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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被主揀選呼召
•原名是西門
•兄弟安德烈引領認識主
•耶穌給他改名為「磯法」
•亞蘭文「磐石」的意思
•希臘文為「彼得」
•彼得是一位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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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福音書中的彼得 ~ 訓練造就
• 1. 你是西門，你要稱為磯法 (約一42)    

• 2. 主啊！離開我，我是個罪人 (路五8)

• 3. 主啊！救我 (太十四30)               

• 4. 祢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太十六16)

• 5. 不見一人，只見耶穌在那裏 (太十七8)  

• 6. 作你我的稅銀 (太十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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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福音書中的彼得 ~ 訓練造就
• 7.   我弟兄得罪我 (太十八21)             

• 8.   將來我們要得甚麼呢？(太十九27)

• 9.   耶穌餓了 (太廿一18)                

• 10. 主轉過身來，看彼得 (路廿二61)

• 11. 去告訴他的門徒和彼得 (可十六7)     

• 12.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約廿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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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徒行傳中的彼得 ~ 成長剛強
• 1. 在那裏有彼得…恆切禱告 (徒一13~14)    

• 2.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 (徒二38)

• 3. 金銀我都沒有 (徒三6)                  

• 4. 認明他們是跟過耶穌的 (徒四13)

• 5. 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 (徒四20)   

• 6. 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徒五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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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徒行傳中的彼得 ~ 成長剛強
• 7.  專心以祈禱傳道為事 (徒六4) 

• 8.  彼得說：耶穌基督醫好你了(徒九34)

• 9.  轉身對著死人說 (徒九40)              

• 10.彼得上房頂去禱告 (徒十9)

• 11.彼得想了一想 (徒十二12)    

• 12.彼得就起來說：我們得救乃是因主耶穌的恩 (徒十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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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儆醒禱告

•徒 1:13-15 進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間樓房；在那裡有
彼得、約翰、雅各、安得烈、腓力、多馬、… 都同心合
意的恆切禱告。那時，有許多人聚會，約有一百二十名，

•徒 2:40 彼得還用許多話作見證，勸勉他們說：「你們
當救自己脫離這彎曲的世代。」

•徒 2:4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
添了三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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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儆醒禱告

• (1)  和120人在小樓上同心合意恆切禱告 (徒一14~15)

• (2)  定時上聖殿禱告 (徒三1)

• (3) 上房頂禱告時，見大布的異象 (徒十9)

• (4)「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
警醒禱告。」(彼前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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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在客西馬尼園
•在耶穌被賣的那天晚上，耶穌對
彼得說：「撒但想要得著你們，
好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但我已
經爲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
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
兄」。彼得說：「主啊，我就是
同你下監，同你受死，也是甘
心」。耶穌預言說：「彼得，我
告訴你，今日雞還沒有叫，你要
三次說不認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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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儆醒禱告
•彼前5 :8-9 「務要謹守，儆
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
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
尋找可吞吃的人；你們要用
堅固的信心抵擋牠，因為知
道你們在世上的眾弟兄，也
是經歷這樣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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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得人如得魚
•彼得五旬節一次講道

•證明耶穌是基督
•使聽眾覺得扎心，

•悔改歸主，成為門徒
約有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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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得人如得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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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殿前美門，醫治了瘸腿
的人，眾人都很希奇驚訝。

•彼得再次傳道，悔改信主的
男子約5000人。

•得人如得魚一樣



2. 得人如得魚 耶穌曾坐在彼得的船上，向岸上的人群講
道，「講完了，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
深之處，下網打魚。』西門說：『夫子，
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著什麼。但依從
你的話，我就下網。』他們下了網，就圈
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彼得看見，
就俯伏在耶穌膝前說：『主啊，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

耶穌說:「不要怕,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

主的應許

主的能力，

得人如得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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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放膽無懼
驚訝

彼得、約翰膽量

「又看出他們原

是沒有學問的

小民」(徒4:13)

彼得、約翰卻說：
「我們所看見、

所聽見的，

不能不說」

(徒4:19-20)

他們被釋放後，

仍是「放膽

講論神的道」

(徒4: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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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放膽無懼

彼得說：

「順從神不順從

人是應當的」

(徒5:29)

他們就每日在殿
裏，在家裏，不
住地教訓人，傳
耶穌是基督」

(徒5:41-42)

「許多祭司信

從了這道」

(徒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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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放膽無懼 從此耶穌才指示門徒，祂必須「受許
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

彼得就拉著祂勸祂說：『主啊，萬不
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祢身上。』

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
我後邊去吧!你是絆我腳的，因爲你不
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太16∶13-23)

彼得說：

「順從神不順從

人是應當的」

(徒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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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放膽無懼
一把刀是屬血氣的

僅能削掉大祭司一個僕人的一耳
一把刀是屬靈的

卻能刺透許多聽眾的心，悔改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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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國鑰匙福音由猶太人轉入外邦人
哥尼流全家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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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又有聲音向他說：「彼得，起來，宰
了喫！」14 彼得卻說：「主啊，這是不
可的！凡俗物和不潔淨的物，我從來沒有
喫過。」
15 第二次有聲音向他說：「神所潔淨的，
你不可當作俗物。」16 這樣一連三次，
那物隨即收回天上去了。
10:19 彼得還思想那異象的時候，聖靈向
他說：「有三個人來找你。」



4. 天國鑰匙
•太16:18-19 

•主對彼得說：「你是彼得，我要把
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
權柄，不能勝過他。我要把天國的
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
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
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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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轉捩點？
•彼得曾在加利利海打魚，一夜沒收穫，耶穌：「把船開
到水深之處，下網打魚。」結果魚穫豐富。

•彼得看見，就俯伏在耶穌膝前，說：「主啊！離開我，
我是個罪人！」

•耶穌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
一樣。」(太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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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原理》 • 在一個層級分明的科層組織中，

一個在原有職位上工作表現良

(因某種特質或技能)而獲得升遷到

更高職位的人，最後將會升遷到

他所無法勝任的職位。

最終變成組織的障礙物（冗員）

及負資產。

「為何他竟然可以成
為我的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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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6%97%E5%93%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A0%E8%B3%87%E7%94%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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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原理》 •《彼得處方》、《彼得計畫》、
《彼得金字塔》，彼得處方65

•不斷自我充實，
•積極投入重建科層金字塔等
•使自己願意並有能力自救

「升遷不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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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如何勝任 ?
•三次不認主，悔恨無窮
•主三次托負彼得：餵養/牧養我的羊

•約21:22  耶穌對他說：「你跟從我吧！」

•太4:19    耶穌呼召說：「來跟從我」

•即「既往不究」、愛中赦免
•兩次都是提到重新跟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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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給「彼得的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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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跟從我！」
一次叫彼得作得人的漁夫
一次囑彼得餵養主的羊

彼得蒙了赦免、蒙主重用

「你和我一同行走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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