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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主日信息 
 

03-05-2023 
提前3:6-7 

建立永生神的家-24 
建造敬虔的同工會眾-15 
規範聖約團體的治理-07 
監督-長老的職分-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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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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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δεῖ δὲ καὶ μαρτυρίαν καλὴν ἔχειν ἀπὸ τῶν ἔξωθεν, ἵνα μὴ εἰς ὀνειδισμὸν ἐμπέσῃ καὶ παγίδα 
τοῦ διαβόλου.  
（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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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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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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書第⼀章，主題是負⾯的對抗假教師；第⼆章：主題是正⾯建立教會敬拜中的秩

序；第三章：主題是建立教會的治理組織。教會治理組織分為長老和執事。今天的經⽂

6-7節，是講到長老職分的資格，最後的結論。保羅重複了「魔⿁」這個名詞。這兩節經

⽂是警告，要教會認識到所⾯臨的屬靈爭戰。 

 

魔鬼撒旦。在今天的社會⽂化裡，很少⼈會相信魔⿁-撒旦的存在，許多基督徒也是如

此。但是，我們知道魔⿁撒旦是聖經中的主題。聖經不是童話故事，聖經不是虛構的，聖

經是告訴我們屬靈的事物。聖經告訴我們神的國度和撒旦之間的爭戰。魔⿁撒旦在神的計

劃中佔有不可忽視的⾓⾊。 

 

舊約中的撒旦。創3:5：蛇（啟12:9），撒旦是扭曲模糊神的話的神的敵對者。撒旦出現

在約伯記，牠在神⾯前控訴約伯（伯1-2），在神容許的範圍內，牠給約伯和其家⼈帶來

苦難。撒旦與世界上的苦難產⽣直接的關係。牠激動⼤衛數點神的百姓的數⽬（代上

21:1）；在神的⾯前控訴與⼤祭司約書亞作對（亞3；1-2）。 

 

新約中的撒旦。魔⿁在曠野試探耶穌40天，耶穌在地上執事前擊退了撒旦（太4）。主禱

⽂：脫離兇惡和那「惡者」。主耶穌說，撒下稗⼦的仇敵就是「魔⿁」（太13:39）；耶

穌說祂趕⿁就是進入撒旦的國度，綑綁了壯⼠撒旦（太12:29；可3:27）。耶穌⾏神蹟醫

好被魔⿁壓制的⼈（徒19:39）。耶穌稱那時代的猶太教是「魔⿁的兒女，蛇的後裔」

（約8:44）；魔⿁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猶⼤⼼裡（約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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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16:20「20 賜平安的神，快要將撒但踐踏在你們腳下。」保羅提醒我們的成聖關係到魔

⿁撒旦的試探，「26 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27 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

（弗4:27）。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低檔魔⿁的詭計（弗6:11）。魔⿁撒旦是破

壞神計劃，試探神百姓的。許多⼈「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可以醒悟，脫離他

的網羅。」保羅告訴提摩太，他的對⼿假教師背後是邪靈和魔⿁：提4:1「聖靈明說：在

後來的時候，必有人離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他把假教師教給撒

旦，使他們受責罰。 

 

保羅給魔⿁撒旦取了許多名字：撒但被稱為「彼列」（林後六15）、「這世界的神」

（林後4:4；參-徒26:18）弄瞎不信之⼈的⼼眼，不叫「基督榮耀福⾳的光」照著他們。⼜

被稱作「蛇」（林後11:3，弗6:16）。歌羅⻄書暗⽰撒但掌握「⿊暗的權勢」（⻄

1:13）。保羅並不認為撒但是容易辨認的，因為牠可能偷偷溜進神⼦⺠的陣營之中，裝作

「光明的天使」（林後11:14）。「空中掌權者的⾸領」（弗⼆2）。「現今在悖逆之⼦⼼

中運⾏的邪靈」。（弗2:2）惡者（弗6:16；帖後3:3）。提後2:26- 叫他們這已經被魔⿁

任意擄去的，可以醒悟，脫離他的網羅。 

 

總結： 

1-撒旦是神國度的仇敵。魔⿁撒旦和牠的差役，⼀直在破壞神的計劃，敵擋神和基督的，

牠⽬前是世界的王/神（林後4:4），牠⽬前被綑綁中，牠⽬前是攻擊誘惑控告神的選⺠的

靈界的神的仇敵。光明的天使，撒下稗⼦（虛假的福⾳，淡化的福⾳）。牠⼀直是教會的

仇敵，神百姓的仇敵，神國度的仇敵，抵擋神和神的受膏者彌賽亞基督的仇敵。撒旦攻擊

神百姓，破壞神計劃的地⽅，是我們的⼼思，情感，意念。我們的⼼是戰場。 

 

2-撒旦已經被基督擊敗。基督在⼗字架上已經決定性的勝過了撒旦。罪的權勢、死亡、⾁

體/本性、律法都在⼗字架上全軍覆滅（啟12:9）。從基督復活，到基督再來之前，魔⿁

被綑綁（啟20:2）。在主再來的時候，撒旦最後將會被扔在硫磺火湖，就是獸和假先知

所在的地⽅（啟20:10）。 

 

3-撒旦是神手中的工具。撒旦仍然是在神主權之下。神能夠容許罪惡的發⽣來成就祂的旨

意，執⾏祂的憤怒。在恩典之約下，神有時候容許苦難臨到祂百姓⾝上，不是執⾏祂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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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是祂成聖的過程中試驗他們，為屬靈爭戰訓練神的百姓。神容許撒旦的差役攻擊保

羅（⾝上的刺）（林後12:7），保羅從主觀經歷中認識到，「神的能⼒神在⼈的軟弱上顯

得完全。」撒旦對保羅的攻擊⽬的是，怕他所得的啟⽰太⼤，過於⾃⾼（重複兩次），這

是要使保羅在事奉中，與主聯合在成聖上長進，結出聖靈的果⼦。（約伯在撒旦的攻擊

下，在苦難中⾒證了神的榮耀。） 

 

保羅要哥林多教會把犯亂倫罪的⼈「交給撒旦，敗壞他的身體，使他的靈魂在主的日子可

以得救」（林前5:5）。保羅把以弗所教會的假教師教（許米乃和亞歷⼭⼤）給撒旦，使

他們受責罰（提前1:20）。撒旦在教會的懲戒上也是神⼿中的⼯具。 

 

中心思想：提防魔⿁的攻擊與網羅。 

保羅在列出了⼀連串的屬靈⽣命⾒證的清單之後，提出了兩個警告的命令。這是給提摩太

的命令，也是給歷代教會的命令。這個命令的背後是撒旦魔⿁對基督的教會的攻擊。如

果，6-7節的命令沒有遵守，就會危害到教會。教會是屬靈的組織團體。長老的屬靈⽣命

必須反應出聖經中要求所有基督徒應該有的屬靈⽣命特質。 

 

經文解釋： 
提防魔鬼的網羅（03-05） 

1-保護會眾免受攻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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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μὴ νεόφυτον, ἵνα μὴ τυφωθεὶς εἰς κρίμα ἐμπέσῃ τοῦ διαβόλου. ]  
 

大意：保羅在這裡關⼼的是要教會保護教會初入教的⼈，不要受到魔⿁的攻擊。在保羅寫

提摩太前書的時候，以弗所教會已經成立了10多年，在保羅最後宣教之旅之後，果然假

教師把異端，另類的福⾳入侵進到教會裡。這些假教師也是教會中的長老，有許多⼈跟隨

聽從了他們的教導。那時也有許多新成立的教會，像提多事奉的克⾥特的教會。許多的規

定還沒有成形，加上許多初入教的⼈。教會在任命長老執事職分上，免不了犯了許多錯誤。

造成教會會眾屬靈⽣命的損傷。歷史學家發現當時有⼀位長老才成為基督徒兩年，就被任

命為長老（WBC）。保羅提醒命令以弗所教會和所有的教會，初入教的不可作監督-長老，

不可作執事。為什麼呢？ 

 
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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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教的」[νεόφυτος]。初入教的，就是在信仰上剛開始的新⼿。這完全沒有要貶低新

入教的⼈的意思。新入教的⼈，和所有其他基督徒⼀樣，都是因信稱義的⼈，都是重⽣得

救的⼈，得著永⽣的⼈。初信教的⼈是新造的⼈，被帶到基督國度裡的⼈，有⼀個新的⼼，

和新的靈，完全是神主權的恩典。 

 

「初入教的」希臘⽂是⼀個字。這個字的意思是：新栽種的植物，新發芽的植物。詩

128:3「3 你妻⼦在你的內室，好像多結果⼦的葡萄樹； 你兒⼥圍繞你的桌⼦，好像橄欖

栽⼦。」詩144:12「12 我們的兒⼦從幼年好像樹栽⼦⾧⼤；我們的⼥兒如同殿⾓⽯，是

按建宮的樣式鑿成的。」伯14:9「7 樹若被砍下，還可指望發芽，嫩枝⽣⾧不息，8 其根

雖然衰⽼在地裡，幹也死在⼟中； 9 及⾄得了⽔氣，還要發芽，⼜⾧枝條，像新栽的樹

⼀樣。」新栽種的植物，新發芽的植物是經不起踐踏，需要在保護下長⼤的。 

 
保羅命令提摩太初入教的⼈不能承受監督-長老的職分，並不是⼩看新入教的⼈。保羅是

在保護他們，不要他們受到傷害，使他們有時間在認識神的知識上漸漸成長。參與教會的

事奉是重要和必須的，但是卻不適合承受職分。 

 
生命成熟需要時間。來5: 

不是吃了幾瓶奶之後，就可以吃乾糧了。乾糧不僅是比較深的聖經真理，並且是⽣活遭遇

中實際的應⽤（羅⾺書8章，加拉太書5-6章） 

認識明⽩福⾳的⽣活原則，並且⽣活在其中， 

屬靈的training，可以分辨好⽍，不斷地，重複⼜重複，把神的話應⽤在⽣活各種遭遇中 

培養屬靈⽣命，在學習上不走捷徑， 

 

「自高自大」[τυφόω (τῦφος)]，希臘⽂原來的意思是眼睛被蒙蔽，成為瞎眼。提後3:4

「4 他是⾃⾼⾃⼤，⼀無所知，專好問難，爭辯⾔詞，從此就⽣出嫉妒、紛爭、毀謗、妄

疑，」是不受教，不願意學習，不願意順服純正的話語，假教師不是說什麼都不知道，也

許有時候如此，對純正的真理是⼀無所知的。喜歡⽤⾃⼰的理性和邏輯來爭辯…。加爾⽂

說：「有許多⼈有突出的能⼒和學問的⼈成為新入教的⼈，保羅禁⽌這樣的⼈立刻成為教

會的長老」they are commonly vain, and full of ostentation, and, in consequence of this, 
haughtiness and ambition will drive them headlong. What Paul says we experience; for “novices” 
have not only impetuous fervour and bold daring, but are also puffed up with foolish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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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f they could fly beyond the clouds. Consequently, it is not without reason that they are 
excluded from the honour of a bishopric, till, in process of time, their proud temper shall be 
subdued 

 

不願意順服真理，導致滅亡 

這個字是被動的，好像是受到外在⼒量的攻擊，表⽰⼀種道德上的缺失，導致屬靈的失敗 

⾃⾼⾃⼤，成為瞎眼，落入魔⿁ 

 

⾺丁路德回憶⾃⼰的經歷時，坦率地說，當他剛進入修道院的時候，當他第⼀次讀聖經的

時候，他認為⾃⼰的亮光，除了他之外，是沒有⼈可以理解的。他說，對於剛接觸聖經的

⼈來說，就是會有這種情況。亞伯勒指出：「無論哪種⽅式，通常在缺乏經驗時表現出的

熱情和信⼼都會被責任所抵消。」換⾔之，基督徒的屬靈⽣命成長是伴隨著客觀的學習，

並且在錯誤，失敗中漸漸增長的。 

 

「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裡」。保羅⽤了「⾃⾼⾃⼤」把魔⿁所受的刑法連結在⼀起。魔

⿁撒旦就是因為⾃⾼⾃⼤，不順服神⽽受到刑罰。在伊甸園中的亞當和夏娃，最初的教會，

就是受到魔⿁的引誘，模糊了神的話，神的旨意，受到刑罰被逐出伊甸園。撒旦的詭計是

破壞神的計劃，破壞聖約團體和神的關係，破壞屬靈⽣命的成長。 

 

即使是真正重⽣得救的基督徒，在屬靈⽣命不成熟的時候，也會犯下⾃⾼⾃⼤的罪。⾃⾼

⾃⼤，眼睛被蒙蔽，是⼈本性的特質，並且許多時候是隱藏的，不容易察覺的。初入教的

⼈，還不認識⾃⼰本性中毫無良善，還不認識撒旦的詭計（甚⾄多年的基督徒許多時候也

是如此）。結果就會被撒旦攻擊，造成⼈際關係的傷害，屬靈⽣命成長的阻礙，⽽不⾃知。

不知道這是⼀種試驗，撒旦的攻擊就是神的試驗。⾃⼰內⼼的驕傲⾃⼤，成為撒旦的網羅，

造成⼈際關係的破裂，沒有悔改認罪，最後甚⾄被逐出教會。 

 

應用：DA Carson 年輕時候剛做牧師，每⼀次講道完畢聚會結束時，都會有⼀位年老的

婦女，握住他的⼿說：「非常謝謝你的信息，非常謝謝你的信息，但是你太年輕了！」這

樣的情形在每個主⽇都發⽣，持續了幾個⽉。結果，有⼀天，卡森在她說完後，補上了⼀

句聖經的經⽂：「不要讓⼈因為你年輕就輕看你…」結果，老婦⼈就沒有再和卡森在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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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講話了，甚⾄躲的遠遠的。當然，卡森回去後多次向主認罪悔改。⾃⾼⾃⼤，眼睛蒙蔽，

受撒旦引誘，被破壞的最常⾒的就是：⼈際關係，影響到雙⽅屬靈⽣命的成長，破壞了教

會的⾒證。保羅不是說真正重⽣得救的基督徒本性中的「⾃⾼⾃⼤」會 

 

應用：即使在社會上有成就，有⼈⽣經驗，學識淵博的⼈，初入教也不適合承擔長老的職

分。使徒時代中的奴隸成為基督徒多年，在恩典和知識中成長，屬靈⽣命成熟，被呼召出

來作教會的長老。他的主⼈後來才信主，在同⼀個教會中是初入教的⼈，受到他家的奴隸

的治理。同樣的，今天⼀個公司的老闆，成為新入教的⼈，在教會中，他的屬下職員，卻

是教會的治理長老。屬靈⽣命不成熟的⼈，不論他們多有學問，多有地位，事業多有成就，

多麼富裕，因為是危險的，對他們的屬靈⽣命成長是危險的。具備認識神的基礎知識，知

道稱義和成聖的⼯作，並且應⽤在⽣活中…. 

 
2-保護教會免受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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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δεῖ δὲ καὶ μαρτυρίαν καλὴν ἔχειν ἀπὸ τῶν ἔξωθεν, ἵνα μὴ εἰς ὀνειδισμὸν ἐμπέσῃ καὶ παγίδα 
τοῦ διαβόλου.  
 

大意：這是關於監督-長老資格和呼召的結尾。這⼀節經⽂和第2節形成⼀個框架，把長

老的資格要求和呼召框在「做監督的必須…」和「監督也必須…」之間。接下來，保羅就

要把主題轉到作執事的資格。這⼀節經⽂不是在講初入教會的⼈，⽽是在作⼀個最終的規

範。保羅是提醒警告提摩太和以弗所教會的治理團體，教會需要維護公眾聲譽，保護教會

免受撒旦的毀謗攻擊。。 

 

例證：保羅把「被⼈毀謗」看為是「落入魔⿁的網羅」。魔⿁的網羅，是形容撒旦邪惡的

攻擊，像⽤圈套去捕捉獵物⼀樣的，使獵物不知不覺下就受到轄制。如果⼀個教會的長老

在教外沒有好名聲，沒有⾒證，撒旦就會藉此攻擊教會。 

主耶穌在登⼭寶訓中說⾨徒是世上的鹽和光。主耶穌沒有說要⾨徒作鹽和光，⽽是說，你

們是世上的鹽，你們是世上的光。主耶穌⽤鹽和光來比喻神賜給我們的新⽣命的特質。這

種特質就是登⼭寶訓⼀開始的八福所描述的。「靈裡貧窮的⼈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

的..為義受逼迫的⼈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主耶穌的意思是，這樣的國度⽣命特

質是會彰顯出來的，像鹽和光⼀樣。世⼈會知道這是基督的⾨徒，「11 人若因我辱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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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彰顯出新

⽣命的特質時，就會像鹽和光⼀樣，對周圍的環境事物產⽣防腐和照亮的果效。但是，也

是會受到辱罵，逼迫，毀謗的。但是主耶穌說，「你們就有福了」。這裡的毀謗和提摩太

書「被⼈毀謗」是完全不同的。 

 

⼀個基督徒在⼯作的時候，⼯作賣⼒，不偷懶，不遲到早退，但是也不把全部的時間都賣

給了公司老闆。總是把神和基督放在⾸位，把敬拜聚會、讀經、查經、靈修放在⾸位。即

使在最忙碌的時候，也知道找時間和主禱告默想神的話，帶著主的同在⼯作。你會發現，

如果這樣做，你⼀定會和世界產⽣衝突。甚⾄有⼈會辱罵，毀謗，甚⾄逼迫。但是主耶穌

說，這樣你就有福了，因為天國就是你的！你⾒證了新⽣命的特質。這裡的毀謗和保羅所

說的完全不同。 

 

另外⼀種情形，你在⼯作上表現得和其他的⼈沒有兩樣，為了怕失去⼯作，為了怕得罪老

闆上司，寧願犧牲主⽇敬拜，犧牲讀經禱告靈修的時間。⽣活⽅式，思想模式和世上的⼈

沒有兩樣。當基督徒在聚會敬拜的時候，你在賣了的⼯作，當基督徒在敬拜的時候，你和

世上的⼈⼀起宴會吃喝玩樂。週五週六的宴會吃喝玩樂，弄得⾝體疲憊，週⽇卻在家休

息。雖然，你可能在⼯作的地⽅放著聖經，掛著⼗字架，吃飯作謝飯禱告。但是，你周圍

的⼈會說，他看不出來是⼀個基督徒，他和我們⼀樣！這是極⼤的毀謗。世上的⼈會說，

這是什麼基督徒？和我們有什麼不同，我們為什麼要成為基督徒去教會呢？這是對教會，

對基督極⼤的毀謗。這是撒旦的網羅，撒旦的攻擊！ 

 

提前6：1「凡在軛下作僕人的，當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

褻瀆。」多2:5「5 謹守，貞潔，料理家務，待人有恩，順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

被毀謗。」教會的會眾是捍衛保護真理的團體。 

RP教會的⼀位Student Under Care，其他長老牧師們就發現這位年輕的準牧師，雖然在

講道⽅⾯沒有什麼⼤缺失，但是他不僅在世上的⼯作上偷懶，遲到早退。在教會裡，當⼤

家忙著搬桌椅的時候，他總是袖⼿旁觀，也不喜歡和⼈交流談話。結果在他因為搬家，要

把會員轉到另外⼀個RP教會，轉到另外⼀個區會的照管下繼續他的牧師資格考試。他的

牧師長老就列出了他在屬靈⽣命上的問題，告訴另外⼀個區會，希望他們能繼續輔導和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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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他是否適任成為教導長老。我們可以試想，這位年輕準牧師的老闆上司，如何看待基督

教呢？這是極⼤的毀謗，這都是撒旦的網羅，撒旦的攻擊！ 

 

應用：以撒旦為代表的屬靈⼒量正在列陣攻擊教會及其領袖。 保羅早些時候警告以弗所

⼈不要“給魔⿁留地步”（以弗所書 4:27），要武裝⾃⼰“抵擋魔⿁的詭計”（以弗所書 

6:11）。 會眾中的其他⼈同樣容易受到他的詭計的影響（提後2:26；25 用溫柔勸戒那抵

擋的人，或者神給他們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26 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擄去的，

可以醒悟，脫離他的網羅。）。 保羅已經談到教會（錯誤的）領袖出於紀律和恢復的原

因被「交給撒旦」（1:20）。 對於提摩太來說，任命⼀個不僅會阻礙事⼯，⽽且會因災

難性的跌倒⽽成為紀律案件的⼈將是⼀種悲慘的時間浪費。 

 
1- 教會要保護新入教的人不承受長老的職分，保護會眾不受撒旦的攻擊。 
2- 教會要知道檢視審查長老在教外的好名聲，保護教會不是撒旦的攻擊。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