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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倫理次序的更新次序的更新 彼前五1 - 6

新約許多書信都有這樣子的勸勉段，

就是主文結束以後，使徒會作實踐方面的勸勉，

五1 – 11就是彼得前書在修辭結構上的勸勉段，

分成兩個部分

 1 – 6 關乎教會當中的倫理次序

 7 – 11 勸勉我們要抵擋魔鬼的試探與兇惡

在這一系列查經當中不斷看見整卷彼得前書

都是建立在「揀選」這個真理上面 -
蒙神揀選的人被從世界分別出來蒙神揀選的人被從世界分別出來，

所以我們在地上應該要在外邦人中間

過著入世而不屬世的生活過著入世而不屬世的生活。

一到四章都在教導我們

如何在世人中間過分別為聖的生活如何在世人中間過分別為聖的生活。

五1-6 勸勉段的第一部分，彼得就在這個基礎上

勸勉我們在教會當中要建立合神 意的倫理次序勸勉我們在教會當中要建立合神心意的倫理次序…
1 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

所要顯現之榮耀的 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所要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

2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

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不是出於勉強 乃是出於甘心；

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

3 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4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5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

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 彼此順服；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

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6 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6 所以 你們要自卑 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

彼得提到了教會當中的倫理次序 -彼得提到了教會當中的倫理次序

提到了順服、榜樣、一些非常實用的領袖原則。

倫理次序跟一到四章分別為聖的教導，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彼得看見墮落的世界上 切的亂象原來彼得看見墮落的世界上一切的亂象、

罪惡的根源，都在於倫理次序的混亂…
神與人的次序亂掉了神與人的次序亂掉了，

世界上丈夫與妻子、父子關係、

君臣、長幼、師生 關係，也都錯亂了君臣、長幼、師生…關係，也都錯亂了

完全不是照著上帝設立這些倫理關係的次序，

去發現人間的倫理去發現人間的倫理

這個其實就是亞當在伊甸園裡面所犯的罪，

亞當犯罪時，不是想當壞人、是想當好人、亞當犯罪時 不是想當壞人 是想當好人

不是想要姦淫擄掠、做一大堆的壞事，

並沒有覺得作壞人很好、想要當好人，並沒有覺得作壞 很好 想要當好

可是他想憑著自己當好人、想自己去分別善惡，

不要聆聽上帝的話語、不要上帝話語的權柄，

於是人跟神次序關係就混亂掉了！



在伊甸園裡夫妻關係也就錯亂掉了，

原本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原本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變成「耶和華你賜給我那個與我同居的女人」

這個倫理次序的混亂，就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這個倫理次序的混亂，就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各樣的罪惡接踵而至、進入到這個世界。

馬上到創四一段兄弟相殘、謀殺的故事，馬上到創四 段兄弟相殘 謀殺的故事，

這個就是世界一切亂象、罪惡的根源 –
倫理次序的混亂。倫理次序的混亂

現在既然蒙恩、蒙神的揀選、與神和好、成為神聖潔的兒女，

就不只是要與上帝恢復正確的倫理關係就不只是要與上帝恢復正確的倫理關係

我們現在在基督裡成為神的兒女

這種徹底重建、徹底更新的倫理關係，也應該這種徹底重建 徹底更新的倫理關係 應

在上帝的家中、聖潔的國度中彰顯出來，

也就是在地上的教會當中彰顯出來，

教會要有與世界截然不同的倫理次序！

在這個世界上，有權勢的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去轄管別人，

沒有權勢的人則是 裡不服上面的權柄 有機會就造反沒有權勢的人則是心裡不服上面的權柄、有機會就造反，

但是教會不可以這個樣子…

所以彼得首先吩咐教會裡有權柄的人所以彼得首先吩咐教會裡有權柄的人

不可以把自己的權柄給絕對化、把自己當成神，

五1 我這作長老 作基督受苦的見證五1 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

同享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

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

原文 Presbuteros，字面意思是長者、年長的人，

引申出來就是資深、高階層的人。引申出來就是資深 高階層的人

彼得以高階層的長老的身分，

勸在教會與他同作長老的，勸在教會與他同作長老的，

彼得自己是長老中的長老，在歷世歷代

大公教會當中是最資深、權柄最高的一位大公教會當中是最資深 權柄最高的 位

在使徒中間，是十二使徒的首領

我這作長老、作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

所要顯現之榮耀的 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所要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

但是彼得並沒有要求其他作長老的教會領袖來服從他的命令，

非常謙卑地勸說他們，

原文還有勸勉、安慰、懇求的意思。

彼得把自 的姿態放得這麼低彼得把自己的姿態放得這麼低，

因為我們的主基督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

彼得就效法基督 以基督的 為 虛己作了眾人的僕人彼得就效法基督 - 以基督的心為心、虛己作了眾人的僕人，

以僕人的姿態、去懇求教會裡的領袖。

他說他自己是他說他自己是…
這樣的自我認知，就是整卷彼得前書對基督徒的描述

彼得是要告訴我們：他蒙召、蒙差遣作使徒，彼得是要告訴我們：他蒙召 蒙差遣作使徒，

但是他與教會裡其他所有職分的人

都有一樣的呼召、一樣的目的，都有 樣的呼召 樣的目的

就是要藉著受苦來為基督作見證。

彼得就用這樣子的身分說：我們都是一樣的，

然後用這樣子的身分來勸勉 來懇求教會裡然後用這樣子的身分來勸勉、來懇求教會裡

那些治理、教導的領袖…
五2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五2a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神的群羊，

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

教會的管理重不重要？重要教會的管理重不重要？重要

教會的經營重不重要？重要

教會裡教導的工作重不重要？更重要教會裡教導的工作重不重要？更重要

但是教會的治理、經營、教導，

都應該要以牧養為目的，都應該要以牧養為目的

而牧養應該要以神的榮耀為目的。

五2b 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五2b 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

也就是說這不光是出於職責，

也應該是出於愛群羊的心。也應該是出於愛群羊的心。



現在很多教會追求增長，整間教會要向前走，

要以事工為導向 快速往前衝時要以事工為導向，快速往前衝時，

有些小羊落了單、他們也沒有辦法去照顧。

我們的牧長基督不是這樣子的牧人，我們的牧長基督不是這樣子的牧人，

好牧人連一隻小羊都不會丟下，

有一隻小羊不見的時候，祂會不遠千里去把牠找回來。有 隻小羊不見的時候，祂會不遠千里去把牠找回來。

以事工、增長、治理、教導為優先的牧者，

把自己放在群羊的前面，牧養的目的是為了經營，把自己放在群羊的前面，牧養的目的是為了經營，

以自我為中心、擾亂天父家中的倫理次序！

彼得勸勉我們不要作這樣子的教會領袖…彼得勸勉我們不要作這樣子的教會領袖…
五2 也不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樂意；

五3 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是轄制所 付 們的 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轄制的原文有統治、掌管、施行權力、施行主權的意思，

也就是把自己當成群羊的主人，

頤指氣使、要群羊對自己唯命是從。

有些牧師會對人說 –這教會是我的教會、機構是我的機構，

所以要求下面的人絕對順從他們的帶領所以要求下面的人絕對順從他們的帶領，

他說一、下面的人絕對不可以說二。

我們的主耶穌沒有這樣子對待祂的門徒我們的主耶穌沒有這樣子對待祂的門徒，

門徒也沒有這樣對待其他的教會領袖、信徒…
我是你們的主 你們的夫約十三14 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

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

約十三15 我給你們作了榜樣，約十三15 我給你們作了榜樣，

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去做。

是主耶穌在受難之前所說的；另處經文又說…是 耶穌在受難之前所說的 另處 文又說

可十43 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

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可十44 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

可十45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主耶穌說祂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教會裡作治理 作教導的牧者 領導群羊的教會裡作治理、作教導的牧者、領導群羊的，

也應該這樣子來牧養他們 –
LEADERSHIP，好的領袖需要具備很多特質，LEADERSHIP，好的領袖需要具備很多特質，

但是最必要、最重要的那個，主耶穌告訴我們：

是榜樣、自我犧牲！是榜樣、自我犧牲！

一個牧師不管有多大的能力、魅力、親和力，

如果他驕傲、自我絕對化、以自我為中心，如果他驕傲、自我絕對化、以自我為中心，

要別人來服事他、絕對順服他，那麼，對不起，

他有再多的領袖恩賜，他有再多的領袖恩賜

教會一定受到虧損、甚至潰敗！

所以彼得勸勉教會中的牧者：所以彼得勸勉教會中的牧者：

不要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這樣子到了牧長基督顯現的時候，這樣子到了牧長基督顯現的時候

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跟前面所講的「長老」是同一個字，並不是指年紀，

指教會裡資深的 高階的 作帶領的

五5a 你們年幼的，也要順服年長的。

指教會裡資深的、高階的、作帶領的

比較後來、資歷比較淺、

比較新的成員，不是年紀上年幼比較新的成員，不是年紀上年幼

小組教會 < 組員順服組長 < 組長順服區長

< 區長順服牧師< 區長順服牧師

長老教會 < 會眾順服眾長老

< 眾長老順服施行聖道、聖禮的神職人員< 眾長老順服施行聖道、聖禮的神職人員

< 長老順服區會 < 區會順服總會

不同的教會有不同的次序、制度，不同的教會有不同的次序、制度，

不論在什麼制度下都有倫理次序、有長幼之分，

年幼的要順服年長的，年幼的要順服年長的，

或在職分上有次序，在後的要順服在前的。



彼得講「順服」的時候，用了兩個不同的字…
對神的順服 有聽話的意思 神說什麼我們就聽對神的順服：有聽話的意思，神說什麼我們就聽、

就信、就照做，唯命是從，這個是人對神的順服

人對人的順服：夫妻關係 年幼的順服年長的人對人的順服：夫妻關係、年幼的順服年長的，

用的是另外一個字 – 我把自己當成僕人、

把你當成主人、我來服事你把你當成主人、我來服事你

就連在這樣彼此服事的關係中，彼得都不會讓

教會的領袖把自己的權柄給絕對化教會的領袖把自己的權柄給絕對化 –
讓他以為眾人都是來服事他的、他不需要服事別人。

五5b 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五5b 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

不只是年幼順服年長的、會眾順服牧師、

眾人都要彼此順服，牧師也要順服會眾，眾人都要彼此順服 牧師也要順服會眾

牧師要好像主耶穌為門徒洗腳一樣 -
自我犧牲、以榜樣來帶領會眾、來服事他的羊群，

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所以在教會信徒固然要順服權柄，

但眾人都要彼此謙卑順服但眾人都要彼此謙卑順服，

所有的人都要把別人當成自己的主、

牧者要把群羊當成自己的主人，牧者要把群羊當成自己的主人，

當服事弟兄中最小的一位的時候，就是在服事主耶穌了。

亞當 夏娃犯罪的時候 把上帝設立的倫理次序給破壞掉亞當、夏娃犯罪的時候，把上帝設立的倫理次序給破壞掉，

其實就是出於驕傲、出於人想要作神，人想要

以自我為中心，把自己給絕對化、把上帝給相對化，以自我為中心，把自己給絕對化、把上帝給相對化，

都想要別人來服事自己。

這個世界上混亂的倫理次序處處顯出人的驕傲，這個世界上混亂的倫理次序處處顯出人的驕傲，

現在神在基督裡揀選了我們，與世界不同要分別為聖，

而這分別為聖、聖潔的一個標記，就是謙卑

五5b 就是你們眾人也都要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

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而這分別為聖 聖潔的 個標記，就是謙卑…

因為神阻擋驕傲的人，賜恩給謙卑的人。

彼此順服應該以順服神為前提，

所以彼得在這個段落作了 個小結

五6 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升高

所以彼得在這個段落作了一個小結…

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

彼得藉著聖靈，把耶穌曾經給他的彼得藉著聖靈 把耶穌曾經給他的

教導的真理傳遞給我們 -
我們如果以基督的心為心，

也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不單顧自己的事，也顧別人的事。

我們這樣子的謙卑就代表將來

必與基督一同得著榮耀！

所以讓我們帶著謙卑的心領受使徒彼得的勸勉，

以謙卑束腰、彼此順服，

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