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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永生神的家-序言 

提摩太前書 1:1-2 

唐興 牧師 

 
 

經文： 

1 奉我們救主神和我們的盼望基督耶穌之命，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2 寫信給那因信主

作我真兒⼦的提摩太：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 

 
前言： 

上兩個主⽇我們⼀同思想了使徒⾏傳第6章中耶路撒冷教會在教會治理組織成形之下，在

撒旦從外部興起的逼迫和在內部的罪和衝突中，快速的往前擴展。我們看到使徒時期的教

會有兩⽅⾯的服事：祈禱和神話語的服事 Ministry of the Word 和慈善事⼯的服事 

Ministry of Mercy。使徒們就是按照這樣的基本教會治理組織架構，在各處建立教會，

把⼤使命從耶路撒冷，擴張，發展，延伸到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在提摩太前

書中可以清楚看到使徒保羅，不僅繼續的延續了12個使徒們在耶路撒冷設立的教會治理

組織，並且對治理教會的職分，對牧師，長老，職事的職分做了進⼀步的說明。同時保羅

也教導會眾應當如何在教會中⾏事。 

 

使徒⾏傳6章1-7節，我們看到教會所⾯臨的三⽅⾯挑戰：1）地上政權對教會外在的逼

迫，2）教會內部的罪，3）教會內部⼈際關係的衝突摩擦。提摩太前書我們看到第四⽅

⾯的挑戰：4）假教師不純正的福⾳教義的入侵。不純正的福⾳教義入侵到以弗所教會，

是提摩太前書的背景。保羅就感到事情嚴重，重複的提醒勸勉提摩太要如何⾯對挑戰。 

 

中心思想：以純正的福⾳教義、健全的治理組織和敬虔的同⼯會眾，建立永⽣神的家成為

真理的柱⽯和根基。這是整卷提摩太前書的主題和中⼼思想。 



 2 

 

提前3:14「14 我指望快到你那裡去，所以先將這些事寫給你。15 倘若我耽延⽇久，你也

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這家就是永⽣神的教會，真理的柱⽯和根基。」 這無疑

的是這封書信的⽬的：建立永⽣神的家，就是教會，成為真理的柱⽯和根基。所以，我把

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後書和提多書）的題⽬訂為「建立永⽣神的家」。必須澄清的是，建

造教會的不是⼈，⽽是主耶穌基督。祂是教會的建造者，我們是祂的教會。同時，我們也

必須順服基督建造教會的模式，把教會建造成為真理的柱⽯和根基。 

 

如何把教會/神的家建立成為真理的柱⽯和根基呢？保羅⼀開始就要提摩太命令教會中⼀

些⼈不要傳異教，不要教導和使徒所教導不⼀樣的東⻄。他告訴提摩太要「打那美好的

仗」，因為，這是⼀場屬靈的爭戰，不是與屬⾁體的⼈的爭戰，是與仇敵撒旦的爭戰

（1:18-20）。4:1節中，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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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節，「12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你為

此被召，也在許多⾒證⼈⾯前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證。」 

 

第⼀章保羅⼀開始就立刻對提摩太發出了命令：1）要防⽌虛假教導的散播蔓延（1:3-

11），2）保羅為⾃⼰的得救和純正的福⾳感謝神（1:12-17），3）保羅要提摩太為真道

打美好的仗（1:18-20）。教會既然是真理的柱⽯和根基，那麼爭戰的核⼼必然是教會所

傳講的，所教導的內容。 

 

保羅在第⼆章開始⼀直到第6章結束都在仔細解釋如何完成這項使命，可以分為7部分：1）

會眾在教會敬拜和⽣活中的⾏為規範（2:1-7禱告；2:8-15聖潔的男⼈和女⼈）；2）把

敬虔的同⼯組織起來成為治理教會的團隊（3:1-7監督；3:8-13執事和女執事）；3）基

督裡「敬虔的奧秘」（3：14-16）；4）對教會特定群體的勸戒和照顧（5:1-2老年⼈；

5:3-16寡婦；5:17-25長老；6:1-2僕⼈/奴隸）5）對那些假教師提出控訴（6:3-10）；6）

再次提醒命令提摩太要為真道打美好的仗 (6:11-16)；7）結尾的命令（6:17-21）對今世

富⾜的⼈提出勸告（17-19），再提醒提摩太（6:20-21）。「20 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

託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虛談和那敵真道、似是⽽⾮的學問。21 已經有⼈⾃稱有這學問，

就偏離了真道。願恩惠常與你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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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封充滿感情的書信，使徒保羅在教會⾯對挑戰的緊迫情形下，為他所建立的以弗所

教會，為他所扶持的年輕同⼯提摩太（⼤約30歲）發出命令。字句間交織著了他對教會

的愛，對他的接棒⼈，年輕的提摩太的愛，對他⾃⼰救恩的回顧發出的感恩，和他對神和

基督的讚美！ 

 

提後1:3「3 我感謝神，就是我接續祖先⽤清潔的良⼼所事奉的神。祈禱的時候，不住地想

念你，4 記念你的眼淚，晝夜切切地想要⾒你，好叫我滿⼼快樂。5 想到你⼼裡無偽之

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妮基⼼裡的，我深信也在你的⼼裡。」 

 
1-歷史背景   

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從18世紀開始被稱為「教牧書信」（PE-Pastoral Epistle）（主要

是寫給個⼈的，包括腓利⾨）其他書信都是寫給教會的。當時書保羅晚年，他被監禁在羅

⾺監獄，被釋放（徒28章），展開第⼆次的事⼯。⽽他所建立和監督管理的教會正⾯臨

不純正福⾳教義的入侵，⾯臨假教師的破壞，⾯臨仇敵撒旦的攻擊，⾯臨神的試驗。提摩

太前書以及提多書，可能是在此時寫成。書信的⽬的是要在這時候特別提醒、勸勉、告誡

他建立教會的同⼯關於他們的職責，要如何持守使徒的教導，設立教會治理組織，來建造

教會，堅固教會，餵養教會。教會的治理組織的⽬的和⽬標就是牧養教會、餵養教會，培

育教會。教會治理組織的⽬的是靈魂的關懷(soul care)。教會治理組織不是冷酷、的僵硬

的制度，教會治理是基督設立的，照顧祂的肢體在屬靈上需要。教會所有活動的⽬的都是

為了教會肢體屬靈上的建造，不論是神話語的服事，還是慈善事⼯的服事。 

 

1a-使徒保羅和提摩太 

首先，從使徒⾏傳中我們得知，保羅在⼩亞細亞進⾏第⼆次傳教之旅時（AD52），邀請

提摩太（⼤約16歲）⼀同參與宣教（徒16：1-3）。後來在使徒⾏傳中，提摩太被提及成

為幫助保羅事⼯的值得信賴的伙伴（徒19:22；20:4），並且在保羅的信中多次提到他，

有時作為與保羅共同發信的⼈（林後1: 1; ⻄ 1:1），有時作為保羅將或已派⼈作為他的代

理⼈來教導和⿎勵教會的⼈（腓2:19-24；林前 4:16-17；帖前 3:1- 2）。 

 

其次，以弗所教會和⾺其頓（提前書 1:3）也與使徒⾏傳中記載的保羅的傳教旅⾏有關。

提摩太加入團隊後不久，保羅前往⾺其頓（使徒⾏傳 16：9-10）。保羅第⼀次到以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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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離開了他的同伴百基拉和亞居拉，繼續在以弗所傳道⼯作（徒18：18-26）。保羅在

不同的地區宣教，他會留下各種同伴或派他們繼續傳道牧養他建立的教會。所以，保羅是

以弗所教會的監督，提摩太是負責繼續建立牧養以弗所教會的牧師。提摩太是保羅⼀⼿培

養的，⼀起事奉的同⼯，忠⼼服事主同⼯，使徒的接棒⼈。從⼤公的教會來看，今天所有

被主呼召出來的，忠⼼服事教會，按照使徒們所啟⽰的⽅式建造教會的牧師長老執事都是

保羅的提摩太。提摩太書，提多書是為所以教會所寫的. 

 

1b-以弗所教會。保羅在AD54-AD56，3年住在以弗所。 

保羅在他第⼆次宣教之旅（AD52）徒中離開哥林多之後，拜訪了以弗所，顯然在那裡建

立的教會（徒18:19）。在他第三次宣教之旅（AD54-56）中，保羅在以弗所住了3年之

久（徒19:8-10）。他把時間花在處理錯誤的教義和異教拜偶像的習俗上。（徒19:18-

20）隨著銀製偶像的銷量開始下降，銀匠引起了騷動（使徒⾏傳 19:26-41）。塵埃落定

後不久，保羅就動⾝前往⾺其頓。（正是在這次逗留期間，他寫了《哥林多前書》） 

 

幾個⽉後（AD57 年），保羅在附近的米利都島與以弗所的長老會⾯，並作了告別演說

（徒 20）。當這些⼼地善良的⼈為上帝的作為⽽哭泣時，他們的相互愛是顯⽽易⾒的—

—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再⾒到保羅了。路加記錄了他們的談話和祈禱，很明顯他們的信仰越

來越成熟。現在的圖片是⼀座經過精⼼培育⽽充滿活⼒的教會。 

 

2-建造樣式。 

2.1-以弗所書(AD64 第⼀次羅⾺監獄)。提摩太前書（AD65-⾺其頓）提多書（AD65-尼

哥波立）提摩太後書（AD67 第⼆次羅⾺監獄） 

保羅寫的以弗所書中說他直接從神領受⼒福⾳的奧秘，基督的奧秘，神裡的奧秘，這奧秘

就是神旨意的奧秘。神的旨意就是：「10 要照所安排的，在⽇期滿⾜的時候，使天上地

上⼀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同歸於⼀[ἀνακεφαλαιόω](anakephalaioo)包括」。這個奧秘

的旨意在三個關係的結合上被啟⽰、彰顯、表明出來：第一，猶太⼈和外邦⼈被結合成為

⼀個新⼈（2:11-3:6），同為⼀體，同蒙應許（3:6）。第二，教會的合⽽為⼀，聖靈所

賜的合⽽為⼀的⼼，和教會在真道上同歸於⼀（4:3-13）。第三，丈夫和妻⼦在彼此的

愛和順服中的結為⼀體的合⼀。這些都彰顯表明了基督的奧秘，神旨意的奧秘，福⾳的奧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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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後書聖經註釋 作者 (Kent Hughes)「了解以弗所書中，從基督奧秘的⽽來的動

態聯合和秩序，對理解提摩太前書的⽬的（與教會秩序和⾏為有關）具有額外的重要性—

—因為教會的實際秩序，密切關係著向世界啟⽰基督的奧秘。 我們之所以知道這⼀點，

是因為當保羅宣布提摩太前書的⽬的時，他的思想中有奧秘這個詞。 再次仔細聆聽提摩

太前書的⽬的：『15 倘若我耽延⽇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這家就是永

⽣神的教會，真理的柱⽯和根基。16 ⼤哉，敬虔的奧秘！無⼈不以為然…”（3：14-

16a）。』 

因此，正確的教會⽣活的細節是直接從基督啟⽰給保羅的『管理這奧秘』的⼀部分，正如

使徒在以弗所書中談到猶太⼈和外邦⼈的聯合時所解釋的那樣…提摩太前書是⼀封關於教

會秩序的信，以及它應該如何⽣活以揭⽰那個『奧秘』。 上帝在提摩太前書告訴我們，

如果要榮耀他，教會必須具有什麼形式和⾏動。 它與福⾳和把宣告所啟⽰的奧秘有關。 

因此，我們在提摩太前書 中擁有教會的⼀⼤寶藏——是基督為了我們直接賜給保羅的。 

它具有無窮的價值。」純正的福⾳教義，健全的教會治理組織，敬虔的教會⽣活、事奉、

敬拜的次序傳達彰顯基督的奧秘。 

 
2b-八項總結。教牧書信的內容主要是講到如何建造⼀個教會使屬靈的關懷發⽣在這個團

體中。新約聖經學者，聖約神學院教授，雅布羅(Robert Yarbrough)，對教牧書信中的教

會牧養事⼯提出了精闢的八項總結（Thomas Oden）。 

 

1. 在餵養和培育自己的靈魂的意義上，牧師不僅有責任照顧羊群，而且有責任照顧自
己……。 

保羅給提摩太的信清楚地指出，要提摩太必須注意⾃⼰的信仰內容和⾏為。 「你要謹慎

⾃⼰和⾃⼰的[教訓]教義，要在這些事上恆⼼。因為這樣⾏，⼜能救⾃⼰，⼜能救聽你的

⼈。」（提前 4:16）。 斷斷續續或偶爾密切關注是不夠的：「15 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

並要在此專⼼，使眾⼈看出你的⾧進來。」（1 Tim 4:15）。 應避免停滯或不良榜樣。 

 

保羅雖然沒有參與使徒⾏傳6章耶路撒冷教會會議，事實上，那時候的保羅，掃羅還是參

與殺害司提反，逼迫教會的⼈。現在，他卻成為把⼤使命擴展到外邦的使徒。不僅如此他

知道教會要以祈禱和神話語的職事來建立教會。⽽提摩太和提多是使徒們的接棒⼈，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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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承擔祈禱和神話語的執事，建造教會餵養主的養。⽽他們⾃⼰本⾝需要不斷的在屬靈

上得到餵養，不斷地在屬靈⽣命上長進。 

 

2. 教牧關懷（pastoral care）不僅發生在個人談話中，而且還透過講道發生，這是關懷靈
魂所固有的公眾性任務。 

 

提後4:2「2 務要傳道[κηρύσσω-公開宣告]！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並⽤百般的忍

耐，各樣的教訓，責備⼈，警戒⼈，勸勉⼈。3 因為時候要到，⼈必厭煩純正的道理，⽿

朵發癢，就隨從⾃⼰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4 並且掩⽿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語。

5 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做傳道的⼯夫，盡你的職分。」 

 

在保羅對提摩太和提多的囑咐勸勉中，傳講神的話，講道是主要的⽅法，去達到保羅為他

們設立的⽬標：建造神的家。因為教會是基督建造的，祂透過公開宣講神的話，主⽇講道

使⼈聽⾒祂。這是基督建造教會，傳遞「信⼼的義」最主要，最重要的管道。 

 

羅10:14「14 然⽽⼈未曾信祂[基督]，怎能求祂[基督]呢？未曾聽⾒祂[基督]，怎能信祂

呢？沒有傳道[κηρύσσω]的，怎能聽⾒呢？」「17 可⾒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

基督的話[ῥῆμα-活潑有功效的話-active word]來的。」 

 

3. 靈魂的關懷（soul care）發生在一個團體中，這個團體最主要的集體行動就是讚美上
帝的關懷。 

雖然教牧書信是寫給個⼈的，是寫給提摩太和提多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保羅也是寫給

整個教會的。因為信中⼀再提到你們（提前6:21；提後4:22，多3:15）。「羅在書信中⽤

的頌讚詞是⼀種正式的表達，是早期教會源⾃於猶太會堂固有的，對神的團體的敬拜，以

唱詩篇的形式的敬拜，也是出於聖經的敬拜，是耶穌和跟隨耶穌的⼈之間的敬拜。」 

敬拜的團體，教會是保羅教牧書信的核⼼。他⼀再使⽤會眾，教會這些字，他命令提多在

各城按立長老，這項⾏動就是為了在基督徒團體中設立健全的治理組織：教會。 

 

「簡⾔之，保羅懷著宣教的熱情所擁抱的福⾳使命，被轉化成為那些在保羅建立的基礎上

建造教會的⼈的使命（林前 3:10）。從教牧書信中受益最多的信徒，是那些接受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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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他們不僅接受並發展⾃⼰作為單個元素（如鈉，⼀種⾼活性⾦屬，或氯，

⼀種⾼濃度的有毒氣體）⽽且成為合⼀的化合物（如氯化鈉）的⾝份 ，或普通食

鹽）。」認識、看到、明⽩和順服神旨意的⼈，會被基督藉著聖靈結合在⼀起，成為神的

家。 

 
4. 靈魂的關懷是透過聖禮的施行有力地傳遞的，其中第一個是開端的事工——洗禮。 

洗禮是主耶穌在⼤使命中所命令的，施⾏在早期教會中，在使徒⾏傳中被提到24次之

多。保羅本⾝接受了洗禮（徒9:18），提摩太從⼩就是基督徒，也應該是受過洗禮的（徒

16:1）。使徒⾏傳14章說，保羅和巴拿巴在特庇向許多⼈傳福⾳，使好些⼈做⾨徒。「使

⼈做⾨徒」是⼤使命的⽤語，包括受洗，接受使徒的教導。因此，洗禮，聖餐，傳講神的

話是建立有形教會的主要事⼯。聖禮的施⾏永遠是伴隨著神話語的服事的，兩者都是為了

餵養和建造神的家。 

 
5. 基督教教牧關懷精髓的行動就是餵養：為他們的靈魂吃，喝，接受屬靈的滋養。 

「對於靈魂的關懷，沒有任何教牧關懷的⾏動，比復活的基督在聖餐中的臨在更重要。 

認罪悔改與聖餐有著內在的聯繫。」雖然教牧書信中沒有提到洗禮和聖餐，但是，保羅在

哥林多前書11:26「26 你們每逢吃這餅，喝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來。」。同樣

的，禱告也是教會最常規的活動，唱詩篇和讚美神也是如此。我們可以推論，沒有提到這

些公眾聚會時的常規性活動的原因，是因為教牧書信主要的焦點是要處理虛假教導異端入

侵教會的突出事件。事實上，純正的福⾳教義本⾝就會帶來合乎聖經的聖禮和純正的公眾

敬拜活動。 

 

「古代教會奉基督的名聚集，在先知的或牧養的宣告中重申基督的主權，包括釋聖講道

(exposition of the Scriptures)，並過透領受聖餐，成為所傳講的話語的印記和記號」 

 
6. 牧師是靈魂的老師，教導靈魂產生卓越的行為……如果對靈魂的關懷是內在生活的教
學法，那麼牧師必須發展教學的藝術。 

「給提摩太的信中充斥著要求提摩太或他的聽眾或兩者都採取⾏動的命令（總共超過 90 

條）。 那些渴望在⾃⼰的⽣活和教會會眾中，看到⾏為上的轉變的牧師們，會發現教牧

書信中對此事的動機和結果都有豐富的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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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解釋和灌輸基督教信仰教義的任務，是教牧書信中重要的關注，『教導』『教師』的

名詞和動詞，在教牧書信中出現了36次之多。這種對教導的重視並沒有使教會成為⼀所

學院，但它確實使那些認真跟隨基督的⼈，成為熱⼼的聽眾，和的思想敏捷的⼈。他們對

牧養領袖能夠擴⼤他們的視野，擴⼤他們對聖經的理解，以及他們所傳達的關於神、世界

和基督徒的使命。 牧師還幫助提供⼀個架構，讓上帝的⼦⺠能夠活出他們所理解的東

⻄，經常從教牧的榜樣中獲得智慧。」 

 
7. 對靈魂的關懷不僅發生在個人層面，而且延伸到組織中的培育和問責，並超越教會會
眾的領域，延伸到教區、政府領域、城市乃至世界。 

在整個教牧書信中，旨在在以弗所和克⾥特會眾中蓬勃發展的培育和問責，是透過牧養的

治理施⾏神所賜下的愛，以及，糾正和排除所有造成顛覆的花⾔巧語。 

 

8. 靈魂的關懷需要平信徒透過出於聖經所命令的自願奉獻的支持，而不是按服務收
費......當牧養職權被濫用時，牧者需要接受嚴格的調查，在假定無罪下，經過公平聽
證的正當程序。 

教牧書信中展現了⼀種擺脫對⾦錢的喜愛的牧養模式（提前 3:3-不貪財），這反過來⼜

會⿎勵⼈們實踐慷慨（提前 6:17-19-⽢⼼施捨，樂意供給⼈）和無私地關⼼他們當中真

正需要的⼈，例如寡婦（提前5）。 牧師們和會眾都對神賜給他們的東⻄感到滿⾜（提前 

6:6-8），這是保羅⾃⼰早先吸取的教訓（腓4:11-12），並因他的⾃給⾃⾜，在許多情況

下他都拒絕來⾃⼤多數教會的奉獻（徒20：33-35；林前 9：12；林後 2：17；7：2；

11：9；12：14-17；帖前 2：5）。 

 

教牧書信也講到教會勸戒，教會紀律，church discipline的問題。特別是教會承受監督職

分的⼈。提前1:20中提到兩個誤入歧途的⼈，他們很可能就是傳異端，虛假福⾳的假教

師。 

 

結論：我們可以從提摩太前書看到建立永⽣神到家成為真理的柱⽯和根基，是教會建造的

⽬的，⽅法是：以純正的福⾳教義，健全的治理組織，和敬虔的同⼯會眾⼀同建造，在建

造教會的同時也被基督建造成為天上的聖殿。傳講教導純正福⾳的教義是整個建造的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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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要輕忽了主⽇的信息，不要看輕了純正福⾳教義的教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