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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二使徒看自己 

  

第二課 龍頭大哥 (西門彼得)  

 

彼得（Peter）的名字 

 

「西門」彼得的原名(太 10:2 ) 

「西門巴約拿」 (太 16:17)，意思是約拿的兒子西門 

「約翰的兒子西門」(約 21:16)，因西門的父親約拿又名為約翰（約 1:42） 

「彼得」是主耶穌給他的別名（約 1:42），意思是石頭，而當時的亞蘭文的意思是「磯

法」 

「西門彼得」，耶穌替西門取名後，福音書中多以「西門彼得」稱乎他 

 

彼得的家庭背景 

父親：約拿，又稱為約翰（約 1:42） 

弟弟：安得烈（太 10:2） 

居往：本住在加利利的伯賽大（約 1:44），與腓力和安得烈同城，後來搬到附近的迦百

農居住（可 1:21,29） 

職業：漁夫，小康之家，有自己的漁船（路 5:3） 

婚姻：在耶穌未呼召彼得前，他已有妻室（路 4:38），也曾帶着妻子去傳道(林前 9:5) 

 

彼得被主耶穌呼召的經過 

 

弟弟安得烈的介紹 (約 1:35-42) 

西門彼得的弟弟安得烈在老師施洗約翰的介紹下，與另一個門徒跟從了主耶穌。而

安得烈立即又帶領哥哥去見主耶穌，當主看見他時便說：「你是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要稱為(磯法)彼得。」，這是他第一次會見主耶穌的經過。 

主耶穌親自的呼召 (太 4:18-20，可 1:16-18，路 5:1-11) 

一次，主耶穌在加利利海邊，因眾人擁擠祂，要聽神的道，因此主耶穌便借用彼得

的船，使船稍微離岸，祂在船上教訓眾人。講道完了，就要彼得到水深之處打魚，

彼得雖曾表示昨晚整夜勞力，未曾打著什麼，但他依然照著主的指示去做，而一網

撒下去，捕獲滿滿兩條船的魚，此時彼得看見主的能力，深感自己的不配，在主的

呼召下，便撇下所有的，跟從主耶穌。 



沙田基督教惠荃堂 

成人主日學課程 

——————————————————————— 

  

從十二使徒看自己  第二課  2 

  

彼得生平摘要 

 西門透過弟弟安德烈認識耶穌，給他別名彼得（磯法）（約 1:40-42） 

 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親自呼召彼得來跟從他（太 4:18-20） 

 耶穌醫治彼得的岳母(太 8:14-15,可:29-34,路 4:38-41)  

 耶穌在海面上行走，彼得疑惑而差點沉下去(太 14:25-29) 

 彼得和雅各約翰親眼看到登山變像(太 17:1-4,可 9:2-13,路 9:82-36) 

 聽從耶穌指示，往海邊釣魚，得到一塊錢(太 17:24-27) 

 三次不認耶穌(太 26:31-35,可 14:27-31,路 22:31-34,約 13:36-38) 

 耶穌三次問彼得說：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約 21:15-19) 

 耶穌復活升天後，在五旬節聖靈降臨彼得等人講道，門徒約添了三千人(徒 2:41) 

 彼得在聖殿醫治瘸腿的人，彼得講道，信的人約添了五千人(徒 3:6-9,4:4) 

 彼得和約翰被捕，卻藉著受審機會傳講耶穌救恩(徒 4:1-4) 

 多次外出佈道，並將福音傳給外邦人(徒 4:27-33) 

 彼得二次被捕後，甚至有許多祭司信了這道(徒 6:7) 

 約在耶穌降生後 67 年在羅馬殉道 

 

彼得的殉道 

在主後 64 年，尼祿王展開了羅馬帝國第一次的大迫害，他假惜為要觀看羅馬城焚

燒為娛樂，就下令放火燒城，卻故意歸咎於基督徒，以至許多人遇害，當時許多在彼得

身邊的基督徒都勸他趕快逃走，他一開始不願意離開這些羊群，但後來沒有辦法，只好

一人逃離，在逃走的路上，突然他看到不遠處有一個人走來，他認出就是主耶穌基督，

他問道：「主啊！你要到哪裡去？」耶穌對他說：「彼得，你離棄了我的羊，現在我要到

羅馬再釘一次十字架！」彼得頓時捶胸大哭，立刻又轉回羅馬，不久被捕，最後他要求

被倒釘十字架，因為他自認不配與主同樣的受死，最後彼得殉道時間約在主後 6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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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彼得的性格 

  

彼得性格上的優點 

 

１）好奇心大，凡事追問 

 （太 18:21）「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嗎？」 

 （太 19:27）「看哪，我們已經擜下所有的跟從你，將來我們要得什麼呢？」 

 （可 11:14,21）耶穌對樹說 :「從今以後，永沒有人吃你的果子」，彼得想起耶

穌的話說：「拉比！請看！你所咒詛的無花果樹，已經枯乾了。」 

 （約 21:21）「主啊，這人將來如何？」 

 彼得的好奇心，不恥下問，使他對耶穌的教導，屬靈的真理認識更深更真，也

因他的好奇發問，讓日後信徒能明白更多屬靈真理。 

 

２）勇敢嘗試，率直天真 

 （太 16:13-16）耶穌問：「人說我，人子是誰。」門徒說：「有人說是施洗約

翰……以利亞……耶和米……先知裏的一位。」，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

彼得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太 14:26-28）門徒看見耶穌在海面行走就驚叫「是個鬼怪」，彼得說：

「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裏去。」 

 （約 13:6,8,9）「主阿，你洗我的腳嗎？」,「主阿，你永不可洗我的腳」，

「主阿，不但我的腳，連手和頭也要洗。」 

 

３）表態愛主，冒死跟從 

 （約 6:67-69）耶穌問門徒：「你們也要離開麼?」，彼得回答耶穌：「主阿！

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 

 （太 16:21-22）彼得聽到主要上耶路撒冷受苦，彼得對耶穌說：「主啊！千萬

不可，這事絕不能臨到你身上。」 

 （太 26:31-35，可 14:31）耶穌在最後晚餐對門徒說：「今夜你們為我的綠

固，都要跌倒。」，彼得對耶穌說：「眾人雖然為你的緣故跌倒，我卻永不跌

倒。」「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 

 （約 18:10）彼得忠心護主，在耶穌被捉拿一刻，拔刀把大祭司僕人的右耳削

下。 

 （約 18:15-16）耶穌被捉拿後，彼得勇敢地跟大祭司那裏，看看主有甚麼遭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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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勇於認錯，面對挑戰 

 （路 5:4-11）耶穌呼召彼得時，叫彼得把船開到水深之處下網，彼得曾懷礙耶

穌的能力，竟然船裝滿了魚，彼得看到耶穌的能力，就伏在耶穌腳前說：「主

阿，離開我，我是過罪人。」，之後就放下所有去跟從耶穌。 

 （約 21:15-17）耶穌復活後，在加利利海邊再次向彼得顯現，耶穌三次問彼得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彼得因曾三次不認主而悔疚，對主說：「你知道我

愛你。」，耶穌就差遣彼得：「你餵養我的羊。」 

 

彼得性格上的缺點 

 

１）游移不定，忽冷忽熱 

 （可 14:31）「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在客西馬尼園拔

刀護主，何等英勇，但不久，當大難臨頭時，彼得忽然膽怯，三次否認主（太

26:69-75） 

 

２）衝動行事，不理後果 

 （約 18:10-11）在耶穌被捉拿一刻，拔刀把大祭司僕人的右耳削下，幸好耶穌

把僕人的耳仔醫好，否則連彼得自己也被捉拿 

 （太 16:22）彼得聽到主要上耶路撒冷受苦，彼得就拉着耶穌說：「主啊！千

萬不可，這事絕不能臨到你身上。」，反而被耶穌責備他說：「魔鬼！退我後

邊去……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３）膽大心細，信心不足 

 （太 14:26-31）彼得看見在海上行走的是主，就對主說：「主，如果是你，請

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裏去。」主耶穌就叫他：「你來罷」，當時彼得見風甚

大，就害怕，快要沉下時大聲呼叫「主阿！救我。」 

 （路 22:54-61）耶穌被捉拿後，彼得很大膽進到大祭司的地方，想知耶穌的情

況，但被三位不同人物認出他是與耶穌同行的人，彼得因信心軟弱，在耶穌預

言他會在雞叫以先，就三次不認主。 

 

４）輕下諾言，卻難持守 

 （太 26:31-35），彼得曾對耶穌說：「眾人雖然為你的綠故跌倒，我卻永不跌

倒。」「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彼得向耶穌許下諾言，不

久當耶穌被捉拿後，三次不認主，最後卻失守諾言，軟弱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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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彼得身上學習 

 

優點 

１）好學好問 在十二門徒中，彼得是最常發言的一個，也是與主對話最多的一

個，所以最常被主責備及教導，因着好學好問，從主身上得着的

真理啟示更多。 

 學習彼得多學多問，以致我們對聖經中的真理更能掌握，更

能明白神的旨意。  

２）知錯能改 豐富補魚經驗的彼得，他依從耶穌的吩咐下網，只是表面的口

服，但親自經歷神的大能，由口服變為心服，不再自我，承認自

己是罪人，全心全意順服主，撇下所有的跟從主。 

 學習不再自我，承認自己也是一個罪人，唯有順服主，依靠

主，謙卑自己，才能被主所使用。 

３）勇敢表態 從耶穌考問門徒對他所認識的事上，十一門徒的回答只是人雲亦

雲，但本來沒有學問的漁夫彼得，能勇於在眾人面前表白他的信

仰：「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 

 學習勇於分享福音，不要介懷自己的身份、地位、學識，靠

着聖靈所賜的能力，放膽為主作見證，傳揚基督的救恩。 

４）接受指責 彼得生命雖多瑕疵，可是被指出錯處或缺點時，從沒有推諉或卸

責，他多次被主耶穌責備，又被同工保羅指責（加 2:11），但他

沒有因為自己的面子而抗辯，願意接受別人的指正。 

 學習以謙卑的態度，接受別人的指正或提點，更能看清自己

屬靈生命的盲點。 

５）忠心愛主 彼得由跟從主一刻開始，對主的愛一直不變，雖曾軟弱不認主，

深感悔意後，立志對主說：「你知道我愛你」，從此愛主的心不

再一樣，為主殉道在所不計，甚致自覺不配像耶穌一樣釘十架，

在殉道時要求倒釘在十架上。 

 學習效忠事主，能為朋友兩翼插刀，能為愛侶同生同死，能

為別人赴湯蹈火，但能否為主忠心殉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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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１）遊移不定 彼得口口聲聲愛主，不會離開主，又稱耶穌是永生神的兒子，但

卻時常面對危難或逼害時，就信心不足，遊移不定，要主耶穌不

斷的教導提醒。 

 學習不三心兩意，專一信靠主，不要被世俗的思想影响我們

對神的信心，信靠我們所宣認的主，就是賜人永生的上帝。 

２）匹夫之勇 彼得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說：「眾人雖然跌倒，我總不會

的。」這不是張狂之詞，只是匹夫之勇，為保護耶穌拔刀傷人，

沒想後果，容易陷入魔鬼詭計裏，一時意氣用事，口出狂言，一

不小心，就像舌頭如一點火，可把整個樹林燒毁。 

 學習不自誇不張狂，不要有勇無謀，凡事三思而後行。 

３）體貼肉體 彼得對耶穌話願意放下一切跟從他，但卻問耶穌將來可得甚麼，

當主耶穌為門徒洗腳時，他要求耶穌連他全身也洗一遍，不想蝕

底，彼得的跟隨主，不少也為着從主得到一些「着數」，所以主

耶穌曾責備彼得，「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 

 學習跟隨主，不要只看重從主得着什麼益處，而是能為主作

甚麼，使主的名得着榮耀，當我們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主

必為我們預所需用的一切。 

４）輕下諾言 彼得是性情中人，感情豐富，正義感強，匡扶正義之事不會少他

一份，因而輕下諾言，「雷聲大，雨聲下」，「有姿勢，無實

際」，「講就天下無敵，做就有心無力。」 

 學習不要講一套，就做一套，要對自己所言的負責任，否則

會失信於人，也失信於主，留下了不好的見證。 

 

總結 

  彼得「多才多藝」，多優點，也多缺點，彼得曾經軟弱，甚致軟弱到極點，所

以他很了解人的軟弱，而且了解得很透徹，三次的不認主，給自己當頭棒喝，但主

使他完全，重建，得力，沉穩，這一切出於彼得願意給神塑造，神就將一位本來是

頑石的彼得，改變成像盤石／活石一樣的教會領袖。 

  今天不論你的性格優點缺點多或少，只要你願意被神所改變，被神所使用，你

的生命可以是不一樣，神會透過祂奇妙的方法，去重塑你的生命，使你成為神所合

用的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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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自我檢視表 

以下是一些描述個人性格特質的形容詞，請用愉快的心情，真實地用這些詞來描述你自

己，並在適合你的空格打勾（）。 

特質形容詞 大部分符合 有些符合 有些不符合 大部分不符合 

1 我是愛講話的     

2 我是愛整潔的     

3 我是活潑的     

4 我是自大的     

5 我是細心的     

6 我是多疑的     

7 我是幽默的     

8 我是負責的     

9 我是健忘的     

10 我是天真的     

11 我是聰明的     

12 我是愛冒險的     

13 我是好支配的     

14 我是任性的     

15 我是有同情心的     

16 我是有主見的     

17 我是親切的     

18 我是有愛心的     

19 我是開朗的     

20 我是溫柔的     

21 我是守規矩的     

22 我是善良的     

23 我是堅強的     

24 我是誠實的     

25 我是端莊的     

26 我是輕聲細語的     

27 我是有雄心的     

28 我是有領導才能的     

 

從以上性格特質中，你覺得自己比較喜歡的性格特質有哪些？ 

                                       

從以上性格特質中，你覺得自己比較討厭的性格特質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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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西門徒得  L     腓力    H     亞勒腓兒子雅各  F    

安得烈   K    巴多羅買  I     逹太       C    

雅各    J    多馬    D     奮銳黨西門    B    

約翰    G    馬太    E     猶大       A    
    

 

 

 

 

 

 

 

 

 

 

 

 

 

西門徒得 
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太 13:14-15)，彼得在殉道時自覺不配

要求倒釘十字架 

安得烈 
安得烈因帶領希臘省長妻子信主，而被省長釘死在Ｘ形十字架

上殉道 

雅各 
是十二門徒中之第一個殉道者，於主後 42 年希律王下手苦害教

會時，被送上斷頭台殉道 

約翰 在最後晚餐中，挨近耶穌右邊的門徒，是耶穌所愛的(約 13:23） 

腓力 
在五餅二魚的神蹟中，耶穌問腓力：「我們從哪裡買餅給這些人

吃呢？」(約 6:5-6） 

巴多羅買 耶穌看見拿但業（巴多羅買）在無花果樹下（約 1:48） 

多馬 是個十分多疑的人，及傳說為了信仰被人用矛刺穿肋旁而死。 

馬太 是一個稅吏 

亞勒腓兒子雅各 在十二門徒中最小的一位，又被稱為小雅各（可 15:40） 

逹太 他有三個名稱猶大(6:16)，利巴(太 10:3)，達太（可 3:18） 

奮銳黨西門 奮銳黨又稱匕首黨 

猶大 為三十両錢出賣耶穌，最後在樹上吊頸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