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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牧养带领神的群羊(彼前 5:1-14) 
 

吕振中译本 ESV MSG 

1所以我这同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之

见证人的、又是在将要显示的荣耀中

有分的、劝你们中间同做长老的。2

你们要牧养那在你们中间的上帝羊

群，不是勉勉强强地，乃是照上帝旨

意甘心乐意地；也不是贪可耻之利

地，乃是有热心地；3又不是擅辖制所

托付你们的，乃是显为羊群榜样的。

4这样、那大牧人显现的时候、你们就

可以领收那不能衰残的荣耀之华冠

了。5你们年轻的、照样要顺服年长的。

你们众人、彼此相待、都要以谦卑为

装束；因为上帝敌挡狂傲的，赐恩给

谦卑的人。6所以你们要自己谦卑，服

在上帝大能之手下，让他在适当时候

叫你们升高。7你们要将一切才虑卸给

他，因为他关心于你们。8你们要冷静

戒备着，儆醒着。告你们的对头，魔

鬼，如同咆吼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

可吞吃的人。9你们要抵挡他，要在信

心上坚固，知道世界上跟你们一同信

主的弟兄姊妹、也正付着同样受苦之

经验的代价呢。10那赐万般恩惠之上

帝、就是曾在基督里召唤你们进入他

永世之荣耀的、必在你们暂时受苦之

后、亲自重立你们，使你们坚固，叫

你们强健，给你们立定根基。11愿权

能归于他、世世无穷！阿们。12我藉

着西拉、我所认为忠信的兄弟、略略

地写信、来劝勉你们，并见证这是上

帝真实的恩。在这恩上你们务要站立

得住。13在『巴比伦』与你们同蒙拣

选的教会、以及我的儿子马可、给你

Shepherd the Flock of God 
1
So I exhort the elders among you, as a 

fellow elder and a witness of the 
sufferings of Christ, as well as a partaker 
in the glory that is going to be 
revealed: 

2
shepherd the flock of God that 

is among you, exercising oversight, not 
under compulsion, but willingly, as God 
would have you; not for shameful gain, 
but eagerly; 

3
not domineering over those 

in your charge, but being examples to the 
flock. 

4
And when the chief Shepherd 

appears, you will receive the unfading 
crown of glory.

5
Likewise, you who are 

younger, be subject to the elders. Clothe 
yourselves, all of you, with humility 
toward one another, for “God opposes 
the proud but gives grace to the humble.” 
6
Humble yourselves, therefore, under the 

mighty hand of God so that at the proper 
time he may exalt you, 

7
casting all your 

anxieties on him, because he cares for 
you. 

8
Be sober-minded; be watchful. 

Your adversary the devil prowls 
around like a roaring lion, seeking 
someone to devour. 

9
Resist him, firm in 

your faith, knowing that the same kinds 
of suffering are being experienced by 
your brotherhood throughout the world. 
10

And after you have suffered a little 
while, the God of all grace, who has 
called you to his eternal glory in Christ, 
will himself restore, confirm, strengthen, 
and establish you. 

11
To him be the 

dominion forever and ever. Amen. 

Final Greetings 
12

By Silvanus, a faithful brother as I 
regard him, I have written briefly to you, 
exhorting and declaring that this is the 
true grace of God. Stand firm in it. 

13
She 

who is at Babylon, who is likewise 
chosen, sends you greetings, and so 
does Mark, my son. 

14
Greet one another 

with the kiss of love. 

Peace to all of you who are in Christ. 

He’ll Promote You at the Right Time 
1
I have a special concern for you church leaders. 

I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a leader, in on 
Christ’s sufferings as well as the coming 
glory. 

2
Here’s my concern: that you care for 

God’s flock with all the diligence of a shepherd. 
Not because you have to, but because you want 
to please God. Not calculating what you can get 
out of it, but acting spontaneously. 

3
Not bossily 

telling others what to do, but tenderly showing 
them the way. 
4
When God, who is the best shepherd of all, 

comes out in the open with his rule, he’ll see 
that you’ve done it right and commend you 
lavishly. 

5
And you who are younger must 

follow your leaders. But all of you, leaders and 
followers alike, are to be down to earth with 
each other, for-God has had it with the proud, 
But takes delight in just plain people. 
6
So be content with who you are, and don’t put 

on airs. God’s strong hand is on you; he’ll 
promote you at the right time. 

7
Live carefree 

before God; he is most careful with you. 

He Gets the Last Word 
8
Keep a cool head. Stay alert. The Devil is 
poised to pounce, and would like nothing better 
than to catch you napping. 

9
Keep your guard up. 

You’re not the only ones plunged into these 
hard times. It’s the same with Christians all over 
the world. So keep a firm grip on the 
faith. 

10
The suffering won’t last forever. It 

won’t be long before this generous God who has 
great plans for us in Christ-eternal and glorious 
plans they are!-will have you put together and 
on your feet for good. 

11
He gets the last word; 

yes, he does. 
12

I’m sending this brief letter to you by Silas, a 
most dependable brother. I have the highest 
regard for him. I’ve written as urgently and 
accurately as I know how. This is God’s 
generous truth; embrace it with both arms! 
13

The church in exile here with me-but not for a 
moment forgotten by God-wants to be 
remembered to you. Mark, who is like a son to 
me, says hello. 

14
Give holy embraces all 

around! Peace to you-to all who walk in Christ’s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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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问安。14你们要用爱的接吻彼此问

安。愿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全都平

安！ 

 

分段﹕ 

1.  牧养神各样的羊群(5:1-11) 

1.1. 对长老作牧养工作的劝勉(5:1-4) 

1.2. 对年轻人怎么谦卑顺服的劝勉(5:5-6) 

1.3. 对遭遇忧虑苦难者的劝勉(5:7-11) 

2. 以爱心问安(5:12-14) 

观察、解释、应用﹕ 

牧养神各样的羊群(5:1-11) 

对长老作牧养工作的劝勉(5:1-4) 

1所以，我这同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证人和分享将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人，勉励在你们中间的长老们： 
2

务要牧养在你们当中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顾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

而是出于乐意。3不要辖制所托付你们的群羊，而是要作他们的榜样。4到了大牧人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

到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 

「所以」是结果，原因是什么？是前一章(4:17)的提醒：「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 神的家起首。」为

什么彼得在这里没有使用他使徒的称号呢？原来牧养的工作注重的是生命的榜样，以丰盛生命的经验谈去

带领新生命的成长，而不是以使徒的权柄去管辖新生命！此外彼得特别要与他书信的对象--牧养小亚细亚(现

今的土耳其)众教会的长老们认同，与他们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长老」是什么意思？长老与监督是同

义字，属灵的经历比较丰富的长者，负责作教会牧养、教导、照顾的工作(参提前3:1-7;多 1:5-9)，就好象

今日教会的牧师一样。不过当时的长老是固定在本地的教会而不会到别处去作牧养工作的。彼得有什么特

殊的经历？他与主耶稣基督天天生活在一起有三年半之久，也亲眼看到主耶稣的受苦与受到不公平的审判

(参太 16:21-23，26:31-75)。所以主耶稣生活上的好榜样，彼得是一清二楚的。他也清楚知道主耶稣将会

第二次荣耀的再来(参徒1:9-11；帖后 1:7、10)，与第一次来到世上受苦成就救赎的工作完全不同，那是

活泼值得所有弟兄姊妹们渴慕的盼望。彼得与长老们认同的目的是让他们因为有美好的前瞻而可以放下目

前的难处挑战而甘心乐意的做好神仆人牧养的事工。彼得有同理心是因为他是过来人，曾经历过多次失败。

因为他年轻时经常靠自己，凭着血气行事。他也特别提醒这些长老们牧养的对象是谁？是神的群羊，而不

是牧者自己的群羊！如果清楚知道是神的群羊，他们只不过是受托办事而已，那么会不会不问神的旨意而

自作主张呢？当然不会，而当经常寻求神的旨意、原则。神有些什么基本心意原则呢？事奉必须是甘心乐

意而无丝毫勉强，也不是因利害关系而斤斤计较。此外经常要注意自己是不是以爱心为出发点？是不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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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稣为榜样？如果愿意以主耶稣为榜样，那么就要学会舍己让主耶稣的心意从自己身上彰显的大原则，

继续不断的操练而得到灵命的进深。那么到了我们灵魂的大牧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永永远

远不朽坏、满有荣耀的奖赏。既然有大牧人「牧长」，谁是小牧人呢？所有接受主耶稣为生命之主的弟兄

姊妹都应当是小牧人！有新生命美好的见证！ 

思想：自己信主多少年了？为主作了些什么见证？曾否为主受过苦？你与你的属灵伙伴有些什么认同？如

果现在你还没有认同的伙伴，至少你可以与谁认同？自己渴慕不渴慕主耶稣的再来？有没有与别人分享自

己对再来的渴慕？自己为教会或团契做事是不是甘心乐意？或是觉得有些不情愿？如果不情愿，有些什么

因素造成？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比较容易被私欲牵引？在自己的活动范围，有没有可能引动贪财欲望的机

会？怎么处理？自己在什么情况下，比较不会考虑别人的看法意见？你对生活中周遭的敏感度高不高？怎

么知道？对神旨意的敏锐度又如何？经常亲近神吗？自己是小牧人吗？ 

应用：简单写下一件最近生活上的见证，并且与一位朋友分享你的见证。如果还没有经常祷告，请开始养

成每天祷告的习惯。 

对年轻人怎么谦卑顺服的劝勉(5:5-6) 

5同样，你们年轻的，要顺服年长的。你们大家都要以谦卑当衣服穿上，彼此顺服，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

但赐恩给谦卑的人。” 
6所以，你们要谦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这样，到了适当的时候，他必使你们升高。 

好牧人彼得对长者劝勉过后，对年轻人也同样有属灵长者的劝勉。年轻人血气方刚、做人处事的经验比较

缺乏、做事常常意气用事而没有经过周详的计划。所以教导年轻人要有谦卑学习的态度，愿意向有经验的

长者讨教、吸取他们人生宝贵的经验。不但如此，彼此也要年轻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完成了一件自以

为了不起的事而自高自大，当以谦卑顺服的心与其他的人配搭事奉。主耶稣就是最标准顺服的榜样，在世

上生活完全按照天父的旨意进行。神有神的时间表，到了时候你我都会明白神周详的计划的。那时候没有

人会觉得自己受了任何的委屈、被压迫。 

思想：自己觉得是不是对别人身心灵的需要很敏感？你觉得从别人身上有许多可以学习的长处吗？自己什

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会比较自高而忽略了别人？你有时会觉得神不公平吗？为什么会如此想？你认为什么

是神的大能大力？与你会有些什么关系？什么是仆人心志？今天的仆人心志中谁是主人？怎么能够更加

清楚明白主人的心志？ 

应用：在最近一、二个星期，操练在半个小时中至少让别人能无话不谈，而你能继续不断回应对方所说的

话题(不是自己认为有趣的话题)。 

对遭遇忧虑苦难者的劝勉(5:7-11) 

7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8务要谨慎，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

狮子，走来走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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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

经历这样的苦难。10那赐一切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了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在你们暂受苦难之后，

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建立你们。11愿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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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忧虑」指任何造成内心不安、压力的情况、事件、或因素。这些都不要自己担当，而要推卸给神，

让神去担当。为什么？因为神是顾念我们的神。「顾念」不受时空的限制，因为我们的神是日夜不打盹的

神。不过不忧虑并不是指完全安逸松懈没有任何戒备、警惕。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黑暗的，到处充满

撒旦无孔不入的陷阱！世界上许许多多没有防备的人被它吞吃了！不过撒旦并不是无往不利(它必须寻找)，

而是有许多它无法掌控的神的儿女。属神的人如何抵挡神的仇敌撒旦？要用坚固不动摇的信心抵挡它！认

知神的保守是永远不改变的，就是我们软弱无力时还是保守。是的，在这个世上一定会遇到苦难、挑战，

周遭有许多弟兄姊妹也一同样受苦。不要紧，我们有盼望。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一切的恩典都是从神而来，

包括被神拣选成为祂的儿女。暂时的苦难会加增我们灵命的成长成熟，更加讨神的喜悦。所以受到暂时的

苦难时更应当称颂赞美我们活生生的真神，如同大卫经常的颂赞一样。 

思想：自己心中最大的压力、担心是什么？最近有没有一些使你睡不好觉的事件？你觉得人可能没有任何

压力吗？当自己把时间放在忧虑上，那么什么时间就减少了？为什么不要忧虑？你觉得神爱你吗？你在什

么时候最松懈、不警惕？你有属灵的伙伴，在重要关头提醒帮助你吗？自己是不是撒旦所寻找可吞吃的人？

怎么知道自己不是呢？你的信心如何？怎么知道自己信心的程度？在生活中遇到难处、挑战时，你如何掌

控？弟兄姊妹有难处时，你怎么支持帮助？有没有感受经历从前不曾经历过的恩典？ 

应用：思想一件最近的挑战、难处，在诗篇中寻找 2-3节经文把挑战难处抛弃而成为颂赞。 

以爱心问安 

12我简单地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弟兄西拉交给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真实的恩典；你

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13在巴比伦与你们同蒙拣选的教会向你们问安。我儿子马可也向你们问安。14

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吻问安。愿平安归给你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 

彼得这封書信簡單扼要，并不多说，但是重点却没有任何疏忽。西拉的生活表现使得彼得认出他是忠心的

弟兄，可见忠心是让神使用的必要条件。有忠心可靠性就十分坚固，不会出错。真实的恩典是经过考验而

显著突出的恩典，就好象彼得写书对象经过苦难、试炼能够得胜而特别显出的恩典一样。彼此问安建造是

建立美好团契生活的开始，更重要的是从神而来的爱，不受时间空间限制而彼此紧密连接毫无空隙。彼得

有马可作他属灵的儿子、受造就，也成为团契间的联络 

思想：自己与人说话或写信是不是精简？还是拖泥带水？自己会不会被神看为忠心呢？有谁是自己可以信

托的同工？自己如何宝贝神所赐诸般的恩典？自己怎么与教会其他团契的弟兄姊妹问安？自己有没有属

灵的儿子？如果没有，怎么产生？ 

应用：到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团契中，作自我介绍，更好的方法是作见证与不熟悉的团契肢体有属灵上的交

流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