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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主日信息 
 

02-26-2023 
提前3:4-5 

建立永生神的家-23 
建造敬虔的同工會眾-14 
規範聖約團體的治理-06 
監督-長老的職分-06 

 
唐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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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善工職分的資格 
2a-恩典恩賜的標誌 

2 作監督的，必須1)無可指責，2)只作⼀個婦⼈的丈夫，3)有節制，4）⾃守、5）端正，

6) 樂意接待遠⼈，7) 善於教導； 

3 不因酒滋事，不打⼈，只要溫和，不爭競、不貪財； 

 

2b-家庭關係的見證（02-26） 

4 好好管理⾃⼰的家，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 

5 ⼈若不知道管理⾃⼰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 

 

3-提防魔鬼的網羅（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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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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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2） 

8 作執事的也是如此：必須端莊，不⼀⼝兩舌，不好喝酒，不貪不義之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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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要存清潔的良⼼，固守真道的奧秘。 

10 這等⼈也要先受試驗，若沒有可責之處，然後叫他們作執事。 

（03-19） 

11 女執事也是如此：必須端莊，不說讒⾔，有節制，凡事忠⼼。 

12 執事只要作⼀個婦⼈的丈夫，好好管理兒女和⾃⼰的家。 

13 因為善作執事的，⾃⼰就得到美好的地步，並且在基督耶穌裡的真道上⼤有膽量。  

 
前言： 

威爾斯（David Wells）在他寫的《孤獨的神》 

聖靈的復興 

歷史 

另外⼀種復興，海德堡要理問答 

65. Since then we are made partakers of Christ and all his benefits by faith only, from where 
comes this faith? 

The Holy Spirit works faith in our hearts by the preaching of the holy gospel, and confirms 
it by the use of the holy sacraments. 

中心思想：監督-長老的呼召與特質。 
 
經文解釋： 

「4 好好管理[προΐστημι]⾃⼰的家[οἶκος]，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5 ⼈若不知道管理

[ἐπιμελέομαι]⾃⼰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 

 

經文大意：2-3節的清單，都是講到個⼈屬靈⽣命的特質-外在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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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溫

和，不爭競、不貪財；」到了今天的經⽂，第4-5節，前⾯那種屬靈⽣命特質，慾望和情

緒受聖靈約束的那些受過試驗的，活在聖靈中的⽣命特質，似乎擴⼤了範圍，牽涉到個⼈

對家庭的管理。並且，保羅把管理⾃⼰的家和管理神的教會做了關聯。第4節是正⾯的，

第5節是負⾯的。亞伯勒說這兩節經⽂，「明確了監督者⽣活中家庭融洽關係和教會之間

的密切聯繫，以及他是否適合（或不適合）會眾領導。以從⼩（家）到⼤（教會）的順序

建立了第 5 節的邏輯：如果他在這裡（家庭關係上）失敗了，他有什麼希望監督由許多

家庭和其他家庭組成的整個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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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裡不是說沒有家庭，沒有兒女，單⾝的⼈不能做長老。我們知道保羅就是單⾝的，

他是安提阿教會的長老。這裏的原則是：⼀個不知道和最親密關的⼈建立良好關係的⼈，

不適合做長老的。⼀個⼈不知道如何處理⼈際關係的⼈，也不適合作長老治理教會。 

家和教會的關聯。保羅沒有把教會的管理和政府機構的管理作為關聯，保羅也沒有把教會

的管理和商業組織-公司⾏號的管理做比較。保羅把教會的管理和家庭的管理作了關聯。

這是我們⾸先需要思想的重點。家的管理和教會的管理有相同的地⽅，也有不同的地⽅。 

 

家和教會的不同。提前3:14-15節，把教會定義為「神的家」，這家就是「活神的教會」 

（house of living God），就是真理的柱⽯[στῦλος]和根基[ἑδραίωμα]。「真理」就是神

的話，就是基督的話，就是整本聖經中的啟⽰。教會，是教導真理，解釋真理，傳講真理

的團體組織。教會是神國度的體現。世界上沒有任何⼀個團體和組織具備有這種功能。 

 

【第一】地方教會的功用。神把祂的⼦⺠招聚在⼀起，基督把各種不同的恩賜賜給這個團

體的成員。在寶座上的基督透過祂所差遣的牧師長老教師，所傳講，教導的信息，在內住

的聖靈的運⾏下，使神的百姓在認識神的知識上，漸漸被更新。【第二】大公教會的功用。

基督也招聚祂的教會，在神的護理之⼯的運作下，在歷史中形成了教義，三位⼀體，基督

神⼈⼆性，以及系統化的教義，對聖經的啟⽰形成⼀致的解釋模式。 

 

家和教會相同之處。聖經把活神的教會和神的家劃上等號，告訴我們家和教會相同之處。

第⼀，神是我們的天⽗，我們是神的兒女，最重要是講到愛的關係，更準確的說，是聖約

的愛的關係。第⼆，基督是教會的頭-元⾸，我們是基督的⾝體，是講到⽣命的聯合。愛，

⽣命的聯合和傳遞，是教會和家的相同之處。第三，聖約的團體-教會是從家庭開始的：

亞當的家庭，挪亞的家庭，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家庭。家庭是教會的重要組成單元。 

 

⼀個政府的官員不會把他在政府統治管理的⽅法⽤在他⾃⼰的家裡，⼀個公司的老闆經理

也不會把他的管理⽅式態度，帶到家裡去管理他的兒女。雖然，這種現象許多時候是免不

了的，也是造成許多家庭問題的所在。家的管理不同於世上組織的管理，教會的管理也不

同於世上組織的管理。所以，教會的管理和家庭的管理有許多相似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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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會治理的特質：⽣命的塑造（4a節）。2-教會治理的⽅式：端莊與順服（4b節）；

3-教會治理的知識：照管的智慧（5節） 

 

2-教會治理的特質：生命的塑造。 

「4	好好管理[προΐστημι]自己的家[οἶκος]，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 

4 τοῦ ἰδίου οἴκου καλῶς προϊστάμενον, τέκνα ἔχοντα ἐν ὑποταγῇ, μετὰ πάσης σεμνότητος 
這⼀節經⽂，⾸先講到第⼀點：管理的品質和特質。亞伯勒說：「『好』[καλῶς]的形容

詞，強調了管理的風格和決策的質量和恰當性。」 

 

舉例。有⼀個⽗親希望他唸⾼中的兒⼦進入好的⼤學理⼯科。為了要提升兒⼦數學成績，

他⾃⼰每⼀天都把兒⼦學校的習題都作⼀遍，然後兒⼦放學，督促兒⼦作數學習題。作錯

了就受禁⾜的懲罰。即使做對了，開⾞出⾨，⽗親也要兒⼦告訴他去哪裡，然後記下⾞⼦

的⾥程，等兒⼦回家之後，查驗是否跑到其他地⽅。如果⾥程不符，就立刻嚴厲責備⼀番。

考⼤學的科⽬也是⽗親決定。結果兒⼦和⽗親不僅沒有良好的關係，⼤學畢業也因為對所

學科⽬沒有興趣，⽽⼀事無成。 

 

另外⼀個⽗親，則和兒⼦作朋友，和他以聊天的⽅式，告訴兒⼦⽗⺟希望他在學校有好成

績，不要花多時間在電玩上。如果沒有好成績，就必須嚴格定規他的作息時間，如果⾃⼰

知道如何利⽤時間學習，就可以⾃⼰定作息時間。⽗親沒有插⼿介入⽣活起居的細節，⽽

是在旁監督給意⾒，⼀同商量。⽗親讓兒女知道他的立場，兒女也讓⽗親知道他們⼼裡的

想法。⼤學的科⽬也是和⽗⺟親多次交通之後決定的。不僅和⽗⺟有良好關係，出社會後，

也能在⼯作上有良好的⼈際關係，知道如何和⼈溝通，建立關係。 

 

「好好管理」⾃⼰的家。主要不是要達到今⽣的、學業⼯作事業上的成就，⽽是要塑造兒

女有⼀個健全的⼈格，知道⾃⼰⽅向，並且如何努⼒去達到那些⽬標。這不是威權下促成

的，⽽是⼀種品格個性的培養。基督徒的家庭則是屬靈⽣命的培育。不僅是學業上的，⽽

且是認識神的知識上的培育。我們可以從長老與兒女的關係，和兒女的⾝上看到這種管理

的品質。管理兒女的⼯作從嬰兒到10歲，從11-19歲。兒女從⼩就需要教導他們認識神，

認識罪，認識福⾳的原則（稱義，成聖…⼩要理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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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管理，是品格的培育，是屬靈⽣命的塑造。這是管理⾃⼰家的特質，這也是教會治理，

教會管理的特質：培育屬靈⽣命的成長。在家庭裡是如此，在教會中更是如此。 

 

保羅教導加拉太教會福⾳的真理，他們失敗了，他們弄不清楚什麼是福⾳和律法，他們弄

不清楚福⾳的⽣活原則。保羅說：加4:19「19 我⼩⼦啊，我為你們再受⽣產之苦，直等

到基督成形在你們⼼裡。」保羅把加拉太教會的會眾看為是他的孩⼦，這是⼀種極為親密

的關係。丁道爾聖經註釋：「⼀個牧者焦灼地看著他的⽺群，尋找他們靈命成長的跡象。」

這是教會治理的特質。 

 

他教導他們亞伯拉罕之約和新約的關係，他教導他們舊約和新約的關係。他教導他們什麼

是律法，什麼是福⾳。保羅要他們認識基督和基督的⼯作，認識基督的⼗字架，認識聖靈

和⾁體本性的爭戰，並且應⽤在⽣活中。 

 

他對哥林多教會說：林前4:15「我⽤福⾳⽣了你們」⻄3:10「穿上了新⼈；這新⼈在知識

上漸漸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像。」 

 

教會的「好好管理」的特質就是：使會眾越來越認識基督和基督的⼯作，認識神完全的計

劃，認識神的旨意，在認識神的知識上漸漸被更新。 

 

2-教會管理的方式：端莊與順服。 

 第4節後半說：「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τέκνα ἔχοντα ἐν ὑποταγῇ, μετὰ πάσης 

σεμνότητος]；with all dignity keeping his children submissive (ESV) ；having his children in 

subjection with all gravity (KJV)；and see that his children obey him with proper respect (NIV)；

keeping his children submissive and respectful in every way (NRSV)； 

 
保羅在這裡把重點特別專注在⽗親如何管理，管教兒女上。當然，這裡並不是說，沒有結

婚，沒有兒女的不能做長老，⽽是說，如果有家庭的⼈，他必須在家庭關係中，表現⾒證

這種管理的⽅式。⼀個⽗親如何管理他的兒女，成為衡量長老資格的標準。兒女是指從孩

童到青少年在17-18歲之前。18歲之後成年的兒女已經是獨立的成⼈的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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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希臘⽂直譯的翻譯應該是：⽤所有的端莊使兒女順服。端莊不是描述兒女，⽽是描述

形容說明⽗親管理兒女的⽅式。 

 

「端莊」[σεμνότης]（semnotes）可敬畏的品格，端正的品格，尊嚴，正直。希臘哲學

家亞⾥斯多德把這個字定義為：⼀種介於兩個極端之間的美德：傲慢和，取悅所有⼈的卑

鄙，或不惜⼀切尊嚴和真理為代價，與世界保持良好關係。TCWSD:「介於不取悅任何⼈

和不惜⼀切代價取悅所有⼈之間。 它是⼀種能⼒，不僅能夠很好地履⾏公⺠的職責，⽽

且能夠堅持天地間的最⾼原則和理想，從⽽獲得尊重和認可。」(提前2:2-端正；3:4-端

莊；多2:7-端莊)1。從⽗親對兒女管理來看，「端莊」就是⽗親和兒女的關係，是⼀種受

到兒女尊敬，有良好關係，並且堅持基督教原則的管理，⽽不是⼀味的迎合兒女的溺愛，

也不是⼀味的要掌控兒女不放⼿的⼼態。這種管理兒女治理⾃⼰的家的⽅式，所產⽣的果

效就是：兒女的順服，不僅順服⽗⺟，更是順服主（兒女也是信主的）。 

 

多1:6「6 若有無可指責的⼈，只作⼀個婦⼈的丈夫，兒⼥也是信主的，沒有⼈告他們是放

蕩不服約束的，就可以設⽴。」這裡保羅把順服做了⼀個解釋：「放蕩不服約束」這是兒

女 的 順 服 的 品 格 的 ⾒ 證 「 沒 有 ⼈ 告 他 們 是 放 蕩 不 服 約 束 的 」 。 PNTC 的 亞 伯 勒 

（Yarbrough）：「保羅向提多指出，合適的牧師候選⼈將反映福音的恩典，不僅體現在

對妻⼦的愛上，還體現在與孩⼦的關係上，這種關係導致孩⼦接受⽗⺟與上帝的關係，⽽

不是被拒絕它的。 他們的孩⼦應該『信』。 這個詞也可以譯為『忠⼼』。 在那種情況下，

保羅說到他們內在和外在遵守福⾳信息的條款和期望。」 

 

這裡是講到教會管理的⽅式：端莊，不是⼀種⾼傲的⾃義，宗教右派 religious right，也

不是⼀味地取悅⼈，不惜⼀切真理代價與世界保持良好關係，為了要迎合⼈的喜好的教會

管理。 

 

 
1 Spiros Zodhiates, The Complete Word Study Dictionary: New Testament (Chattanooga, TN: AMG Publisher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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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教會管理的⽅式和管理家庭的⽅式是相似的：堅持福⾳真理和⽣活的應⽤，不是威

權式的管理，⽽是⼀種⽣命聯合的關係的建立。這種關係的建立的基礎是對基督的順服，

對神的話的順服。這是第⼆點：教會治理的⽅式：從端莊進⽽促進對基督的順服。 

 

3-教會治理的知識：照管的智慧（5節）。 

保羅在第5節說：「5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很明顯這裡講

到管理⾃⼰的家和管理教會，具有相同之處。他⽤負⾯的說法：⼈若「不知道」。這裡講

到不論說管理⾃⼰的家，還是照管教會，都需要⼀種知識，⼀種技能，⼀種智慧，⼀種從

⽣活經歷中得到的技能和知識：你必須知道管理⾃⼰的家，你才知道照管教會。這裡講到

第三點：管理教會的知識：照管的智慧。 

 

保羅⽤了不同的字來講教會的管理：「照管」（take care of）神的教會。「管理」，和

「照管」在意思上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保羅在聖靈的引導下，⽤「照管」來說明教會

的「管理」，是具有特殊意義的。 

 

照管。保羅在其他的⽅⽤「管理」來說明教會治理的事⼯，為什麼在這裡，他要⽤「照管」

這個字呢？希臘⽂的「照管」，在新約中只出現在兩處，另⼀處在路加福⾳10:24-35節。

在好撒⾺利亞⼈的故事裡出現兩次，被翻譯為「照護」。好撒⾺利亞⼈的故事使我們更進

⼀步地了解「照管教會」的特別意義，更進⼀步更精確地說明了教會的照管-治理的意義。 

 

好撒⾺利亞⼈「照護」被強盜傷害，與撒瑪利亞⼈為仇的猶太⼈。那種沒有⾃我的，無私

的，具有同情⼼的動⼒，所產⽣出來的「照護/照應」⾏為，是保羅要傳達的意思。 

 

「33 惟有一個撒馬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裡，看見他就動了慈心，34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

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店裡去照應/照管他。35 第二天拿出二錢銀

子來，交給店主，說：‘你且照應/照管他，此外所費用的，我回來必還你。’」 

 

「動了慈⼼」，說明這種照應是發⾃於⼀種勝過超越種族仇恨的智慧。這是⼀種超越⼈本

性的智慧。誰具備這種照管教會的智慧呢？誰能合格以這種沒有⾃我，無私的，有慈⼼的

智慧呢？即使我們願意，我們渴慕這種智慧，我們能保證⾃⼰不會達不到這樣的標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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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與監督。所以，教會的照管是需要受到檢視，需要受到監督的。長老教會的治理⽅式，

就是由整個區會的牧師長老，來檢視和監督各個地⽅教會。教會的長老們也互相的檢視和

監督。會眾也有權利和義務檢視和監督他們的長老。事實上，不只是牧師長老在照管教會，

⽽是整個教會的會眾在照護，管理基督的⾝體。教會的每⼀個肢體都在服事和照管教會。 

羅12:3「3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神所分

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4 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一
樣的用處。5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6 按我們
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或說預言，就當照著信心的程度說預言；7 或作執事，就當專一
執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導；8 或作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施捨的，就當誠實；

治理的，就當殷勤；憐憫人的，就當甘心。」 

 

誰能具備這種照管的智慧呢？⾺太亨利：「如果神樂意讓任何⼈在某種程度上有能⼒有忠

⼼，就讓神為此得讚美得榮耀。為⿎勵所有忠⼼的⼯⼈，我們看到基督滿有恩惠的應許之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20）。如果祂與我們同在，祂就要在某

種程度上使我們勝任我們的⼯作，要帶領我們經過困難，給我們安慰，施恩赦免我們的不

⾜之處，⽤那永不衰殘的榮耀冠冕獎賞我們的忠⼼（彼前5:4）。」 

 

1-教會治理的特質：⽣命的塑造（4a節）。2-教會治理的⽅式：端莊與順服（4b節）；

3-教會治理的知識：照管的智慧（5節）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