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彼得前書系列 7 課／站穩腳步 

 

 

一、破冰活動／ 

01. 請分享你以前曾參加過的一次考試或測驗的經歷，例如駕照考試、面試、入學考、

運動比賽、或相親等等。 

02. 請說明那次考試或測驗對你的人生或生活產生何種影響？例如駕照考上後使你能

跑得更遠，而且因為要養車錢花得更兇… 

 

二、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讀聖經，然後討論／彼得前書 1：3-9  

 

1:3 願頌讚歸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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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 

1:5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預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1:6 因此，你們是大有喜樂；但如今，在百般的試煉中暫時憂愁， 

1:7 叫你們的信心既被試驗，就比那被火試驗仍然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可以在耶穌基

督顯現的時候得著稱讚、榮耀、尊貴。 

1:8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今雖不得看見，卻因信他就有說不出來、滿有

榮光的大喜樂； 

1:9 並且得著你們信心的果效，就是靈魂的救恩。 

 

 

註：基督徒活在廿世紀非常不簡單，需要面對壓力、衝突和影響。耶穌從未應許我們過

一個無風浪的生活，相反的，耶穌曾提醒我們，要勇敢的面對苦難。彼得在此書中，勉

勵小亞細亞（如今的土耳其）會友，無論情況如何困難，要看衝突為門徒訓練，在愛中

彼此關懷、服務並支持；在敬虔中敬拜上帝。 

四、開端問題／家庭關係對每一個人都有深遠的影響 

 

04.01 彼得在第四節說「可以得著…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是什麼意思？ 

 

04.02 你從經文中能否看出彼得的基督徒人生觀？下列何者是最好的說明？ 

** 基督徒人生總是向上攀爬的人 

** 基督徒人生有如在玫瑰花叢中摔跤 

** 基督徒人生有時也會相當困難 

** 基督徒人生很理想，但無法作到完美 



** 基督徒人生不過是跟隨主的腳蹤 

** 其他 

 

04.03 困境、艱難、掙扎等 

**是不順服神的結果 **可以教導我們一些功課 **使生活更難過 

**使我們的信心更堅強 **通常是有名氣的基督徒才會遇到  

**成為基督徒必經的過程 **其他 

 

04.04 為了幫助我們在考驗中安然度過，我們可以接受主的幫助，並與祂保持好的關係。

這種關係使我感到 

**害怕 **愛 **如同講員所說 **信心 **其他 

 

04.05 如果我們對所面臨的苦難加以忍耐 

**可以稱為超人基督徒 **加深臉上皺紋 **得到主的贊賞 

**發現永恆的快樂 **成為強壯的基督徒 **其他 

 

 

五、聖經問題 

 

05.01 你想早期的基督徒為了信仰甘心忍受苦難，到底內在的動力是什麼？ 

 

05.02 彼得在第七節中所說的真信心是怎樣的信心？ 

 

 

05.03 彼得說基督徒要面對「百般的試煉」，你能舉幾個例子說明今日的基督徒因著信

仰所會遭遇的挑戰嗎？ 

 

05.04 你能舉個例子說明信心經過考驗後使我們更明白神、更認識人或更了解自己？ 

 

六、心靈回響 

 

06.01 我面對苦難時，通常會 

放棄---------------------------------------------堅忍到底 

向神責問-----------------------------------------信賴神帶領 

需要朋友幫助-------------------------------------獨立撐住 

 

06.02 我曾經歷的信心考驗是… 

 



06.03 當你面臨苦難時，神可以透過下列的協助管道來幫助你，你覺得何者最有益處？ 

**禱告 **得到小組的支持 **讀聖經 **與朋友談談 

**到安靜處散步 **找專家協助 **其他 

 

 

七、彼此鼓勵與代禱 

請為各組員的實際需要禱告。 

 

 

 

 

 

 

 

 

 

 

 

 

 

 

 

 

 

 

 

 

 

 

 

 

 

 

 

 

 

 

 



彼前／跟隨基督腳蹤  

一、破冰活動／隨意選擇一兩項分享，說明一下為什麼  

01. 請試試看，選擇一種或多種顏色來描述你的生活；（例如，紅色：喜歡冒險、刺激

的生活；灰色：似乎在某種壓力或烏雲底下，有志不得伸）。紅色？黑色？藍色？灰色？

綠色？黃色？紫色？其他？彩色？  

02. 若把生活與食物來比喻，你的生活又像什麼？清蒸鱈魚？烤牛排？青菜沙拉？乳酪

麵包？清燉蛤礪湯？其他？什錦炒麵？茶葉蛋？快炒豆苗？北平烤鴨？  

03. 若是與東西的材質來看你的生活，它會像什麼呢？羊毛毯？石頭？布丁？草蓆？磨

光的大理石桌面？刨冰？禢禢米？塑膠地毯？圓石健康步道？  

 

   

二、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讀聖經，然後討論／彼得前書 1：13-25  

1:13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原文是束上你們心中的腰）謹慎自守，專心盼望耶穌基

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 14 你們既作順命的兒女，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

的時候那放縱私慾的樣子。 15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16 因為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17 你們既稱那不偏待人，

按各人行為審判人的主為父，就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 18 知道你們得

贖，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 19 乃是憑著基督的

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20 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神知道的，卻在

這末世才為你們顯現。 21 你們也因著祂，信那叫祂從死裡復活、又給祂榮耀的神，叫

你們的信心和盼望都在於神。 22 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心，以致愛弟兄沒

有虛假，就當從心裡（從心裡：有古卷是從清潔的心）彼此切實相愛。 23 你們蒙了重

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神活潑常存的道。 24 因為

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 25 惟有主的

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  

   

四、初步聖經問題／跟隨主不是成為猶太人，或是離群索居  

04.01. 15 節要我們成為聖潔的意思是：  

（1）按時上教會聚會 （2）遠離有泥漿之地 （3）不咒罵別人（4）過一個平凡的生活



（5）愛人愛神（6）虛心學習，以聖經原則生活（7）常穿白色衣服（8）忍耐別人的迫

害（9）分出時間作神要我們去作的事（10）其他  

04.02. 基督徒將生命奉獻給主，主要是因…  

（1）基督為我們付上生命的代價 （2）所有的人生問題將會全消失 （3）他們住在「基

督徒圈內」身不由己（4）這樣才會讓人尊敬（5）因大家都這麼作（6）因如此可以預

約天堂土地（7）在這黑暗的社會，尋求一個生命的保障（7）其他  

04.03. 22 節說到「愛別人」是聖潔生活的証據，請問愛人的真諦是：  

（1）變成像他們一樣（2）接納他們、喜歡他們（3）盡量給他們一切所求的（4）把別

人看成很可愛的（5）對待他們如同你要他們怎麼待你（6）讓人騎到你的頭上來（7）

同意他們所表達的意見（8）其他  

五、進深聖經問題／  

05.01. 要怎樣才能作出 13 節所說「約束你的心」？  

（1）多禱告（2）將自己與基督聯合（3）盡量體會別人的需要（4）多關心社會所發生

的事情（5）常常自我檢討（6）對神的話順服（7）每天作仰臥起坐（8）其他  

05.02. 17 節所說「存敬畏的心度日」是指何意？  

（1）一想到神的名字就發抖（2）尊重神所創造的萬物（3）為維持正義打拼（4）做一

個令人尊敬的人（5）謙卑過日子（6）過修道士的生活（7）服務周遭的人（8）忍耐生

活的辛苦（9）讓主做我生活的主，來管理我的生活（10）其他  

05.03. 基督為我們放棄生命；你認為基督徒比較不容易為主放棄什麼？  

（1）名聲（2）金錢（3）工作（4）家庭（5）房子（6）社會地位（7）時間（8）野心

（9）其他  

六、我的故事／  

06.01. 我覺得「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這句話似乎令人感到  

（1）有點無聊（2）令人興奮（3）十分困難（4）幾乎不可能（5）感到蠻有價值（6）

有些無力感（7）好像無特別目標（8）相當冒險（9）其他  

06.02. 我在下列各方面的聖潔程度，讓神掌管的程度各有不同，如圖所示  

   



 
   

   

   

   

   

   

   

   

七、彼此鼓勵與代禱  

請為各組員的實際需要禱告。  

 

 

 

 

 

 

 

 

 

 

 

 

 

 

 

 

 

 

 



彼前／壁上之石  

一、破冰活動／請想想自己的特色和哪些石材特性相近，然後彼此分享  

許多建築物會使用許石材，有的石頭做基礎，有的石頭做裝飾，不同的石材各有其特性，

例如：  

大卵石／堅硬、可靠，能對其他建才提供支持的力量，有時是隱藏的  

耐火石／耐高溫、堅忍，能在惡劣的環境中生存  

裝飾石／公共關係不錯，站在明顯位置，能幫助使別的建才更美  

房角石／調適自己在適當的重要位置，默默的做好自己的工作  

壁磚石／集合小小的石磚為一整片石牆，不凸顯個別性，能融合於整體中  

孤石／擺飾於庭園中，有時供人乘涼，平時少出風頭    

二、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讀聖經，然後討論／彼得前書 2：4-10  

2:4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棄的，卻是被神所揀選、所寶貴的。  

2:5 你們來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為靈宮，作聖潔的祭司，藉著耶穌基督奉

獻神所悅納的靈祭。  

2:6 因為經上說：看哪，我把所揀選、所寶貴的房角石安放在錫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

於羞愧。  

2:7 所以，他在你們信的人就為寶貴，在那不信的人有話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

角的頭塊石頭。  

2:8 又說：作了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他們既然不順從，就在道理上絆跌；他們這

樣絆跌也是預定的。  

2:9 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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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    

四、初步聖經問題／彼得描述耶穌好像活石…  

04.01. 你認為基督徒與石頭的關係是  

（1）將自己的生活建造在石頭上 （2）將石頭雕刻成自己喜歡的形狀，以便適合於自

己想做的工（3）永無止境的討論石頭（4）拒絕做一顆「石頭」（5）把自己躲在石頭

後面（6）將石頭當作基礎，來構造一幅圖畫（7）其他  

04.02. 你認為教會與石頭的關係是  

（1）特別的一棟建築物 （2）一個宗教組織 （3）一群愛耶穌的人的集合 （4）一個

常常唱歌的合唱團體（5）婚、喪節慶人們聚集的的場所（6）一個禱告的地方（7）神

住的地方（8）其他  



04.03. 你認為教會存在的目的是為了  

（1）在面對難題時可以保護我們（2）提供讚美神的地方（3）提供一些人工作機會（4）

讓人們互相認識爭取商業機會（5）約束人們的心，以免道德日下（6）幫助窮人與被欺

壓的人得解脫（7）宣告神福音的好消息（8）其他  

04.04. 我們是神的選民，罪得到神的赦免，是由於  

（1）我們的表現還可以（2）神是願意赦免我們罪的神（3）我們自己希望過一個無罪

的生活（4）牧師告訴我們要這樣（5）約我們都需要一個無罪一身輕的日子（6）我們

已經忍耐夠多的痛苦（7）其他  

五、進深聖經問題／  

05.01. 第 5 節，彼得說「神所悅納的靈祭」是什麼意思？  

05.02. 在第 5 節與第 9 節，彼得對「基督徒團體」是如何描寫的？請分享其中你覺得最

有意義的描述。  

05.03. 第 9 節彼得說，基督徒要「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覺得

是指什麼？有何理由「宣揚美德」？個人如何做？團體又如何做？  

六、我的故事／  

06.01. 你的生命將「被建造成為靈宮」，目前進度如何？  

計劃中 ------------------------------- 毀壞中  

基礎建造中 --------------------------- 屋頂建築中  

結構已經完成 ------------------------- 室內設計完工  

06.02. 小組中的人有如建物中的一塊石，我在小組裡是否感覺到被支持？  

 

   

   

七、彼此鼓勵與代禱  

請為各組員的實際需要禱告。 

 

 



彼前／做世上的鹽 

 

一、破冰活動／你所關心的是什麼？ 

規則：01 全體站立。 02 當主持人讀出一個主張時，所有的人可以自由選擇三個小組

中的一個，並且移動位置到該小組。 03 三個小組分別是贊成該項主張、反對該項主張、

不太確定究竟贊成或不贊成 04 各組的人當中由一位到兩位說明他們贊成或不贊成的

理由，小組員聽到各理由後，若覺得別組的理由較有道理，還可以跳槽到別的組。 

主張： 

01 上高速公路強迫人要繫安全帶，使人很不自由，應該廢除 

02 煙酒有害健康，所有煙酒廣告都應該一律禁止 

03 廿歲就可以投票，實在太年輕、不成熟，應提高到 24 歲 

04 所有公車或火車的票價，應該由政府補貼，使大眾交通更便宜 

05 60 歲以上的人除非經過特殊考試，否則不能允許開車或騎摩托車 

06 教會建築物不應該免稅 

 

 

二、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讀聖經，然後討論／彼得前書 2：11-17  

 

2:11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是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勸你們要禁戒肉體的私慾；這私慾

是與靈魂爭戰的。 

2:12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因看見你們的好行

為，便在鑒察（或譯：眷顧）的日子歸榮耀給神。 

2:13 你們為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 

2:14 或是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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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你們雖是自由的，卻不可藉著自由遮蓋惡毒，（或譯：陰毒）總要作神的僕人。 

2:17 務要尊敬眾人，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 

 

 

 

四、初步聖經問題／選擇贊成○ 、不贊成╳ 、有時贊成△  

 

04.01 從經文 12 節看來，身為基督徒應該 

**有好行為 __ **遵重別人的權利 __ **將別人想法變成基督徒 __  

**期待別人按照聖經道德標準做事 __ **遵守政府法律規章 __  



 

04.02 13 節「順服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意思是 

**不問青紅皂白一律遵守 __ **加入示威團體、參加遊行 __ 

**若覺得法律需要改變，可以努力從各種管道建議改變 __ 

**為了神的名乖乖忍受不合理的法令 __ 

 

04.03 16 節「你們是自由的」意思是 

**只要不妨害別人，可以自由做自己喜歡的事 __  

**只要沒人看見，可以自由做自己喜歡的事 __ 

**做神所喜悅的事，愛人、愛神 __  

**只要小組的人同意，就可以做 __ **只要心中覺得對，就可以做 __ **按照一般人所

作的去做 

 

04.04 17 節「務要尊敬眾人」意思是 

**喜歡別人 __ **以最好的方式待人 __  

**希望別人心信自己所信的 __ **讓別人能按個人的方式生活 __  

**將別人看成人 __ **同意別人的看法 __  

**容納不同的意見與看法 

 

 

五、進深聖經問題／ 

 

05.01 「務要尊敬眾人」，你能否列出五種不被社會尊敬的人 

 

05.02 17 節「敬畏神」表示要記得神是誰，並且以敬畏的心站在神的面前，不誤用神給

我們的自由，你能否舉出可以表達「敬畏神」的一種生活方式？ 

 

★註／ 新約聖經教導我們「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 

 

君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因為這些是神用來維持社會法律與秩序的。但 

是，很明顯的，有時候領導階層做事往往會與上帝的公義、慈愛、公平、憐憫等原則相

抵觸，在這種情況下，基督徒以服從神不服從人為最高原則，請參考使徒行傳 4：19。

另外舊約中但以理 的故事也說明了這個原則。 

 

 

六、我的故事／ 

 

06.01 以下各項都會影響生活品質，哪些是你覺得目前做得還不錯的？ 



**有說話的自由 **有健康保險制度 **有法治與秩序 

**有好的教育制度 **享受經濟自由 **能自由遷徙、活動 

**其他 

 

06.02 如果要改善上述的品質，個人或小組可以做什麼來幫忙呢？ 

 

 

七、彼此鼓勵與代禱 

請為各組員的實際需要禱告。 

 

 

 

 

 

 

 

 

 

 

 

 

 

 

 

 

 

 

 

 

 

 

 

 

 

 

 

 

 



彼前／挺起胸膛面對困境 

 

一、 Welcome 破冰活動／你能否面對極簡單的責任？ 

每個人發五張卡，然後自由找人對話，分別問對方五個問題，被問的人必須迅速回答，

但回答的人有責任避免用「是」和「不是」來回答。 

如果回答的人不小心說出「是」或「不是」，問問題的人就可以把手上的一張小卡給回

答的人。時間約五分鐘左右，到最後看看誰的小卡最多，誰的小卡最少？ 

別說要面對生活中多重的任務，有時甚至單一的任務都不容易達成；卡最多的人代表小

組中最不能守住簡單任務的人。 

 

二、 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聖經，然後討論／彼得前書 3：8-18  

 

08 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謙卑的心。 

09 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承受福氣。 

10 因為經上說：人若愛生命，願享美福，須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  

11 也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趕。 

12 因為，主的眼看顧義人；主的耳聽他們的祈禱。惟有行惡的人，主向他們變臉。 

13 你們若是熱心行善，有誰害你們呢﹖ 

14 你們就是為義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嚇，也不要驚慌； 

15 只要心尊主基督為聖。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

的心回答各人； 

16 存著無虧的良心，叫你們在何事上被毀謗，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誣賴你們在基督裡

有好品行的人自覺羞愧。 

17 神的旨意若是叫你們因行善受苦，總強如因行惡受苦。 

18 因基督也曾一次為罪受苦，就是義的代替不義的，為要引我們到神面前。按著肉體

說，他被治死；按著靈性說，他復活了。 

 

四、初步聖經問題／ 

 

04.01. 你認為彼得主張基督徒的態度應該是 

（1）有愛心 （2）活得有盼望 （3）有喜樂（4）盡量做好事情 

（5）驕傲（6）對人施壓力 （7）謙卑 （8）心懷惡意 （9）溫和  

（10）可被信賴 （11）有罪惡感 （12）和平 （13）易生氣  

（14）害怕 （15）有風度（16）其他 

 

04.02. 第 15 節「只要心尊主基督為聖」，我們應該怎樣做？ 



（1）愛祂 （2）害怕祂 （3）順服主 （4）信靠主（5）與主說話 

（6）考驗耶穌（7）單純的與主一起生活 （8）保持靜默（9）敬拜祂（10）與祂爭論

（11）對祂抱怨（12）向人介紹主（13）其他 

 

04.03. 耶穌為何而死？參第 18 節 

（1）讓我們有向別人介紹祂的題材（2）為要引導我們歸向神 

（3）為祂的門徒設立跟隨榜樣（4）彰顯神的能力  

（5）一個謙卑的行動（6）因祂無法解救自己 

（7）祂是羅馬政權底下的受害者（8）其他 

 

五、進深聖經問題／ 

 

05.01. 第 8 節說「你們都要同心」同心是指什麼？ 

 

05.02. 從 9-12 節中看來，當基督徒被傷害時，他應該如何做？ 

 

05.03. 第 15 節說「心中盼望的緣由」Giving "the reason for the hope that you have"是指什麼？ 

 

六、我的故事／ 

 

你是否能說出小組有何能吸引別人的特質？在某個特質中，你覺得哪一種特質是你最能

貢獻的？ 

 

**對於分享的人專心傾聽 **真誠的友誼與愛心 

**願意撥時間來分享與學習 **能接納不同的意見 

**渴望追求做一個完全人 **其他 

 

七、 Work 彼此鼓勵與代禱 

請為各組員的實際需要禱告。 

 

 

 

 

 

 

 

 

 



彼前／使用你的恩賜 

 

一、  

Welcome 

破冰活動／請自由選擇下列一個或數個主題分享 

最近讓你感到最有趣的事是什麼？ 

最近讓你感到最擔心的事是什麼？ 

最近讓你感到最困惑的事是什麼？ 

最近讓你感到最難過的事是什麼？ 

最近讓你感到最有意義的事是什麼？ 

最近讓你感到最無聊的事是什麼？ 

 

二、 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聖經，然後討論／彼得前書 4：7-11  

 

4:07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 

4:08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4:09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 

4:10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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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初步聖經問題／ 

 

04.01. 讀了彼得所寫的這段經文，你對經文的整體印象是什麼？ 

**有些驚慌／因為有可能末世已經快結束了 

**關心／感到自己的心尚未準備好 

**喜樂／覺得沒有掙扎的好日子快來臨了 

**有希望／我們基督徒將一起事奉走向未來 

**困惑／我能提供何種恩賜呢？ 

**其他 

04.02. 新約聖經將教會比喻成一個以基督為頭的身體，又說是一位準備好迎接新郎的新

娘。當然我們新郎不希望見到一位生病、不合一的身體；新郎也不會希望見到蓬頭散髮、

懶散、倦怠的新娘，一副不期待新郎來臨的樣子。那麼，我們應如何準備迎接耶穌？ 



**與基督徒合一，彼此相愛 

**認真打網球多運動 

**多向人分享基督 

**真誠的敬拜神 

**使用神所賜的恩賜彼此扶持 

**將自己的家庭開放給其他的人 

**其他 

 

04.03. 彼得在此段經文中所提到的「恩賜」是何意？參第 10 節 

（1）天生的才華、天賦、本領 

（2）神祕密地且個別給基督徒的特別指示 

（3）所學到的技巧（4）神贈予基督徒的特別能力 

（5）能分享耶穌與服事他人的能力，若是願意嘗試，人人都可獲得（6）是一節寶貴的

聖經節，逐漸受到基督徒的重視 

（7）其他 

 

五、進深聖經問題／ 

 

05.01 彼得信中所提到的信徒，當他們面臨苦難與試煉時，你想他們需要何種恩賜？ 

 

05.02 從 8-11 節中看來，下列所提在小組或教會中的重要性如何？ 

非常重要 不重要 

**常常思考神的話、傾聽神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 

**好好發揮每個人的恩賜 ____________________ 

**彼此互相服事 ____________________  

**彼此相愛 ____________________ 

**常常讚美上帝 ____________________ 

**慷慨地在別人的需要上貢獻自己 ____________________ 

05.03 神賜給我們恩賜，也同時會讓我們有機會去發展它，我們應如何發展，請在每項

的後面圈記號，表示你曾經如此嘗試過 

**參加一個有關恩賜的訓練課程 □是□否 

**為自己能用恩賜事奉禱告 □是□否 

**常常使用恩賜事奉、練習自己已有的恩賜 □是□否 

**閱讀一本有關恩賜的書 □是□否 

**不顧後果的繼續使用恩賜並盼望能越事奉越好 □是□否 

**從聖經中得幫助 □是□否 

**其他 

 



 

六、我的故事／ 

 

06.01 你是否能說出小組中的哪些人有哪些恩賜、天賦或技巧？請你將他們的名字寫下

來分享。 

**鼓勵別人__________ **教導__________ **服務__________  

**青年工作__________ **傾聽__________ **關懷__________  

**實際幫忙__________ **講道__________ **翻譯__________  

**和 事 佬__________ **音樂__________ **協談__________  

**準備食物__________ **組織__________ **行政__________  

**說 預 言__________ **禱告__________ **智慧__________  

**引導敬拜__________ **醫治__________ **領導__________  

**製造氣氛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 

 

06.02 你的恩賜、天賦或技巧又是哪些呢？ 

 

七、 Work 彼此鼓勵與代禱 

請禱告各組員能以恩賜彼此服事、彼此相愛，來預備主的再來。 

 

 

 

 

 

 

 

 

 

 

 

 

 

 

 

 

 

 

 

 



彼前／跟隨隊長的領導 

焦點／檢查我們在教會中事奉的動機，一切的服務都應該跟隨耶穌位我們所立下的原則

與榜樣 

 

一、 Welcome 破冰活動／兩人一組，準備好紙筆 

01.01 一個人先當領隊，引導另一位閉起眼睛的隊友，用筆走完紙上的路徑，沿途並說

明路上有什麼東西，說明時，儘可能將景色、聲音、香味、氣溫等做詳細的說明，走完

之後角色交換再做一次。 

01.02 互相分享剛剛被引導時有何感覺、有何經歷、遇到何種困難等。 

 

 

二、 Worship 詩歌讚美／以詩歌讚美、禱告、感恩… 

 

 

三、 Word 讀聖經，然後討論／彼得前書 5：1-7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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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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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群羊的榜樣。 

5:4 到了牧長顯現的時候，你們必得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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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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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 

 

 

四、初步聖經問題／ 

04.01 讀了彼得所寫的這段經文，你發現本段經文主題是什麼？ 

**最高的為首的或被服務的人都是平等的 

**只有年老的人才能做為首的 

**無論是為首的或被服務的人都要以耶穌為榜樣 

**無論是為首的或被服務的人都要彼此按照自己的角色互相服務 

**無論是為首的或被服務的人最後都要得神的獎賞 

**只有牧羊的人才能當為首的人 **其他 

 

04.02 長老或監督的工作是 



**指導別人做這做那 

**在各種可以服務的地方，服務其他的人 

**專門引起他人的興趣 

**指導人們如何個別的生活 

**對神的旨意保持高度敏感 

**教導別人並且宣講神的話 **其他 

 

04.03 第五節「要以謙卑束腰」是指什麼 

（1）以「如履薄冰」的心生活 

（2）絕不與教會的長老們頂嘴 

（3）預備好去做任何神要我們做的事 

（4）穿潔白乾淨的衣服 

（5）彼此關懷，避免彼此爭競 

（6）如果有錯，能勇敢承認自己的錯 

（7）其他 

 

五、進深聖經問題／ 

 

05.01 檢查以下的服務動機，想想自己為什麼而服事，看看自己在哪裡。1 表示不強，

10 表示很強烈 

嘗試引起別人的注意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嘗試使家人快樂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單純服從神的話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嘗試想完成一些事情 0 1 2 3 4 5 6 7 8 9 10 

 u 是為了打發時間 0 1 2 3 4 5 6 7 8 9 10 

因為朋友求我幫忙，我給面子 0 1 2 3 4 5 6 7 8 9 10 

05.02 你認為一位好的領導者應該具備何種條件？ 

非常重要 不重要 

**說話有外省口音 ____________________ 

**獲有神學方面的學位 ____________________ 

**有神的呼召 ____________________  

**謙虛、謙卑 ____________________ 

**外表英俊、漂亮、好看 ____________________ 

**愛神、愛人、樂於服務 ____________________ 

**有幽默感 ____________________ 

**有好的人際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正確的服務動機 ____________________ 



 

05.03 第 7 節「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是指 

**一切的憂慮會因此消失 □是□否 

**神會在困難時協助我們 □是□否 

**我們根本不需要別人的協助 □是□否 

**我們把憂慮卸給神是讓神有機會幫助我們 □是□否 

**與能夠幫助我們的人討論所遇的難題 □是□否 

**放棄所有的責任 □是□否 

**其他 

 

六、我的故事／ 

 

06.01 你在哪些方面感到需要一位牧者？ 

**人際關係 **工作 **在教會的角色 **經濟 **未來 **與神關係 **禱告生活 

 

06.02 過去 7 個禮拜的小組討論，你感到有任何意義嗎？對你的基督徒生活有任何幫助

嗎？能否舉個例子說明？若毫無幫助，也請不用害羞說出來。 

 

 

七、 Work 彼此鼓勵與代禱 

請禱告各組員能以恩賜彼此服事、彼此相愛，來預備主的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