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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主日信息 
 

01-22-2022 
提前3:1 

建立永生神的家-18 
建造敬虔的同工會眾-09 
規範聖約團體的治理-01 
監督-長老的職分-01 

 
唐興 牧師 

 
 
經文： 
1-善工職分的呼召 

1“⼈若想要得監督的職分，就是羨慕善⼯。”這話是可信的。 

πιστὸς ὁ λόγος. Εἴ τις ἐπισκοπῆς ὀρέγεται, καλοῦ ἔργου ἐπιθυμεῖ.  
 
2-善工職分的資格 
2a-恩典恩賜的標誌 

2 作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只作⼀個婦⼈的丈夫，有節制，⾃守、端正，樂意接待遠

⼈，善於教導； 

δεῖ οὖν τὸν ἐπίσκοπον ἀνεπίλημπτον εἶναι, μιᾶς γυναικὸς ἄνδρα, νηφάλιον σώφρονα κόσμιον 
φιλόξενον διδακτικόν, 
3 不因酒滋事，不打⼈，只要溫和，不爭競、不貪財； 

μὴ πάροινον μὴ πλήκτην, ἀλλὰ ἐπιεικῆ ἄμαχον ἀφιλάργυρον,  
 
2b-家庭關係的見證 

4 好好管理⾃⼰的家，使兒⼥凡事端莊、順服。 

τοῦ ἰδίου  οἴκου καλῶς προϊστάμενον, τέκνα ἔχοντα ἐν ὑποταγῇ, μετὰ πάσης σεμνότητος 

5 ⼈若不知道管理⾃⼰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 

(εἰ δέ τις τοῦ ἰδίου οἴκου προστῆναι οὐκ οἶδεν, πῶς ἐκκλησίας θεοῦ ἐπιμελήσεται; ), 
 
3-提防魔鬼的網羅 

6 初⼊教的不可作監督，恐怕他⾃⾼⾃⼤，就落在魔⿁所受的刑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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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ὴ νεόφυτον, ἵνα μὴ τυφωθεὶς εἰς κρίμα ἐμπέσῃ τοῦ διαβόλου. 
7 監督也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恐怕被⼈毀謗，落在魔⿁的網羅裡。   
δεῖ δὲ καὶ μαρτυρίαν καλὴν ἔχειν ἀπὸ τῶν ἔξωθεν, ἵνα μὴ εἰς ὀνειδισμὸν ἐμπέσῃ καὶ παγίδα 
τοῦ διαβόλου.  
 

前言：我們今天要回到提摩太前書繼續的思想永⽣神的家，神的居所，神的教會是如何在

地上被建造的。廣⾓⿃瞰圖：復活升天的基督祂透過聖靈從五旬節開始，在地上建立了教

會，就是神的國度。地上的教會的建造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的建造，這是以弗所書中的

核⼼主題。神的旨意是要在「⽇期滿⾜的時候」(τοῦ πληρώματος τῶν καιρών) 使天上地上

所有的，都在基督裡⾯同歸於⼀（ἀνακεφαλαιόω）（弗1:10）。這裡的基督裡就是教會，

就是基督的中保國度，基督作為神-⼈，成為神-⼤君王的代理⼈統治管理受造界，萬有

都服在基督的腳下，基督為教會作萬有之⾸，教會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弗1:22-

23）。教會是基督中保國度在地上，往前邁進發展， 後擴張到宇宙國度範圍。這是我

們從寬廣⿃瞰的⾓度來看提摩太前書。使徒們在基督的差遣下，建立以弗所教會的模式，

就是今天我們在教會元⾸基督的帶領下，建造教會的模式。今天我們都是神國度的百姓，

都是基督中保國度的百姓，也是以基督為元⾸的教會的成員。 

 

提摩太前書第⼀章就告訴我們，教會的建造是純正福⾳真理的傳揚和教導，在聖靈的運作

下，帶來⽣命更新變化的祝福，像發⽣在保羅和提摩太⾝上的祝福⼀樣。同時，教會是在

假教師的入侵，錯誤不正確教導的攻擊下被建造起來的。保羅要提摩太立刻⾏動，禁⽌那

些假教師的教導，他們可能是教會中的⼀些長老們，因為已經有許多⼈跟從了他們的教

導。這是保羅早就知道會發⽣的事情。提摩太第⼀章主要的內容是對抗假教師。 

 

在第2-3章保羅採取了正⾯的教導。他要提摩太建造⼀個敬虔的會眾同⼯團體，就是聖約

的團體，恩典之約的團體，神的家，永⽣神的教會，基督中保國度。這是新約教會建造的

藍圖。是基督差遣使徒保羅，指⽰提摩太建立教會的模式。這個建造的模式分兩個部分： 

 

第一，規範聖約團體的敬拜（2:1-15）。保羅要提摩太規範教會的敬拜。他從教導禱告開

始（1-7）講到敬拜的核⼼內容：神國度的擴張，從⼈內⼼開始。然後糾正當時教會敬拜

秩序上的混亂和缺失（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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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設立聖約團體的治理 (3:1-13)。使徒保羅把以弗所書中第4章中講到關於基督賜給

教會的恩賜，職分，⽬的，實際應⽤施⾏在提摩太所事奉的以弗所教會。提摩太前書和以

弗所書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提摩太書就是保羅寫過以弗所教會，告訴提摩太要如何建立

教會，如何設立教會的治理模式。這個治理的模式就是設立由長老們和執事們，組成的⼀

個教會治理的團隊。1-7節講到監督-長老的職分；8-13節講到執事的職分。（2-3個長

老和1個執事RPC的教會組織 ） 

 

在1-7節中，保羅先說明了監督-長老職分的特質和呼召（第1節）。然後，他規範了監督

長老職分的資格（2-5節）， 後，他提醒提摩太這個職分的背後有魔⿁撒旦的攻擊

（6-7節）。後⾯，他講到執事的資格，他說做執事的也當如此。 

 

今天我們要思想第⼀節的經⽂。「1這話是可信的“⼈若想要得監督的職分，就是羨慕善

⼯。”」我們要從經⽂的本⾝和其他的聖經經⽂來挖掘出這⼀節經⽂的意思。 

 

中心思想：監督-長老職分的特質與呼召。 

1- 具有雙重功能的職分-善⼯； 

2- 在屬靈上建造的職分-善⼯； 

3- 基督賜予設立的職分-善⼯ 

 
經文解釋： 

1-善工職分的呼召。「這話是可信的：“⼈若想要得監督的職分，就是羨慕善⼯。」 

πιστὸς ὁ λόγος. Εἴ τις ἐπισκοπῆς ὀρέγεται, καλοῦ ἔργου ἐπιθυμεῖ.  
 
這⼀節經⽂⼀開始就說：這話是可信的。這個⽤語出現在教牧書信其他的地⽅：提前1:15

「15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這話是可信的，是⼗分可佩服的。」提前4:8

「4:8 操練⾝體，益處還少；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和來⽣的應許。9 這話

是可信的，是⼗分可佩服的。」提後2：11-12「11 有可信的話說：“我們若與基督同

死，也必與他同活；12 我們若能忍耐，也必和他⼀同作王；我們若不認他，他也必不認

我們；13 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背乎⾃⼰。”」多3:7「7 好叫我們因

他的恩得稱為義，可以憑著永⽣的盼望成為後嗣。8 這話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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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種表⽰強調的語氣，說明將要說的是真實的，是可靠的，嚴肅的，要注意的。保羅

要提摩太注意這句話。同時，這樣的⽤語也標⽰了⼀個新的段落的開始。保羅從這裡開始

要說明教會治理團體：長老們和執事們所組織的團體。 

 

保羅說：「⼈若想要得監督的職分，就是羨慕善⼯。」這是⼀個由對等的兩部分組成的句

⼦。想要得，就是羨慕；監督的職分，就是善⼯。 

 

美善的工作。保羅在這裡⾸先不是專注在監督的職分上，⽽是專注在這項⼯作，這項事⼯

的特質上。這項⼯作的特質就是：這是⼀項「善⼯」[καλοῦ ἔργου]。英⽂翻譯為「a 

noble task」「a good work」。這是⼀項尊貴的，美善的⼯作，不是微不⾜道的⼯作，

也許世界上的⼈會認為如此：為什麼要⿇煩的⼯作？ 

 

這項⼯作是美善的，尊貴的⼯作是因為，這是基督所設立的職分，是關係到神的國度的⼯

作，直接關係到神旨意 終成全的⼯作，那還有比這還尊貴的⼯作呢？所以，保羅說「羨

慕善⼯」，對這項⼯作的羨慕[ἐπιθυμέω]，是⼀種渴望，強烈的意願，是聖靈的感動。這

是發⾃於⼈的內⼼的。同時，這種善⼯職分是要經過教會的審核的。保羅要提摩太嚴肅地

審核那些渴慕成為教會監督的⼈的資格。所以，這裡有內在的聖靈的感動，同時，有外在

的教會的審核和呼召。所以承受職分的⼈有內在的聖靈的呼召，和外在教會的檢視和呼

召。這是「想要得監督職分，羨慕善⼯」的第⼀層意思：內在的呼召，和外在的呼召。 

 

加爾⽂當初第⼀次經過瑞⼠的⽇內瓦，被呼召留下來作⽇內瓦教會的牧師時，他⼀開始是

⼤⼒拒絕的，在當地教會強⼤呼召下，他才留下來。內在的呼召和外在呼召是承受教會職

分的必要條件。改⾰宗教會對長老職分的呼召，特別是教導長老的呼召是非常重視的。特

別是教導長老要經過堂會和區會的審核才能被按立。今天許多教會忽視了外在呼召的重要

性。 

 

勞苦的工作。這不僅是⼀項美善，尊貴，神國度的⼯作，也是⼀項勞苦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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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13:2「2 他們事奉主，禁⾷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召他

們所做的⼯。”3 於是禁⾷禱告，按⼿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我們看到這項善

⼯的實際操作情形：他們為了尋求主的意思，他們禁食禱告，他們等候聖靈的引導，呼召

和差遣（按⼿）。聖靈⽤「做⼯」來描述善⼯。這是需要忠⼼，專注的，花時間的，花體

⼒的⼯作。 

 

帖前5:12-13 

「12 弟兄們，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中間勞苦的⼈，就是在主裡⾯治理你們、勸戒你

們的。13 ⼜因他們所做的⼯，⽤愛⼼格外尊重他們。你們也要彼此和睦。」 

這裡講到教會職事的善⼯，他們所作的⼯：治理和勸誡。治理治理[προΐστημι]，是指管

理，督導，關⼼，照顧。勸戒[νουθετέω]，是指對不當⾏為提出建議，告誡。這些都是勞

苦的⼯作。勞苦[κοπιάω]=操⼼的weary，令⼈疲倦的tired，在⾝體上，⼼理上，或屬靈

上勞⼒的⼯作。 

 

堂會session開會，準備資料，開會討論，紀錄會議。區會開會（審核牧師考試的論⽂，

考試評分），總會開會（閱讀開會議題⽂件長達500⾴），都是非常花時間和精⼒的⼯

作。長老們不僅在開會時為教會的成員禱告，關⼼成員的屬靈情形，是否在知識上成長？

是否長時間不來聚會，是否要執⾏教會勸誡？許多時候有⼈私下提出的神學的問題，要花

時間去找資料，去回答。有不同意的地⽅，要⼀再地試圖解釋說明…..。同時，每週要準

備釋經講道信息，準備週間查經的資料。做⽂字檔案，作網⾴，整理和上傳資料…。這是

⼀個全時間的⼯作，不是朝九晚五的⼯作。半夜醒來想到的，不是主⽇的信息的中⼼思

想，要點，就是弟兄姊妹屬靈⽣命的狀況，就是⼀些繁複的神學議題要如何⽤簡單的⽅法

教導清楚….。這是⼀項勞苦，操⼼，令⼈疲倦的⼯作。 

 

Pastor burnout。美國紐約時報2022年8⽉28⽇，有⼀篇報導說，根據研究基督教的機

構 Barna 指出：美國教會有42%的牧師考慮要辭去全職的牧師⼯作。有⼀位RPC牧師，

事奉了30多年決定辭職回鄉下到家裡農場⼯作的，我問他退休的原因。他說他實在是被

burnout 累壞了。他不僅處理⾃⼰教會的事⼯，還在區會的指派下處理其他教會的紛爭，

開會，協商，禱告，寫報告，會議紀錄，頻繁的旅途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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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後2:15「15 你當竭⼒[σπουδάζω]在神⾯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按著正意分解真理

的道。」牧師/教導長老是⼯⼈[ἐργάτης]=務農的⼈，葡萄園的⼯⼈。聖經⽤這樣的字來描

述長老職分的特質。竭⼒[σπουδάζω]=熱⼼帶，急切的；花體⼒，花時間，花腦⼒。當這

樣作就是無愧的⼯⼈。 
 
太9:37「37 於是對⾨徒說：“要收的莊稼多，做⼯的⼈少；38 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

主，打發⼯⼈出去收他的莊稼。”」作⼯的⼈，這裡的⼯⼈就是保羅說的善⼯，不僅僅是

發放福⾳單張，參加短期宣教，⽽是那些建立教會的⼈，像使徒保羅，提摩太，提多那樣

的⼈。教會的監督職分就是善⼯。他們是勞苦的⼯⼈，神國度的⼯⼈。第⼀， 

 
1A-具有雙重功能的職分-善工。 

1A.1-監督就是長老。我們需要知道監督就是長老，長老就是監督，長老和監督是可以互

換的名稱。兩個不同的名稱是指⽤樣的職分(office)。其次，長老的職分，分為治理長老

ruling elder和教導長老teaching 。監督-長老的職分具有雙重的功⽤：「治理和教

導」。治理和教導是不同的恩賜，但是屬於相同的職分office。有的⼈有治理的恩典，但

不⼀定具有講道教導的恩賜。有的⼈有講道教導的恩賜，但不⼀定有治理的恩賜。 

 

多1：5，7。「5 我從前留你在克⾥特，是要你將那沒有辦完的事都辦整⿑了，⼜照我所

吩咐你的，在各城設⽴⾧⽼[πρεσβύτερος]elders。」接下來第7節「7 監督

[ἐπίσκοπος]overseers既是神的管家[οἰκονόμος]，必須無可指責，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

滋事、不打⼈、不貪無義之財；」提多書的背景和提摩太前書⼀樣，都是保羅要他的同⼯

提多設立教會的長老elders，長老就是監督overseers。 

 

徒20:17，28。保羅之前在第3次宣教之旅時，留在以弗所3年，建立以弗所教會。在他離

開以弗所時所說的話「17 保羅從⽶利都打發⼈往以弗所去，請教會的⾧⽼來。」「28 聖

靈⽴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謹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祂⽤

⾃⼰⾎所買來的。」地上的教會是基督⽤⾃⼰的⾎買來的，基督差派使徒在祂的教會設裡

長老，就是監督，⽬的是牧養神的教會。長老和監督是可以互換的名稱，是指同⼀個職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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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2-雙重功用。 

提前5:17。「17 那善於管理教會的⾧⽼，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勞苦傳道教導⼈的，

更當如此。」這裡的主題是講到長老的職分，但是有不同的功能：管理教會的長老，和講

道和教導的長老。因此，有兩種不同的功能，治理長老ruling elder和教導長老teaching 

elder。我們⽤牧師來代替教導長老。這是監督長老不同的功⽤。有的⼈有治理的恩賜，

有的⼈有傳道和教導的恩賜。 

 

1A.2.1。治理長老的功能。帖前5:「12 弟兄們，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中間勞苦

[κοπιάω]的⼈，就是在主裡⾯治理你們、勸戒[νουθετέω]你們的。」 

 

1A.2.2。教導長老的功能。提後2:15「15 你當竭⼒[σπουδάζω]在神⾯前得蒙喜悅，作無愧

的⼯⼈，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15 σπούδασον σεαυτὸν δόκιμον παραστῆσαι τῷ θεῷ, ἐργάτην ἀνεπαίσχυντον, ὀρθοτομοῦντα 
τὸν λόγον τῆς ἀληθείας.  
 

注意前⾯⼀節是：「不可為⾔語爭辯，這是沒有益處的，只能敗壞聽⾒的⼈。」牧師/教

導長老的善⼯ 主要是專注在解釋聖經的真理，不要花時間在⾔語的爭辯上。要把解釋聖

經的真理看為是⼀項花勞⼒的⼯作。為什麼是⼀項勞⼒的⼯作呢？「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

道」是⼀項勞⼒的⼯作。「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ὀρθοτομέω]是直直地切，或正確地

切。 

 

加爾⽂這樣解釋：「⾸先，他吩咐他們不要成為懶惰的爭論者，⽽是⼯⼈。 他⽤這個詞

間接地譴責那些無所事事⽽極⼤地折磨⾃⼰的⼈的愚蠢。 因此，讓我們成為建造教會的

『⼯⼈』，讓我們以這樣⼀種⽅式被雇⽤在上帝的⼯作中，以便看到⼀些成果； 那麼我

們就沒有理由『臉紅』； 因為，雖然在辯論中我們不及多嘴的⾃誇者，但我們只要在造

就的願望、勤奮、勇氣和教義的功效上勝過他們就⾜夠了。 簡⽽⾔之，他吩咐提摩太殷

勤⼯作，免得他在上帝⾯前蒙羞； ⽽有野⼼的⼈只會害怕這種恥辱，他們不願為敏銳或

淵博知識，⽽失去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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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美麗的比喻，巧妙地表達了教導的主要設計。 『既然我們應該單單滿⾜於上

帝的話語，那麼每天講道，甚⾄牧師職分的⽬的是什麼？ 不是每個⼈都有機會閱讀聖經

嗎？ 』但是保羅將分割或切塊的職責分配給了教師，就好像⽗親在給孩⼦食物時將麵包

切成⼩塊⼀樣。 

 

他建議提摩太『正確地切』，以免當他被⽤雇⽤來切的時候，就像不熟練的⼈慣常做的那

樣，只切到了表⽪，沒有觸及精髓。 然⽽，對於這個詞，我⼀般理解為對神話語的分配

是恰如其分的，並且非常適合於聽眾的利益。 ⼀些⼈毀壞它，另⼀些⼈撕裂它，另⼀些

⼈折磨它，另⼀些⼈把它撕成碎片，還有⼀些⼈把它留在外⾯，（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

永遠不會達到教義的靈魂（the soul of doctrine）。 對於所有這些錯誤，他對比了『正確

的切』，就是為了適合教化⽽形成的解釋⽅式； 這個原則是我們必須努⼒地⽤在對聖經

的所有解釋上。」⼀種可以使⼈更認識基督，更認識基督的⼯作的對聖經的解釋。 

 

教導長老/牧師的善⼯就是把神的道深入地精確地，以適合教化的⽅式解釋清楚。這是監

督-長老的雙重功⽤。 

 

1B-在屬靈上建造的職分-善工。來13:17。「17 你們要依從那些引導[ἡγέομαι]你們的，且

要順服，因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警醒[ἀγρυπνέω]，好像那將來交賬的⼈。你們要使他們

交的時候有快樂，不⾄憂愁；若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 

 

這裡有兩個命令：順服和依教會長老們在屬靈上的引導，順服他們的教導。為什麼？因為

他們是會眾屬靈⽣命的監督，他們的職分就是為會眾屬靈⽣命時刻警醒。所以，善⼯，是

⼀種屬靈⽣命建造的⼯作。加爾⽂說，「這是屬於⼀種屬靈上的治理，這是指對那些對牧

師職分忠⼼的⼈的順服和依從。那些除了頭銜⼀無所有的⼈，則是不值得尊敬，更不值得

信任。」 

 

這種屬靈上建造的善⼯，牧師和長老關⼼的是會眾屬靈⽣命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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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老職分-善⼯的特質，有三點：第⼀，它具有雙重的功能：治理和教導；第⼆，它是在

屬靈上建造的⼯作；第三，它是基督設立的職分-善⼯ 

 

1C-基督賜予設立的職分-善工。弗4:11-13「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的，

有牧師和教師。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基督的⾝體，13 直等到我們眾⼈在真

道上同歸於⼀，認識神的兒⼦，得以⾧⼤成⼈，滿有基督⾧成的⾝量，」 

我們知道這是基督設立的恩賜和職分。這些職分是伴隨著基督賜下的恩賜的。使徒，先

知，傳福⾳的，是指使徒時期，特殊的職分和恩賜。牧師和教師是同⼀個職分（⼀個定冠

詞的兩個名稱），就是監督-長老的職分。基督賜下這些恩賜和職分的⽬的有三個：為了

成全聖徒，為了各盡其職，為了建立基督督⾝體。這是 直接的⽬的。第13節是 終的

⽬的：「13 直等到我們眾⼈在真道上同歸於⼀[ἑνότης]，認識神的兒⼦，得以⾧⼤成⼈，

滿有基督⾧成的⾝量，」直到基督再來。因為基督要使教會合⼀/成為⼀。 後，使天上

地上所有的，都在基督裡⾯同歸於⼀[ἀνακεφαλαιόω](sum up)。長老職分的功⽤就是要傳

講教導福⾳真理，使教會會眾達到真正的屬靈⽣命的成熟。 

 

那麼什麼是屬靈⽣命的成熟呢？就是這段經⽂所講的監督長老和執事的資格。作監督的，

必須「無可指責」，作執事的也是如此。監督和執事的資格描述了什麼是屬靈⽣命的成

熟。這樣的職分誰能合格呢？這樣勞苦的善⼯有誰能承擔呢？答案是沒有⼈。 

 

但是，不要忘了，善⼯是基督所設立的，基督也參與在這些善⼯之中，基督參與在教會治

理的善⼯之中，基督參與在教導傳講神的話的善⼯之中，基督參與在按照正意分解真理的

道的善⼯之中，基督參與在教會執事的善⼯之中。因為，弗4:16「16 全⾝都靠他聯絡得

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彼此相助，便叫⾝體漸漸增⾧，在愛中建⽴⾃

⼰」。基督使⽤這些不配的，軟弱的，常受⾁體轄制的，蒙恩的罪⼈，作為祂施恩的器

⽫。教會的職分是基督設立的，恩賜是基督賜下的，是基督在建造祂的教會，為了神定下

的在基督裡要成就的旨意。所以，保羅可以說，⼈若想得監督的職分，羨慕善⼯，這話是

可信度。因為，基督是教會的元⾸，祂在我們中間，祂也住在我們裡⾯。我們才有能⼒去

羨慕這善⼯，回應這項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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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們要看：來13:17「17	你們要依從[πείθω]obey那些引導你們的，且要順服

[ὑπείκω]submit，因for他們為你們的靈魂時刻警醒，好像那將來交賬的⼈。你們要使他們

交的時候有快樂，不⾄憂愁；若憂愁就與你們無益了。」是基督在帶領我們走成聖的道

路，是基督使我們屬靈⽣命成熟，每⼀個基督徒都在基督透過聖靈的監督之下，包括牧

師，包括長老，包括執事，在堂會，區會，總會的監督之下，因為我們每個⼈ 後都要向

基督交帳，站在祂的審判台前。所以，讓我們依從順服教會牧師們和長老們的引導和帶

領。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