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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  第五章 

 

I. 論長老的職事（五1-5） 

A. 背景  

 前文﹕論及「審判是從上帝家起首」，因此長老對群羊的牧養尤其顯得重要 

 耶穌升天前對彼得的吩咐「你餵養我的羊」（約二十一章） 

 「長老」﹕此字本意是年長的人，摩西年間立了七十位長老管理民間事務

（民十一16-25）。猶太人的社會，也出現了一些年紀較長，德高望重的人，

成為社會上及猶太人會堂中的領袖。初期教會沿用了長老制，是教會中一項

職事，按恩賜被選，但與年紀沒有直接關係 

 牧養（約十11，14、來十三20）﹕耶穌是群羊的大牧人，彼得強調信徒學效

基督（二21，四1），以牧人的職事為念 

 正因為信徒經歷逼迫，作領袖的更需要在這時候站出來作帶領的工作，但他

們亦因此成為更明顯被攻擊的目標 

 注意「牧養」是過去不定時態（Aorist），亦是命令語（Imperative），強調長

老們要有牧養群羊的行動，而此行動要維持到主的再來 

 

B. 彼得的自稱（五1） 

 作長老的 

 同彼得也是長老，因此他體恤明白長老們所經歷及面對的挑戰 

 為何自稱為「長老」而非「使徒」？ 

 有些學者因而懷疑寫信人不是使徒彼得 

 但「長老」及「使徒」兩個稱謂可以是沒有抵觸的，事實上，因「使

徒」的獨特身份，往往被視為「長老」 

 作基督受苦的見證人 

 是「後來要顯現的榮耀」的分享者 

 

C. 如何牧養（五2-3） 

 按上帝的心意 

 甘心樂意 

 不貪財 

 以身作則 

 分享﹕你覺得一個屬靈領袖最重要的特質是甚麼？ 

 牧養到什麼程度？（約十三1） 

 

D. 應許的獎賞（五4） 

 將來有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E. 年幼的（五5） 

 和合本中「也」的意思是 in the same way (NIV), similarly (Jobes) ﹕大的和小的都

要以耶穌基督的順服作榜樣 

 箴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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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上帝如果今天是放我們在一個屬靈的領導位置，我們有否按祂

的心意去牧養群羊呢？我們有花時間去明白上帝的心意，然後去承擔

領導的職份嗎？當我們灰心時，有將目光放於將來嗎？ 

 

 

II. 最後的訓示、鼓勵（五6-11） 

A. 彼得在此解釋信徒在社會中受到各方面的逼迫，其實背後是有一個屬靈的因素﹕

是那惡勢力的作祟，是魔鬼的工作。信徒若要得勝，一方面要存謙卑的態度，順

服上帝的安排，另一方面，要抵擋魔鬼，堅守立場。 

 

B. 這段經文有三個命令 

 五6 要在上帝大能的手下謙卑下謙卑 

 五8 要謹守、要儆醒 

 五9 要抵擋仇敵魔鬼 

 

C. 這段可分為三個部份 

 五6-8上﹕接受苦難好像是從上帝手中所領受（Accepting difficult times as from 

God’s hand） 

 彼得不斷的提到「上帝大能的手」（五6），這描述多次在出埃及的故事中

出現，用以形容上帝如何帶領以色列出埃及、入迦南；但新約只有這裏出現 

 彼得在此之前已經解釋了﹕ 

 為義受苦不在上帝旨意以外（三17） 

 遭遇試煉不要以為奇怪（四12） 

 試煉是上帝審判的煉淨（一7，四7-19） 

 在仇敵面前要要謹守儆醒，因仇敵魔鬼如遍地遊行的獅子 

 以信心交託上帝（好像主耶穌）；不是跟上帝「辯論」，這是撒旦的詭計

（一11，二21，三18，來五7-10） 

 五8下-9﹕站穩抵抗魔鬼（Standing fast against the devil） 

 這裏的獅子和五1-5的群羊前後呼應 

 彼得讓受苦的讀者明白他們不是孤單地面對魔鬼的攻擊，分佈其他地方的信

徒也面對和經歷相同的苦難。受苦的信徒應該同心面對仇敵，共同進退，共

同抗拒（四7-8） 

 要站穩，靠上帝抵抗魔鬼（take your stand against the devil），也要表明立場 

 五10-11﹕相信上帝會施行公義（Trusting God to put things right） 

 這是一段頌讚禱告，和一1-7前後呼應 

 五10﹕眷顧的上帝（和合本、NIV）    

那賜諸般恩典的上帝、 And the god of all grace 

在基督裡召你們、  who called you to his eternal glory in Christ 

得享他永遠的榮耀、 

等你們暫受苦難之後、 after you have suffered a little while 

必要親自成全你們、 will himself restore you and 

堅固你們、   firm and steadfast 

賜力量給你們。  make you strong 



 生命河靈糧堂主日學 彼得前書  黃萬麟(Nicholas Wong) 
 

  
 13T2 Page 42 

 But the God of all grace, who called you into his eternal glory in Christ, after you 

have suffered a little while, will himself put things right, strengthen, empower, [and] 

secure [you]. (Karen Jobes) 

 你覺得現在有甚麼是“not right”的呢？你相信主耶穌回來時會把萬有都

“put things right”嗎？ 

 五11﹕一首簡短的榮耀頌，強調惟有上帝才是永遠有權能的那一位 

 Dominion、權能（這詞在四11下第一次出現） 

to [Jesus Christ] belong the glory and the dominion forever and ever! Amen! 

To him be the dominion forever! Amen!  
 Dominion 屬於誰的呢？ 

 

 
思想﹕今天在我們的信仰生活上魔鬼最大的攻擊是甚麼？我們能如何

謹守，儆醒去回應這個攻擊？我們今天靈裏最渴求的，能幫助我們面

對這些攻擊嗎？ 

 

 

III. 最後的問安（五12-14） 

A. 彼得在最後再次簡要的說出他寫信的原因 

 『證明這恩是上帝的真恩．你們務要在這恩上站立得住。』 

 

B. 前後呼應的問安 

 

彼前一1-2 彼前五12-14 

彼得 

Peter 

我 

I 

被揀選的 

to the chosen 

與你們同蒙揀選的教會 

she chosen with you 

分散的 

Diaspora 

巴比倫 

Babylon 

願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給你們 

peace to you 

願平安歸與你們 

peace to you 

 

 

 

This final word of Peter’s apostolic message in 5:12 both exhorts his readers and 

confirms to them the truth that, despite their suffering and despite circumstances that 

may appear to the contrary, they have been born again into a living hope through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Through his own suffering, Jesus has conquered all evil 

and has called them to follow his footsteps through life, through death, and into glory. 

Those who do will be vindicated and glorified by God, just as Jesus was. The only just 

Judge of humanity is its Creator, who is also the Father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of 

all chosen to enter into the new covenant in Christ’s blood (1:1-2). Therefore, stand 

fast in that knowledge, for everything else will soon end.  (Karen Job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