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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生命过程当中有高也有低，
 彼得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人，
曾拉着耶稣，不要耶稣上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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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的一生是十分的传奇的，
无知的 民，有 天
了 稣，
一个于渔夫、无知的小民，有一天遇到了耶稣，
 耶稣为他改了名字 ─ 他本来叫西门
 耶稣在他身上看到、知道他将来的光景
彼得的人生因着耶稣介入，有了奇妙的改变

课程纲要 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课程纲要，可指定播映片号内容

开始播放

‧彼得一生 ‧长老 ─ 牧养群羊‧信徒 ─ 学习谦卑彼此顺服
彼得被主重新的挽回
彼得
主重新的挽 ─ 主耶稣复活之后，
主耶稣复活
 单独跟彼得见了面 ─ 路加福音廿四章
 公开的挽回 ─ 约翰福音廿一章
在提比哩亚海边，耶稣复活后第三次向门徒显现，
七个门徒包括彼得去打鱼…
岸边有一个人问说：「小子们有吃的没有？」
「没有」，「把网撒在右边」，不得了 ─
网一撒下去满满的鱼，有一百五十三条。
吃完了饭，耶稣问了彼得三个问题：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 这些更深吗？」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三次回应：「主我爱你！」
耶稣三次交付工作 ─
「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

耶稣斥责他
耶稣斥责他：「
撒但，
，退我后面去，
我
去，
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以至你只体贴人的意思」
彼得曾经勇敢豪迈的说 「就是和你同死都可 」，
 彼得曾经勇敢豪迈的说：「就是和你同死都可以」，
却三次否认主，在小使女面前说「我不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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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谦卑彼此顺服
─ 学习谦卑彼此顺服

 使徒时代的彼得，站起来为主发声，
圣灵浇灌、五旬节到了，彼得勇敢的为主作见证
 晚年的时候写彼得前后书，深深体会彼得爱主的心肠，

和
睛在神 身 」
「信心和盼望要定睛在神的身上
彼得前书第五章

─ 使徒的勉励是那么语重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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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 我这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
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2 务要牧养在你们
中间神的群羊 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
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
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3 也不是辖制
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4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彼得一生 ‧长老

─ 牧养群羊 ‧信徒 ─ 学习谦卑彼此顺服

彼得的生命成熟了、完全了，领受主极大的爱，
他 报
他回报主、对主的爱，喂养、牧养神的群羊。
对 的爱， 养
养
现在把他的心得、看见，把神所托付他最后的心声，
向同作长老的、神的仆人来劝勉他们。
向同作长老的
神的仆人来劝勉他们
 长老的本务是什么？就是牧养、照管 ─ 监督
 牧养的对象是教会中神的群羊

‧彼得一生 ‧长老

这是神的教会、神的羊，我们是被托付来照管的，
不论是全职的传道人、小组长、执事…
清楚知道 ─所有弟兄姊妹是神的群羊。
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讲的那段话：
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 也为全群谨慎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

二十28

牧养神的教会 ─
是神的教会、不是你的教会，
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彼得走过了这条路，
经历主的大爱、主的饶恕、主的重新接纳，
清楚的知道应该如何服事主。

作一个神的仆人、传道人的，
作
个神的仆人、传道人的，
教会是神的教会、群羊是神的群羊。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太十六18

有资格讲「我的教会」的，只有我们的主。

‧彼得一生 ‧长老

四12

─ 牧养群羊 ‧信徒 ─ 学习谦卑彼此顺服

‧彼得一生 ‧长老

─ 牧养群羊 ‧信徒 ─ 学习谦卑彼此顺服

照管的方式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

五2

彼得经历了主的恩，知道服事主是什么样的光景，
因此发出了这样的劝勉 ─ 以过来人的身分、
重新被主扶持起来、站稳了的神的仆人。
有时我们会软弱、甚至要仆倒，
 求主帮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重新站立
 主耶稣重新接纳我们，
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他的面前，
他总是用爱、用笑脸来帮助我们
 我们回应他的爱，
他就将他的托付放在我们里面

─ 牧养群羊 ‧信徒 ─ 学习谦卑彼此顺服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
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有益的勉强 ─ 保罗被基督的爱激励、就为道迫切，
保
督的爱
为道迫
林前九16
林前九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不应该的勉强 ─
「我明白神的意思、但我做不上，
觉得好难、没办法、非必要我不做」
事奉主如果是这样，当然是非常的被动了

‧彼得一生 ‧长老

─ 牧养群羊 ‧信徒 ─ 学习谦卑彼此顺服

‧彼得一生 ‧长老

 约翰壹书 ─ 如果把神的诫命当作重担，爱主的心早就不在了
神的诫命
重担 爱主的
 约翰福音廿一章 ─ 唯有爱才能甘心，
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的回应：「主我爱你」，耶稣才托付工作
 没有爱，这条服事的路是走不上的
好像传道人、师母，聚会完了站在教会门口跟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道别，
道别，
 如果把这个当作苦差事 ─我很不喜欢…
 如果知道这是神的羊、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容易见面
不容易见面…
…
 从灵里、心里甘心乐意，肢体相交是何等的
何等的美
美、善
 如果硬挤出笑容、必须伸出手来…
如果硬挤出笑容 必须伸出手来
求主帮助我们把难处、隔阂、困难拿走，

五2

帖前二5

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
知道的；
的；

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作见证的。
着贪心 这是神可以作见证的
里面有没有藏着贪心，你们不一定知道，上帝知道！
服事主不是为着贪心、不是为着贪财。
 撒上十二5 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甚么。
 保罗 ─ 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不单是不取非义之财、浪费、误用金钱，
更是心里不应有贪财、图利的意念，
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是很羞耻的。
传福音是为利吗？里面是藏着贪心来服事主吗？

在主爱激励下，「
在主爱激励下
「不勉强、是甘心」，
」
甘心爱主、事奉主；甘心爱人、事奉亲爱的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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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3

─ 牧养群羊 ‧信徒 ─ 学习谦卑彼此顺服

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样。
羊 榜

辖制 ─ 就是你要管他，当然教会必须要有纪律、有制度，
就是你要管他 当然教会必须要有纪律 有制度
但不是用传道人的权柄，
然后来辖制你 要你绝对顺服
然后来辖制你、要你绝对顺服。
如果说有一个牧者在长执同工会，
面对 个很难解决 在争论的议题 他就说
面对一个很难解决、在争论的议题，他就说：
「我是传道人，所以你们要听我的，就这么做吧！」
那个争论不休可能立刻停止，
但是可能走出房间、话语就很多了。
如果一个传道人把这句话放在嘴巴上，
来平息或者让人来听他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失败一半了。

─ 牧养群羊 ‧信徒 ─ 学习谦卑彼此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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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养群羊 ‧信徒 ─ 学习谦卑彼此顺服

不是辖制，耶稣为门徒洗脚 ─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
用人；
；
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

太二十26-27

五4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
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生命的冠冕 给爱主，胜过试探，
至死忠心的人 ((雅一12启二10))

公义的冠冕
荣耀的冠冕
不朽的冠冕
喜乐的冠冕

给爱慕主显现的人 (提后四8)
给忠心事奉牧养群羊的人 (彼前五4)
彼前五
给丢弃今世福乐，奔跑天路的人 (林前九25)
给关心别人灵性的人 (帖前二19)

‧彼得一生 ‧长老 ─ 牧养群羊‧信徒

─ 学习谦卑彼此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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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谦卑的理由是什么呢？

继续课程

五5

五5 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

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6 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
所以 你们要自卑 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他必叫你
们升高。7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8
务要谨守 儆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
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
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9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
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10 那赐诸
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
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11 愿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愿权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 学习谦卑彼此顺服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交战的双方列阵相对
骄傲的时候，我本来与神同行，
现在我站在神的对立的那 方
现在我站在神的对立的那一方。
骄傲在败坏之先，心中一点的赞赏就会骄傲，
感觉自己比别人好一点点，就骄傲起来…
骄傲常常是不请自来，怎么办呢？
当我觉得我里面有骄傲产生的时候，
我会告诉自己
我会告诉自己：「
耶稣是我的荣耀！」骄傲就跑掉，
」骄傲就跑掉，
耶稣作了我的荣耀，骄傲还有立足之地吗？

‧彼得一生 ‧长老 ─ 牧养群羊‧信徒
五6

─ 学习谦卑彼此顺服

卑微 降低
卑微、降低

你们要自卑，
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

路三5
路

大小山冈都要
大小
冈 要削平！

我们其实有很多棱角的，
 需要被主的恩典托住
 被主的手常常琢磨在我们的身上，
被削平 被主的手磨造的美 点
被削平、被主的手磨造的美一点…

神的手 ─ 象征他的
象征他的权能、活动、
活
运行在人世间权能的具体的表现，

创造的手、供应的手、惩治的手、医治的手、
施恩的手、保守的手、争战的手、大能的手…

‧彼得一生 ‧长老 ─ 牧养群羊‧信徒
五7

─ 学习谦卑彼此顺服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

人生路上有重担、有忧虑、有愁烦，
人生路上有重担
有忧虑 有愁烦
我们清楚知道要有盼望、要靠主得胜，
还是必须来到主面前 求主即刻 即时恩待保守我们
还是必须来到主面前，求主即刻、即时恩待保守我们
恩待保守我们。
恩待保守我们。

卸 ─ 有丢、抛的意思，
不要害怕，把重担丢给神、抛给神，他一定接手，
只要我们信心够，不要再把它拿回来…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将你们所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腓四6-7

顾念 ─ 在意，他很在意我们；
他很在意我们；
管，他会管，所以他顾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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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谦卑彼此顺服

彼得提醒 ─ 对仇敌
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五8 10
五8-10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他
那赐诸般恩典的神…，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 坚固你们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

告诉我们抵挡魔鬼、盼望，最终在神的身上。
，

谨守，在彼得前书出现三次，
一章十三节 ─ 谨守是盼望的必要条件
的 要条件
十四章七节 ─ 谨守是祷告的必要条件
十五章八节 ─ 谨守是得胜的必要条件

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借着彼得前书
教导我们许多宝贵、属灵的功课，
我们在你话语中受教、得帮助。
我们愿意把所有的重担都卸在你的脚前，
我们愿意把所有的重担都卸在你的脚前
因为你顾念我们、在意我们、管我们。
主我们赞美你，靠着你得胜的名，
我们可以抵挡撒但、得胜有余。

谢谢主垂听我们感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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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谦卑彼此顺服

彼得前书短短的五章，
里面何等的丰富 ─
 有许多人际关系的互动
 有许多我们跟神关系的互动
 有许多我们心态上必须的调整
我们都愿意在神话语的光照当中，
能够继续的往前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