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
基督所指示我的。15并且我要尽
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
时常记念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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ꏢꄖꀑꒉꑊꒉꌋꆀꅉꄜꊿꅉꄜꅇ 基督的荣耀和先知的预言 
16ꀋꉊꂴꏭ，ꉪꊇꆹꉪꌋꑳꌠꏢꄖ

ꄐꐨꀉꒉꌠꌋꆀꋌꀁꋌꐛꇁꌠꌤꑠꉉ

ꆍꇰꇬ，ꈔꁮꃅꈰꏅꎼꇁꌠꅇꂷꑠꊂ

ꈹꌠꀋꉬꃅ，ꋍꏦꒉꋦꌠꀑꑊꂶꌠꉪ

ꂿꋺꌠꉬ。17ꋌꏃꃅꌋꀉꄉꄷꄉꐤꒉ

ꌠꌋꆀꀑꒉꑊꒉꋌꊌꄮꇬ，ꁨꑭꁤꇅ

ꇄꅉꇬꄉꃚꋒꇫꅐꇁꄉ，ꋍꏭ：“ꋋ

ꆹꉠꌺꉢꇫꉂꂶꌠꉬ，ꉢꇫꉌꃹꑓ

ꐛ”ꄷ。18ꉪꊇꋋꐊꌃꎔꁧꂶꌠꐤ

ꄮꇬ，ꃚꋒꋌꑵꉬꉎꇬꄉꅐꇁꌠꉪ

ꈨ。19ꉪꊇꆹꅉꄜꊿꅇꂷꀊꅰꃅꀋꎪ

ꌠꉪꐥ，ꀋꇊꆏꂷꇭꇁꑓꀋꂿꅉꇬꌸ

ꌠꌡ；ꆍꊇꆹꅉꄜꅇꋋꈨꇬꄉꋓꉪꁨ

ꄉ，ꇁꉚꅷꃅꄜꇈꏷꃬꀮꂶꌠꆍꉌꃀ

ꇬꅐꇁꄮꇬꑟ，ꑠꃅꑲꆀꍑꌠ。20ꀋꉬ

ꀋꉆꌠꆏ，ꏂꀨꄯꒉꇬꅉꄜꅇꈀꐥꌠ

ꃅꌌꊨꏦꉪꐨꈴꄉꉉꀽꉆꌠꀋꐥꌠꆍ

ꅉꐚꄡꑟ。21ꑞꃅꆏ，ꅉꄜꅇꆹꊿꉪ

ꐨꇬꄉꅐꇁꌠꀋꐥ，ꋋꆹꊿꌃꎔꒌꇱ

ꌵꉌꐡꄉ，ꏃꃅꌋꅇꊿꉉꎼꇁꌠꉬ。 

16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
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
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
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 
17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
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
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
喜悦的。”18我们同他在圣山的
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
出来。19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
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
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
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
候，才是好的。20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
随私意解说的；21因为预言从来
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
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ꅉꄜꊿꃶꀋꐚꌠꌋꆀꂘꃀꃶꀋꐚꌠ 假先知和假师傅 

2 ꀋꉊꂴꏭ，ꉹꁌꈬꇬꅉꄜꊿꃶꀋ

ꐚꌠꇫꅐꇁ，ꊁꇁꋍꑍꆍꈬꄔꇬ 2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
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 

ꑌꀋꎪꃅꂘꃀꃶꀋꐚꌠꇫꅐꇁ，ꀋꌋ

ꀕꃅꑇꇐꌍꀜꀕꊿꉮꌠꋀꈻꌊꇫꃹ

ꇁ，ꄷꀋꁧ，ꌋꋀꊇꋌꇱꃼꌊꇁꂶꌠꂯ

ꋀꇫꉉꀋꏚ，ꐳꐯꐳꃅꋀꈔꋀꎹ。

2ꊿꈍꑋꃅꋀꊂꈹꄉꋀꎼꃅꃏꑽꌠꃅ

ꐨꃅꇁ，ꇗꅉꇯꍝꌠꆹꋀꐛꅹꃅꄉꊿ

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
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
认，自取速速的灭亡。2将有许
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
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3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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ꌌꍍꋉꄸꄀ。3ꎆꇢꋚꇢꐛꅹ，ꋀꊇꆹ

ꅇꂷꈰꏅꌊꆍꇭꀧꇬꄉꈲꏣꎹꇁ。

ꄚ，ꀃꌋꀊꆨꇯꆐ，ꋀꑗꉘꃴꇉꀕꌠꆹ

ꏤꄉꀐ，ꑎꃅꑟꇁꀋꋻ（ꑝꇂꉙꇬꆏ“ꐵꀋ

ꑷ”ꃅꅑ）；ꋀꊇꈔꈤꌠꑌꀋꎪꃅꉆꐥꃅ

ꇫꑟꇁ（ꑝꇂꉙꇬꆏ“ꉞꃅꀀꑌꀕꀋꇴ”ꃅꅑ）。 

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
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
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原文作“也不

打盹”）。 

4ꉬꉎꊩꌺꑽꃤꐆꇬꂯ，ꏃꃅꌋꄝ

ꇬꀋꏆ，ꋀꊇꆹꋌꇱꇵꅉꃴꏦꑳꆈꇬ

ꊐꋺ，ꏮꃅꐬꆈꏸꏷꅉꇬꊐꄉꀞꇽꌠ

ꇁꉚꎻ。5ꏃꃅꌋꆹꄻꀊꆨꃅꋊꑌꀋ

ꏆꃅ，ꏃꃅꒊꊝꂋꌠꇁꃅꋊꌋꀋꉪꌋ

ꀋꏣꋎꌠꌸ，ꄚ，ꑖꉬꇗꅉꄜꁊꌠꇊꑸ

ꏤꊿꉆꑼꌠꋌꇱꀧꌋꃅꄉ。6ꉈꑴꌙ

ꄏꂷ、ꀒꃀꇁꀞꇽꄉ，ꇓꈓꋋꑍꂷꋌ

ꁏꀱꆽꃅ，ꋌꐗꋧꐛꃀꐛꇫꎭꄉ，ꌤ

ꋌꐘꌌꊿꊁꏭꌋꀋꉪꌋꀋꏣꈧꌠꁳꋓ

ꉪꁨꅍꃅꎻ。7ꅉꀕꃅꊿꄷꅠꈧꌠ、

ꎼꃅꃏꑽꈧꌠꎁꃅꐒꊀꌠꑖꊿꇊꄓꂶ

ꌠꀉꄂꏃꃅꌋꇱꈭꋏꄉ。8ꑞꃅꆏ，ꑖ

ꊿꂶꌠꋀꈽꀀ，ꋀꄹꀋꁨꏦꀋꁨꌤꈧ

ꌠꋌꈨꋌꂿ，ꑠꃅꄉ，ꋍꑖꉬꌠꉌꂵꂶ

ꌠꋍꑍꋑꀋꋒꐒꆅꏽꇬꎷ。9ꊿꌋꉪ

ꌋꏡꌠꈍꃅꈭꋏꌊꌌꉪꌠꈬꇬꄉꐞ

ꇁ，ꊿꀋꑗꀋꉬꌠꈍꃅꇤꑗꉘꇂꃴꎼ

ꄉꇈꄉ，ꋀꁳꀞꇽꃅꑍꇁꉚꎻꌠ，ꋍꑠ

ꉬꇮꃅꌋꅉꐚꌐ。10ꊿꇭꀧꎸꃤꊂꈹ

ꄉ，ꍍꆀꌠꎲꏾꅍꈧꌠꁳꈁꏾꃅꀕꎻ

ꇈ，ꏲꌋꂠꌋꈧꌠꉜꄸꀊꋨꈨꆹ，ꀊꅰ

ꃅꑠꃅꐙ。 

4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
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
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5神
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
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
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
口；6又判定所多玛、蛾摩拉、
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
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7只搭救
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
罗得。8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
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
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9主知道
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
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
判的日子。10那些随肉身纵污秽
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
是如此。 

ꋀꊇꆹꉌꂵꀉꒉꇈꆸꉈ，ꐤꒉꅈꇬꐥꈧ

ꌠꏭ（ꋋꈨꆹꉬꉎꊩꌺꄜ）ꍍꋉꄸꄀꇬꑋꏸꏦ

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
的（指“天使”），也不知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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ꑲꀋꌧ。11ꉬꉎꊩꌺꊋꃤꌅꈌꀊꅰꃅ

ꀉꒉꃅꐥꑴꇬ，ꄡꇗꍍꋉꄸꄀꅇꌊꌋ

ꂾꄉꊿꀊꋨꈨꊂꅇꀋꎹ。12ꄚ，ꊿꋋ

ꈨꆹꉪꀋꑌꏡꀋꑌ，ꒆꎼꇁꄷꇯꆐꌌꄐ

ꏤꄉꒃꌊꌉꂿꄷꌠꎇꃀꈨꌡ。ꌤꋀ

ꇫꅉꀋꐚꌠꋀꇫꍍꋉ，ꊾꀜꐆꐹꄮꇬ

ꆏ，ꊨꏦꑌꀋꎪꃅꀜꐡꌠꊝꌠꉬ。 

11就是天使，虽然力量权能更
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
告他们。12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
性，生来就是畜类，以备捉拿
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
事，当畜类正在被宰杀的时
候，这些人也必遭宰杀。 

13ꀋꑗꀋꉬꌠꃅꑲꆏ，ꀋꑗꀋꉬꌠ

ꃄꁌꊌꀐ。ꊿꋋꈨꂵꆧꄮꇬꋟꅝꈩ

ꌒꌠꉌꃹ，ꋀꊇꆹꁧꀋꎴ，ꆐꑌꆐꅑ，

ꆍꈽꄉꋙꋠꄮꇬ，ꊨꏦꐈꋓꌠꋀꌌꉌ

ꇿꅍꃅꄉ。14ꋀꊇꑓꋪꇬꎼꃅꃏꑽꐨ

ꐛꃅꑌ（“ꎼꃅꃏꑽꐨ”ꑝꇂꉙꇬꆏ“ꎼꃏꌋꅪ”

ꃅꅑ），ꋀꈯꋀꀋꌅꃅꑽꃤꐆ，ꊿꉌꂵꀋ

ꈬꀋꈈꀊꋨꈨꋀꊏꅰꅞ，ꉌꃀꄸꈐꆹ

ꎆꇢꋚꇢꋻꅑꀐ，ꇯꍝꃅꍃꊌꏿꊌꑵ

ꌠꉬ。15ꋀꊇꆹꎃꊒꈜꇬꄉꐞꑽꈜꇬ

ꍬꁧꀐ，ꈝꃀꀘꇓꌺꀠꇂꈁꍬꏡꌠꇬ

ꈴꁧꀐ，ꀠꇂꆹꀋꑗꀋꉬꌠꃄꁌꈧꌠ

ꉪꀊꋨꂷꉬ，16ꄚ，ꋋꆹꋍꊨꏦꆹꑽꒉ

ꄸꃅꊨꀖꌠꊝ；ꑾꃅꏷꏸꁱꐭꀋꇮꂶ

ꌠ，ꊿꅇꂷꌊꄉꅉꄜꊿꆺꒉꄇꀋꉆꂶ

ꌠꋍꇈ。 

13行得不义，就得了不义的
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
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
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
诡诈为快乐。14他们满眼是淫色
（“淫色”原文作“淫妇”），止不住犯
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
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
种类。15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
了，随从比珥之子巴兰的路。
巴兰贪爱不义的工价，16他却为
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
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
狂妄。 

17ꊿꋋꈨꆹꒉꇸꇉꒉꀋꀀꌠꉬ，ꆲ

ꇨꁏꅷꐺꌠꃅꉒꑌꉬ，ꆈꃅꆈꏸꀕꌠ

ꑠꋀꎁꃅꊏꄉ。18ꋀꊇꅇꒉꉏꒉꀨꀋ

ꐥꄩꀋꐥꌠꉉ，ꇭꀧꏾꅍꌋꆀꌤꎼꐊ

ꃏꐊꌠꑠꌌꊿꋋꇅꇬꑲꆀꃄꈌꄐꃅꀕ

ꑽꌠꇬꄉꐞꇁꈧꌠꊏꅰ。19ꋀꊇꊿꁳ

ꊨꏦꌄꇤꎻꃅꈌꁧꄉ，ꄚ，ꊨꏦꆏꀜ

ꐡꆿꐡꌠꁏꐚꄻ；ꑞꃅꆏ，ꊾꂷꑞꇱ

17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
风催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
为他们存留。18他们说虚妄矜夸
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
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
人。19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
己却作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
谁制伏就是谁的奴仆。20倘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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ꆹꍑꇂꃴꅞꆏ，ꑞꁏꐚꐛꌠꉬ。20ꀋ

ꄸꄷ，ꌋꈭꋏꌋꑳꌠꏢꄖꋀꊇꌧꐛ

ꅹ，ꋀꋧꃅꍍꆀꈬꇬꄉꐞꇁꄎ，ꊁꆏ，

ꉈꑴꋧꃅꍍꆀꈬꇬꄉꋌꇱꆼꒆꆹꍑꇂ

ꃴꅞꇬꆹ，ꋀꄽꂫꇬꐛꐪꆹꂴꏭꀋꋌꃅ

ꀋꉾꀐ。21ꑖꉬꈝꃀꆹꋀꊇꌧ，ꄚ，ꁊ

ꋀꁳꌠꌃꎔꏥꏦꆹꋀꊇꍞꇫꎭ，ꑠꃅ

ꑎꆹ，ꑞꑌꋀꇬꀋꌧꇬꄈꍑ。22ꇐꀳ

ꀋꐯꐤꀋꁨ： 

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
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
其中被缠住、制伏，他们末后
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21他
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
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
妙。22俗语说得真不错： 

“ꈌꀱꋍꐷꋠ；ꃮꒈꋌꁦꎴꄉꈭꐨ

ꀱꉈꑴꒉꊩꀡꆃꇬꂃ”ꄷ， 
 

ꅇꋋꇬꌊꋀꏭꉉꇬꋭꐯꋭ。 

“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
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
滚。” 

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ꌋꉈꑴꇁꌠꈌꁧꅍ 主再来的应许 

3 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ꉢꀋꃅꁱꆍ

ꁳꌠꆹꄯꒉꑍꁬꀕꌠꉬ。ꄯꒉ 3 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
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 

ꋋꑍꁬꐯꇯꆍꏭꌗꋏ，ꆍꉌꂵꀋꎪꀋ

ꑴꂶꌠꊋꋊꌠ，2ꆍꁳꌃꎔꅉꄜꊿꂴꏭ

ꈁꉉꌠꅇꂷꈧꌠꌋꆀꌋꈭꋏꌋꁵꅇꈧ

ꌠꎺꄅꎻ，ꋍꑠꆹꆍꁆꄻꊩꌺꈁꁊꆍꊇ

ꁵꌠꉬ。3ꀋꉬꀋꉆꐯꀋꉬꀋꉆꌠꆏ，

ꋧꃅꌐꂫꄮꇬ，ꀋꎪꃅꊿꊾꁒꐀꏾꌠ

ꊨꏦꏾꅍꊂꈹꄉꊾꁒꊿꐀꇁꌠꐥ，ꋍ

ꑠꆍꅉꐚꄡꑟ。4ꋀꊇꆏ：“ꌋꀁꋌ

ꐛꇁꌠꈌꁧꅍꇿꇬꐥ？ꑞꃅꆏ，ꁍꁈꌦ

ꌐꈭꐨꅑꅸꇁꇬ，ꐥꇐꈀꐥꌠꃅꇬꂾ

ꈀꄻꄈꄮꇬꌋꆀꐯꌟ”ꃅꉉ。5ꋀꊇ

ꉇꀕꃅꋍꑠꋀꇬꀋꎺ，ꀃꌋꀊꆨꃀ，ꏃ

ꃅꌋꅇꂷꇬꈴꄉꂿꃅꇬꐙꇁ，ꉈꑴꒉ

ꇬꄉꅐꇁꇈꒉꇇꄧꈴꄉꃄꅉꇬꐙꇁ。

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
的心，2叫你们记念圣先知预先
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
是你们的使徒所传的。3第一要
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
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
诮说：4“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
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
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
样。”5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
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
出、借水而成的地。6故此，当
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
7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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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ꑠꅹ，ꀊꋨꄮꇬ，ꋧꃅꂶꌠꆹꒉꇱꑘꉱ

ꇫꎭꄉꈔꑍꀐ；7ꄚ，ꀃꑍꋋꄮꃅꃴꃄ

ꅉꆹꄡꇗꅇꂷꀊꋨꈨꇬꈴꄉꇫꋒꌠ，

ꇫꋒꅷꊿꌋꀋꉪꌋꀋꏣꌠꀞꇽꑠꊝꄉ

ꃆꄔꌌꐗꇈꈔꑍꁦꄮꑟ。 

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
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 

8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ꌤꋍꐘꆍꇬ

ꀋꎺꀋꉆ，ꌋꉜꇬꆹ，ꋍꑍꄙꈎꌡ，ꄙ

ꈎꋍꑍꌡ。9ꌋꈀꈌꁧꄉꈧꌠꃅꀋꐛ

ꑴꌦ，ꊿꋍꈨꋋꈨꉪꇬ，ꋋꆹꊼꇅꑎꀐ

ꉂ，ꇯꍝꃅꇬꆹꑟꇁꑎꌠꀋꉬꃅ，ꄻꆍ

ꊇꏆꌠ，ꋋꆹꊿꋍꂷꁳꑌꈔꑍꎻꀋꏾ

ꃅ，ꈀꄸꁳꑌꉪꁏꄺꀱꎻꏾ。10ꄚ，

ꌋꃅꑍꇫꑟꇀꄮꆹꏄꍿꇫꑟꇁꌠꌋꆀ

ꐯꌟ；ꀊꋨꄹꉇꆏ，ꂿꃅꀋꎪꃅꉼꏒ

ꀕꄉꑍꁧ，ꐛꐪꐛꊈꐥꌠꃅꃆꄔꉙꀕ

ꐞꌠꇱꐗꐘꀋꈨ，ꃄꅉꌋꆀꐥꇐꇫꐥ

ꌠꃅꐗꉱꋃꌐ。 

8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
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
如千年，千年如一日。9主所应
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
耽延，其实不是耽延，乃是宽
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
愿人人都悔改。10但主的日子要
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
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
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
烧尽了。 

11ꑠꈀꐥꌠꃅꐯꇯꑠꃅꐘꀋꈨꌐ

ꑲꆏ，ꆍꊇꆹꊿꌃꎔ、ꌋꉪꌋꏡꌠꄻ

ꄡꑟ，12ꏟꈯꀕꃅꄉꏃꃅꌋꃅꑍꇫꑟꇁ

ꌠꇁꉚ。ꀊꋨꄹꉇꆏ，ꂿꃅꆹꃆꄔꇱ

ꌌꐗꄷꌦꆏꐘꀋꈨꁧ，ꐛꐪꐛꊈꐥꈧ

ꌠꃅꃆꄔꇱꐗꐯꁧꌐ；13ꄚ，ꉪꊇꆹꋍ

ꈌꁧꅍꇬꍬꄉ，ꃅꃴꃄꅉꀊꏀꌠꇁꉚ，

ꀊꄶꇬꆹꑖꉬꇫꐥꅉꉬ。 

11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销
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
怎样敬虔，12切切仰望神的日子
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销
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熔
化；13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
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 

14ꉂꇁꅉꌠꃺꑌꊈꀋ！ꆍꊇꌤꋋ

ꈨꇁꉚꑲꆏ，ꊋꇤꄉꊨꏦꁳꍍꆀꅍꀋ

ꐥ、ꊨꀖꉆꅍꍈꀋꐥ、ꋬꂻꃅꌋꂿ

ꎻ。15ꄷꀋꁧ，ꉠꌋꀊꉗꃅꋰꄿꌠꑠ

ꌌꈭꋏꊌꌠꒉꄸꃅꄉ；ꑠꆹꉪꉂꇁꅉꌠ

ꃺꑌꀧꇊ，ꄻꋌꈀꇖꌠꌧꅍꂿꅍꇬꈴ

14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
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
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
主。15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
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
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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ꄉꄯꒉꁱꆍꁳꀐꌠꌋꆀꐯꌟ，16ꋍꄯ

ꒉꈀꐥꈧꌠꃅꌤꋍꑠꉉꍣꌐ。ꊿꌧꇐ

ꌷꇐꀋꐥ、ꀋꈬꀋꈈꈧꌠ，ꄀꇗꇱꄉ

ꏂꀨꄯꒉꀉꁁꈧꌠꉉꀽꌠꌟꃅ，ꀧꇊ

ꄯꒉꇬꐝꉅꊋꈧꌠꉉꀽꇬꆹ，ꋀꊨꏦ

ꈔꊨꏦꎹꌠꉬ。17ꉂꇁꅉꌠꃺꑌꊈ

ꀋ！ꆍꊇꆹꂴꇯꆐꌤꋋꈨꆍꅉꐚꀐꑲ

ꆏ，ꋓꉪꁨꄉꄡꑟ，ꑠꀋꉬꑲꆏ，ꆍꊇ

ꆹꊿꄷꅠꌠꑽꐪꇱꊏꅰꅜꄉ，ꊨꏦꉆ

ꈬꉆꈈꅉꇬꄉꊰꁧꂵ。18ꄚ，ꆍꊇꆹ

ꉪꌋꈭꋏꌋꑳꌠꏢꄖꑆꊋꌋꆀꌧꇐꂿ

ꇐꇬꄉꀻꎆꌶ。ꀑꒉꑊꒉꑠꆹꀃꑍꋋ

ꄮꅑꅸꐩꋊꐩꍂꃅꋍꃤꉬꅊꇈ。ꀊ

ꂱ！ 

智慧写了信给你们，16他一切的
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
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
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
一样，就自取沉沦。17亲爱的弟
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
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
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
步上坠落。18你们却要在我们主
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
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
直到永远。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