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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講：彼得前書第五章 

教會治理之道 

重點：彼得前書第五章是勸勉與祝福，彼得以長老的身份勸勉在主裡受苦的信徒，要順

服，接受牧長的牧養，學習基督僕人服事的樣式，凡事交託，抵擋魔鬼。依靠神，以信心

度過苦難的日子，領受神得贖的榮耀。 

鑰節：彼前 5：2-3 務要牧養上帝託付給你們的羊群，按著上帝的旨意甘心樂意地照顧他

們，不是出於勉強，不是為了謀利，而是出於熱誠。不要轄制託付給你們的羊群，而是要

做群羊的榜樣。 

這一章分三小段： 

一． 對教會長老的勉勵（5：1-4） 

二． 對一般信徒的勉勵（5：5-11） 

三． 結論：囑託與祝福（5：12-14） 

 

一、 對教會長老的勉勵（5：1-4） 

1. 彼得以長老的身份勉勵（5：1） 

a) 彼得自稱為長老：作長老的資格，職分和年紀 

b) 彼得自稱是作基督受苦見證的：彼得參與了基督受苦的整個過程，如今

為主作見證 

c) 彼得自稱是同享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 

i. 彼得曾經在山上看結果基督的榮耀（路 9：32） 

ii. 彼得告知將來與主耶穌一同坐寶座的榮耀（太 19：28） 

2. 長老的職責與工作（5：2-3） 

a) 牧養與餵養：神的群羊 

b) 照管與看顧：按照神的旨意 

c) 出於甘心：不是勉強 

d) 出於樂意：不是貪財 

e) 做榜樣：不是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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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前

4：12) 

3. 長老的獎賞（5：4） 

a) 牧長（主耶穌）顯現的時候 

b) 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二、 對一般信徒的勉勵（5：5-11） 

1. 勸勉年幼的因順服年長的(5：5a) 

a) 年幼的：年輕或靈命比較淺的 

b) 年長的：可能是年紀較長，或是指教會的長老 

2. 眾人要以謙卑束腰（5：5b-6） 

a) 謙卑才是真正順服 

b) 束腰：僕人的服事心態 

c) 學習耶穌的樣式，先要自卑，服在大能的神手下，才能被升高（腓 2：

6-11） 

3. 要將一切憂慮卸給神（5：7） 

a) 要交託給神，神會負責（參考 太 6：25-34） 

b)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

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腓 4：6-7） 

4. 要謹守警醒抵擋魔鬼（5：8-9） 

a) 不警醒：彼得親身的經歷 

b) 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 

c) 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d) 用信心抵擋魔鬼（參考弗 6：10-18） 

e) 基督徒受苦難不是孤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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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信賴賜諸般恩賜的神（5：10） 

a) 受苦是短暫的 

b) 神的心意不是要我們受苦，乃是要我們得榮耀 

c) 在苦難中神會賜力量 

d) 神會堅固我們度過苦難 

e) 在苦難中才真正領受到神的祝福 

6. 在苦難中讚美神（5：11） 

a) 彼得的祝福 

 

三、 結論：交代事情與祝福（5：12-14） 

1. 有關西拉的事（5：12） 

a) 彼得略略的寫了這信 

b) 託忠心的弟兄西拉轉交 

c) 再次勸勉，要在恩典上站立的住 

2. 有關巴比倫眾教會的事(5:13a) 

a) 巴比倫即羅馬城 

3. 有關馬可的事（5:13b） 

a) 馬可：彼得屬靈的兒子 

b) 馬可：彼得親密的同工 

4. 問安與祝福（5：14） 

a) 親嘴問安 

b) 平安（Shalom）給在基督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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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作業       姓名:                        o 

 

1. 在彼得前書第五章中，彼得教導我們那些正確的牧養觀念？ 

 

 

 

 

 

 

2. 在苦難中，彼得教導信徒勝過苦難的秘訣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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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 第五章
雅各書和彼得前後書

第九講

11/10/2019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1

雅各書和彼得前後書 進度

1. 9/15/19 James 1 雅各書第一章

2. 9/22/19 James 2 雅各書第二章

3. 9/29/19 James 3 雅各書第三章

4. 10/6/19 James 4-5 雅各書第四-五章

5. 10/13/19 1 Peter 1 彼得前書第一章

6. 10/20/19 1 Peter 2 彼得前書第二章

7. 10/27/19 1 Peter 3 彼得前書第三章

8. 11/3/19 1 Peter 4 彼得前書第四章

9. 11/10/19 1 Peter 5 彼得前書第五章

10. 11/17/19 2 Peter 1 彼得後書第一章

11. 11/24/19 2 Peter 2-3 彼得後書第二-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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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 一 – 四章複習

1. 彼得其人

呼召、事蹟、事工、殉道

2. 彼得前後書背景

3. 大綱

A. 因著基督的受苦，使我們得著救恩。

B. 因著耶穌的救贖，使我們得著拯救。

C. 因著耶穌的再來，使我們得著盼望。

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311/10/2019

尼祿迫害基督徒的電影片段 Quo Vadis

Quo Vadis （暴君焚城錄）

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7Wmmt5LQT4

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kDrflc8v9E&list=RDUlo21qI
4U_U&inde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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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導門徒的禱告 (主禱文)

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5

馬太福音6：9-13

9「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
聖， 10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1我們日
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12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13不
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阿們。』

11/10/2019

彼得前書當中主訓人的禱告
1:3 願頌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著耶穌基督從死裡復
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

1:12 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所傳講的一切事，不是為自己，乃是為你們。那靠著從
天上差來的聖靈傳福音給你們的人，現在將這些事報給你們；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
些事。

1:15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2:9 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
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2:15 因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善，可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

3:17 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們因行善受苦，總強如因行惡受苦。

4:2 你們存這樣的心，從今以後就可以不從人的情慾，只從神的旨意在世度餘下的光陰。

4: 19 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為善，將自己靈魂交於那信實的造化之主。

11/10/2019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6

馬太福音6：9-13

9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

聖，

10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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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當中主訓人的禱告
5: 7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

4: 1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
就已經與罪斷絕了。

8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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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倒要歡喜，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們在他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
歡喜快樂。

5: 11 願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4: 11 若有講道的，要按著神的聖言講；若有服侍人的，要按著神所賜的力量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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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1 你們也因著他，信那叫他從死裡復活，又給他榮耀的神，叫你們的信心和盼
望都在於神。

5: 11 願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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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6：9-13

11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12免我們的債，如同
我們免了人的債。

13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凶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
耀，全是你的，直到
永遠。阿們。

彼得前書第五章1-6

1我這做長老、做基督受苦的見證、同享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
間與我同做長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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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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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做群羊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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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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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

11/10/2019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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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第五章7-14

7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 8務要謹守、警醒，因為
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9你們要
用堅固的信心抵擋它，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是經歷這樣的苦
難。 10那賜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裡召你們得享他永遠的榮耀，等你們
暫受苦難之後，必要親自成全你們，堅固你們，賜力量給你們。 11願權能
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12我略略地寫了這信，託我所看為忠心的兄弟西拉轉交你們，勸勉你們，
又證明這恩是神的真恩。你們務要在這恩上站立得住。 13在巴比倫與你們
同蒙揀選的教會問你們安。我兒子馬可也問你們安。 14你們要用愛心彼此
親嘴問安。願平安歸於你們凡在基督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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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第五章 – 教會治理之道

❑ 重點：彼得前書第五章是勸勉與祝福，彼得以長老的身份勸
勉在主裏受苦的信徒，要順服，接受牧長的牧養，學習基督
僕人服事的樣式，凡事交託，抵擋魔鬼。依靠神，以信心度
過苦難的日子，領受神得贖的榮耀。

❑ 鑰節：彼前5：2-3 務要牧養上帝託付給你們的羊群，按著上
帝的旨意甘心樂意地照顧他們，不是出於勉強，不是為了謀
利，而是出於熱誠。不要辖制託付給你們的羊群，而是要做
群羊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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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第五章 – 分段

1. 對教會長老的勉勵（5：1-4）

2. 對一般信徒的勉勵（5：5-11）

3. 結論：囑託與祝福（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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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教會長老的勉勵（5：1-4）之一

1. 彼得以長老的身份勉勵（5：1）

a) 彼得自稱為長老：作長老的資格，職分和年紀

b) 彼得自稱是作基督受苦見證的：彼得參與了基督受苦的整個過程，如今為主作見
證

c) 彼得自稱是同享後來所要顯現之榮耀的：

i. 彼得曾經在山上看結果基督的榮耀（路9：32）

ii. 彼得告知將來與主耶穌一同坐寶座的榮耀（太19：28）

11/10/2019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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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教會長老的勉勵（5：1-4）之二

2. 長老的職責與工作（5：2-3）

a) 牧養與餵養：神的群羊

b) 照管與看顧：按照神的旨意

c) 出於甘心：不是勉強

d) 出於樂意：不是貪財

e) 做榜樣：不是管轄

f) 『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前4：12)

3. 長老的獎賞（5：4）

a) 牧長（主耶穌）顯現的時候

b) 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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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一般信徒的勉勵（5：5-11）之一

1. 勸勉年幼的因順服年長的(5：5a)

a)年幼的：年輕或靈命比較淺的

b)年長的：可能是年紀較長，或是指教會的長老

2. 眾人要以謙卑束腰（5：5b-6）

a)謙卑才是真正順服

b)束腰：僕人的服事心態

c)學習耶穌的樣式，先要自卑，服在大能的神手下，才能被升高（腓2：6-11）

3. 要將一切憂慮卸給神（5：7）

a)要交託給神，神會負責（參考太6：25-34）

b)『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

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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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一般信徒的勉勵（5：5-11）之二

4. 要謹守警醒抵擋魔鬼（5：8-9）

a)不警醒：彼得親身的經歷

b)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

c)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d)用信心抵擋魔鬼（參考弗6：10-18）

e)基督徒受苦難不是孤單的

f)要信賴賜諸般恩賜的神（5：10）

5. 受苦是短暫的

a) 神的心意不是要我們受苦，乃是要我們得榮耀

b) 在苦難中神會賜力量

c) 神會堅固我們度過苦難

d) 在苦難中才真正領受到神的祝福

6. 在苦難中讚美神（5：11）

a)彼得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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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交代事情與祝福（5：12-14）

1. 有關西拉的事（5：12）

a) 彼得略略的寫了這信

b) 託忠心的弟兄西拉轉交

c) 再次勸勉，要在恩典上站立的住

2. 有關巴比倫眾教會的事(5:13a)

a) 巴比倫即羅馬城

3. 有關馬可的事（5:13b）

a) 馬可：彼得屬靈的兒子

b) 馬可：彼得親密的同工

4. 問安與祝福（5：14）

a) 親嘴問安

b) 平安（Shalom）給在基督裡的人

11/10/2019生命河靈糧堂主日裝備課程 16

15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