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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永生神的家 

建立教會的權柄與傳承 

提摩太前書 1:1-2 

 

唐興 牧師 

 
經文： 
1-教會權柄的源頭。 

1 奉我們救主神和我們的盼望基督耶穌之命， 

κατʼ ἐπιταγὴν θεοῦ σωτῆρος ἡμῶν καὶ Χριστοῦ Ἰησοῦ τῆς ἐλπίδος ἡμῶν 
2-教會權柄的授予。 

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Παῦλος ἀπόστολος Χριστοῦ Ἰησοῦ 
3-教會權柄的傳承。 

2 寫信給那因信主作我真兒⼦的提摩太： 

2 Τιμοθέῳ γνησίῳ τέκνῳ ἐν πίστει κυρίου ἡμῶν.  
4-教會權柄的祝福。 

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 

, χάρις ἔλεος εἰρήνη ἀπὸ θεοῦ πατρὸς καὶ Χριστοῦ Ἰησοῦ τοῦ 
 
前言： 

之前我們看到耶路撒冷教會是教會⼤使命開始往前擴張的關鍵時刻，那是教會受到內部的

罪的攻擊，教會受到外部的逼迫，但是，教會開始形成健全的組織，使話語的服事，在慈

善事⼯的服事的伴隨下，使神的話興旺，豐富，擴張。這是耶路撒冷教會擴張的關鍵。 

 

提摩太前書的背景是⼀個以弗所教會關鍵的時刻，這是⼤使命關鍵的時刻，這是神國度往

前的關鍵時刻（第⼀次在羅⾺被監禁後釋放，造訪以弗所和⾺其頓：提前-AD62-64, 第

⼆次被監禁：AD65-67殉道，提後- AD65-67）。有兩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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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虛假福音教義的興起。以弗所教會的⼀些教師們所教導傳講的與保羅所傳講教導的

不同。保羅的福⾳啟⽰是直接從神來的，直接從基督來的。假教師是在直接顛覆悖逆神所

設立的使徒的權柄，抵擋基督透過神話語的統治權柄。 

 

第二，建立永生神的家之傳承。⼤使命在這時候⾯臨接棒傳承的關鍵。使徒保羅的事奉已

經進入末期，使徒時期就快要結束了。他需要把建立永⽣神的家的使命和權柄傳承給下⼀

代的牧師、長老、執事。提摩太和提多正是下⼀代建立永⽣神的家成為真理柱⽯和根基的

⼈。他們必須延續使徒的福⾳教義和教導，他們必須延續使徒設立的教會治理架構。 

 
書信的開場⽩的兩句話的字裡⾏間，就已經透露了保羅和提摩太建立神的家所⾯臨的挑

戰，和解決的⽅法。不僅如此，這封信是使徒寫過所有新約教會的牧師、長老、執事和會

眾的信。告訴我們要如何建造神的家。保羅在兩節經⽂的公式化開場⽩中，就已經充分地

展現凸顯出書信的背景，不僅宣告了使徒建立永⽣神的家的權柄源頭，權柄的授予，權柄

的傳承，並且宣告了伴隨著這個權柄和傳承⽽來的祝福。 

 

中心思想：建立永⽣神的家之權柄與傳承。 

 

經文解釋： 

第1節希臘⽂的第⼀個字是「保羅」；第2節希臘⽂的第⼀個字是「提摩太」。兩節經⽂

的結構是完全⼀樣的： 

第1節：「保羅，基督耶穌的使徒，奉我們救主神，和基督耶穌來的命令」 

第2節：「提摩太，在信⼼中的真兒⼦，從⽗神和基督耶穌我們的主來的恩惠，憐憫，平

安」 

「保羅」對應「提摩太」；「基督耶穌的使徒」對應「在信⼼中的真兒⼦」；「奉我們救

主神和基督耶穌來的命令」，對應「從⽗神和基督耶穌我們的主來的恩惠、憐憫、平

安」。 

第1節「保羅，基督耶穌的使徒，從我們救主神，和基督耶穌來的命令」這裡說到兩件

事：第⼀，使徒職分和權柄的授予：使徒。第⼆，使徒職分和權柄的源頭。 

 

1-權柄的授予。「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保羅，基督耶穌的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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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封信是寫給提摩太個⼈的，特別是保羅稱提摩太為真兒⼦，流露揭⽰出他們之間

密切的個⼈關係。但是，書信的開頭，保羅卻⽤了非常正式的頭銜，他稱⾃⼰為基督耶穌

的使徒：「保羅，基督耶穌的使徒」。他把⾃⼰歸為初期教會時代少數擁有「特定領導資

格和任務」的⼀群⼈中。他⼀開始就向提摩太確定⾃⼰的權柄是基督耶穌所授予的，他的

使徒⾝分是基督耶穌所賦予的，他所寫的書信的內容是出⾃於基督耶穌的權柄。這樣做有

兩個⽬的：【第⼀】對提摩太。保羅要提摩太知道，雖然這是⼀封個⼈的書信，同時，也

是使徒寫給教會牧師的正式信。因為提摩太⾯對的是非常困難處理的事：教會的異端，有

⼀些假教師在教會中傳講不純正的教導，⽽且有些⼈也跟從了這些教導。因此，保羅⼀開

始就告訴提摩太，他是以使徒的權柄，從基督耶穌來的權柄寫的，信的內容是基督耶穌的

旨意。他不是要以頭銜來壓提摩太，相反的，他是⿎勵提摩太，要繼續持守純正的福⾳，

順服基督的旨意，靠著基督的權柄，處理教會中的異端，建造永⽣神的家就是教會。 

 

【第⼆】對會眾。保羅知道這封信會向以弗所教會的會眾公開閱讀（以弗所可能有許多家

庭教會組成）。他要所有的會眾知道這封信是具有權柄的，來⾃於基督耶穌的使徒保羅。

他要那些假教師知道：他們沒有從基督耶穌來的權柄，他們沒有被差遣，他們沒有被呼召

出來傳講教導。 

 

當加拉太教會質疑保羅使徒的⾝分的時候，他在加拉太書⼀開始，也是立刻確定⾃⼰使徒

的權柄：「作使徒的保羅，不是由於⼈，也不是藉著⼈，乃是藉著耶穌基督，與叫祂從死

裡復活的⽗神，2 和⼀切與我同在的眾弟兄，寫信給加拉太的各教會：」 

 

使徒的權柄。「使徒」[ἀπόστολος] (apostolos) 按照希臘⽂就是「使者」

(messenger)(保羅書信 35 次，新約 80 次)。神國度君王，教會元⾸的使者，是具有基督

權柄的發⾔⼈。在希伯來⽂猶太教對應的字是「代理⼈」ַח יִלָׁש  (shalíach)。使徒是復活升

天的基督在地上建立教會的「代理⼈」。使徒的命令，就是基督的命令，使徒所說的就是

基督說的。 

  

林前15:5-9，講到基督顯現給12個使徒和眾使徒看（雅各和保羅在其中），作為新約使

徒有⼀個重要的資格和條件：使徒必須是親眼看⾒復活的耶穌的⼈，或是親⾝經歷復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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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顯現和啟⽰的⼈。當哥林多教會和加拉太教會的⼈質疑保羅使徒的⾝分的時候，他

說他說⾒過主耶穌的（林前9:1），保羅曾經在⼤⾺⼠⾰路上親⾝經歷復活的基督向他顯

現啟⽰。使徒是神和基督親⾃揀選，差遣的⼈，承擔傳揚福⾳，承受啟⽰的⼈。保羅說他

所傳的福⾳，不是出於⼈的意思，不是從⼈領受的，不是⼈教導他的，乃是從耶穌基督啟

⽰來的（加1:11-12）。使徒不僅是基督在地上建立教會的代理⼈，他們也執⾏真正使徒

的標記，包括神蹟奇事：林後12:12「12 我在你們中間，⽤百般的忍耐，藉著神蹟、奇

事、異能，顯出使徒的憑據來。」 

 

結論：教會權柄的授予是出於基督。基督是教會的元⾸。使徒的權柄是出於基督的授予。 

 

應用：如果保羅是基督和神在地上的代理⼈，我們應該如何看使徒們所寫的書信呢？你會

認為使徒們所寫的書信是基督寫的嗎？是神所寫的嗎？是出於神的旨意嗎？你會願意順服

神和基督所說的話嗎？你會要弄清楚神的話嗎？ 

 

2-權柄的源頭。「1 奉我們救主神和我們的盼望基督耶穌之命，」「奉我們救主神，和基

督耶穌來的命令[κατʼ ἐπιταγὴν](kat epitage)」 

 

【第⼀】，保羅在這裡說強調，他不是⾃⼰選擇要做使徒的，⽽是被神和基督呼召出來做

使徒的。「奉命」強調了神的主動性和權威性。保羅把他所傳講教導的權柄的源頭是神和

基督，對比於教會中興起的假教師的教導。保羅是要告訴提摩太，他們所事奉的對象是創

造天地的神，是復活升天的基督耶穌，他們被呼召出來是為了⼀個比他們⾃⼰更偉⼤的事

業，他們是被呼召出來在神和基督的權柄統治下，建立神的家，建立教會。 

 

【第⼆】，這裡的奉命，也暗⽰了⾃⼰蒙召做使徒的經歷：他在⼤⾺⼠⾰的經歷。保羅被

復活升天的基督呼召成為使徒的經歷，是聖經中最突出的事件，⼀個殺害基督，逼迫教會

的⼈，成為建立教會的使徒，為基督受苦難的使徒，最後為基督殉道的使徒。他的⽣命在

最短的時間內發⽣巨⼤轉變，都只因為基督向他顯現，他看⾒了復活的基督。這裡的奉命

暗⽰了保羅⽣命中的重⽣歸正，是復活的基督在他⾝上的救恩。保羅180度的轉變是基督

恩典的拯救。他從殺害逼迫基督徒，成為建立永⽣神的家的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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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保羅⽤救主神和我們的盼望基督耶穌，是特別提醒提摩太他們被呼召出來建立

永⽣神的家關係到他們本⾝的救恩和得救的盼望。他們必須在所有將要⾯對的困難中，警

醒⾃⼰在屬靈⽣命上的長進，在成聖路上的長進，在順服堅忍上長進（6:15-16）， 

 

3-教會權柄的傳承。「2 寫信給那因信（主）作我真兒⼦的提摩太：」 

 

原⽂沒有「寫信給」，⽽是：「提摩太在信⼼中的真兒⼦」，「從⽗神和基督耶穌我們的

主來的恩惠，憐憫，平安」[Τιμοθέῳ γνησίῳ τέκνῳ ἐν πίστει] 
 
這是⼀個重要關鍵性的經⽂，講到教會權柄的傳承。⼀位年邁的使徒，在他服事主的⽣涯

的最後階段，他知道他必須把建造教會的責任、託付和權柄交接給這位年輕的牧師提摩

太。⽽提摩太所⾯臨的從基督來的考驗，就是要在抵擋異端的入侵攻擊下，建立神的家成

為真理的柱⽯和根基。⽽保羅在開場⽩提醒提摩太，傳承教會託付和權柄的合法⾝分：

「在信⼼中的真兒⼦」。 

 

提摩太是被教會按立的教導長老，被保羅和以弗所教會長老們按立的牧師，他是具有承傳

使徒建造教會權柄的合法⾝分的⼈。但是，為什麼保羅沒有⽤他的職分來說明提摩太⼤權

柄呢？為什麼保羅沒有說，提摩太是他的同⼯，是他按立的教導長老，牧師來證明提摩太

建造教會合法的⾝分和權柄呢？在其他地⽅他稱提摩太為「同⼯」（羅16:21）「基督福

⾳的執事」（與神同⼯的）（帖前3:2）。為什麼這裡他⽤了「信⼼中的真兒⼦」。 

我們發現保羅在提多書的開場⽩中稱提多為：提1:4「就是照著我們共信之道作我真兒⼦

的」「根據共同信⼼的真兒⼦」[γνησίῳ τέκνῳ κατὰ κοινὴν πίστιν]。提摩太和提多都⾯臨

在異端興起的挑戰下建立教會。保羅都稱他們是「信⼼中的真兒⼦」「根據共同信⼼的真

兒⼦」。保羅沒有以他們被按立的事實，來證明他們傳承了教會建造的託付和權柄。⽽是

⽤「信⼼中的真兒⼦」作為教會建造權柄的證明。當然，我們知道，保羅和提摩太之間有

如⽗⼦⼀樣親密的關係，保羅在提摩太後書開場⽩中稱他為「親愛的兒⼦」[ἀγαπητῷ 

τέκνῳ]。但是，這不是真正的原因。保羅不是把個⼈之間的關係作為權柄託付傳承的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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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γνήσιος] (genesio)希臘⽂的意思最初是指「合法的」，嫡出的婚⽣⼦女，不是非

婚⽣的⼦女，或被收養的⼦女（TDNT），也可以⽤來表⽰「真正的」（林後8:8-試驗你

們愛⼼的實在/試驗你們真正的愛⼼）。所以，「真這個字既傳達了親密感，也傳達了權

柄」（WBC-Mounce）。保羅⽤信⼼中的真兒⼦，⾄少具有三個重點： 

 

第一，真正重生歸正的信徒。「在信⼼中的真兒⼦」。把信和真兒⼦連結起來，表⽰這是

指屬靈領域的事情。保羅是提摩太屬靈的⽗親。提摩太在保羅的教導下屬靈⽣命成熟結出

聖靈果⼦。保羅從提摩太的⽣活和事奉中看到這⼀點，所以說他是「在信⼼中的真兒

⼦」。Lange:「傳道⼈的職務和⼯作是使屬靈的兒女為神⽽⽣的⼿段（⾨10）。」 

林前4:15「15 你們學基督的，師傅雖有⼀萬，為⽗的卻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穌裡⽤福

⾳⽣了你們。」⾨10:「10 就是為我在捆鎖中所⽣的兒⼦阿尼西謀求你」保羅稱那些被他

所傳的福⾳重⽣得救的⼈是他⽤福⾳⽣出來的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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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成形在⼼裡，是指重⽣的基督徒，因為

認識基督和基督的⼯作⽽產⽣「歸正」conversion⽣命轉變的經歷。從加拉太書羅⾺書的

背景來看就是：知道、明⽩和學習順著聖靈與⾁體本性爭戰，並且漸漸結出聖靈的果⼦的

⼈。提摩太是順從聖靈引導的⼈。「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羅8:14）。

這是「信⼼中真兒⼦」的最好的定義：⼀個⽣命真正重⽣歸正的⼈。 

 

提摩太從⼩跟從他⺟親祖⺟學習聖經（⽗親是希臘⼈），但是是保羅在第⼀次旅⾏宣教

中，帶領提摩太在所傳講的福⾳中重⽣「歸正」（conversion）那是他⼤約15歲，住在

司路得 (提後1:5)。之後他在恩典中屬靈⽣命長進快速。第⼆次旅⾏宣教時，帶領提摩太

成為宣教建立教會的助⼿（徒16:1-3；提前4:14；提後1:6）。後來，保羅按立提摩太，

把他留在以弗所（⼤約AD65）(提前1:3)。保羅要他單獨留在以弗所⾯對教會的挑戰，要

他在試驗中，屬靈⽣命更長進。這封信就是為了要勸勉，⿎勵，教導他的接棒⼈，在聖靈

的引導下，傳承建造神的家成為真理柱⽯和根基的⼤使命。重⽣歸正的屬靈⽣命是傳承建

造神家的託付和權柄的第⼀個條件。 

第二，順服和持守保羅教導。腓2:19「19 我靠主耶穌指望快打發提摩太去⾒你們，叫我

知道你們的事，⼼裡就得著安慰。20 因為我沒有別⼈與我同⼼，實在掛念你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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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別⼈都求⾃⼰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22 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他興旺福

⾳，與我同勞，待我像兒⼦待⽗親⼀樣。23 所以我⼀看出我的事要怎樣了結，就盼望⽴

刻打發他去；」 

林前4:15-17「15 你們學基督的，師傅雖有⼀萬，為⽗的卻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穌裡⽤

福⾳⽣了你們。16 所以，我求你們效法我。17 因此我已打發提摩太到你們那裡去；他在

主裡⾯，是我所親愛、有忠⼼的兒⼦[τέκνον ἀγαπητὸν καὶ πιστὸν ἐν κυρίῳ]。他必提醒你

們，記念我在基督裡怎樣⾏事，在各處各教會中怎樣教導⼈。」 

 

這裡的待我像兒⼦待⽗親⼀樣，是指提摩太在傳講純正的福⾳上的順服，承傳了保羅的教

導，與保羅同⼯。WBC-Mounce：「根據歷史情況，將這句話理解為“因為他⼀直忠⼼”

是很有意義的。提摩太是保羅真正的兒⼦，因為提摩太⼀直忠於保羅的福⾳，與反對者形

成鮮明對比。在這種情況下，γνήσιος（“真實”）被翻譯為“合法”，因為它強調了提摩太

的權威，⽽不是反對者缺乏權威。」提摩太傳承了保羅的教導，傳承了保羅的神學，傳承

了保羅的講道，這是建造神的家的權柄之傳承。不僅僅是職分上的，⾝分上的傳承，⽽是

真理教導上的傳承。（1:19節，保羅指出以弗所教會中間，有的假教師在信⼼上如同船破

壞了⼀樣，他們不是無意的，是有意地丟棄了良⼼。） 

 

提4:13「13 你要以宣讀、勸勉、教導為念，直等到我來。」這是提摩太的使命，忠⼼順

服地執⾏神話語的服事。順服和持守保羅教導，是傳承建造神的家的託付和權柄的第⼆個

條件。 

 

第三，致力於為真道打美好仗。 
 

加爾⽂：這裡的真兒⼦是把提摩太看為是另⼀個保羅。和保羅⼀樣的⼈。保羅把⾃⼰的話

語的服事，建造教會的事奉服事看為是⼀場屬靈的爭戰。因此，保羅也兩次提醒提摩太要

「為真道打美好的仗」（1:18；6:12）。1:20節，保羅說他已經把兩個假教師「交給撒

旦，使他們受責罰」。3:16節，提到「魔⿁的網羅」，4:1節說「引誘⼈的邪靈和⿁魔的

道理」。5:15節說，有⼈已經「轉去隨從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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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提摩太知道這場美好的仗，發⽣在⼈的內⼼，發⽣在⾃⼰的內⼼。他必須知道靠著

聖靈勝過⾃⼰內⼼本性中的罪。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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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你要謹慎⾃⼰和⾃⼰的教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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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2「11 但你這屬神的⼈要逃避這些事，追求公義、

敬虔、信⼼、愛⼼、忍耐、溫柔。12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提摩太雖

然是重⽣歸正的⼈，他還需要在救恩中長進，在建立教會的過程中，⾃⼰也被基督藉著聖

靈建造。 

 

弗6:10-12 說，「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能⼤⼒，作剛強的⼈。要

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的詭計。因我們並不是與屬⾎氣的爭戰，乃是與那

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林後10「3 因為我們雖然在⾎氣中⾏事，卻不憑著⾎氣爭戰。4 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

屬⾎氣的，乃是在神⾯前有能⼒，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5 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認

識神的那些⾃⾼之事⼀概攻破了，⼜將⼈所有的⼼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建造教會的託付和權柄的傳承，不僅僅是⼀個職分的授予，最重要的是屬靈⽣命的延續。 

提摩太是保羅的信⼼中的真兒⼦，他是保羅屬靈⽣命的延伸，1）他不僅是因為保羅的福

⾳教義真正重⽣得救的⼈，他是因保羅的教導在⽣命上轉變「歸正」（conversion）的

⼈。2）提摩太是順服持守保羅教導的⼈，他忠⼼的持守教導保羅所傳的純正的福⾳教

義。3）提摩太是明⽩知道⾃⼰是從事⼀場美好的仗。 

 

保羅把提摩太放在以弗所教會，把提多放在克⾥特的教會是有原因的，他們兩⼈都是保羅

在信⼼中的真兒⼦，在共同信仰上的真兒⼦，他們在純正福⾳的教導上，在設立教會治理

組織上都是和保羅同樣的⼈。雖然，他們有不同的個性，弱點，缺點，但是他們在建造神

的家上⾯是和保羅⼀樣的⼈。從保羅的教導，他們明⽩了基督的奧秘，福⾳的奧秘，敬虔

的奧秘。他們不僅是真正重⽣歸正的基督徒，他們是順服持守保羅教導的同⼯。 

 

4-教會權柄的祝福。「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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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保羅的開場⽩結束在祝福語上：「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

與你！」從整卷書的背景和開場⽩的中⼼思想來看，這裡是中⿎勵提摩太，告訴他建造神

的家成為真理柱⽯和根基的託付和權柄是伴隨著神和基督的祝福的。這裡的祝福的源頭和

前⾯保羅使徒權柄的源頭⼀樣是神和基督耶穌。 

 

我們注意到，保羅通常典型的祝福是：「恩惠，平安」grace and peace；但是這裡加上

了憐憫。因為，憐憫特別適合提摩太的個性，他不僅是保羅最親愛的同⼯，屬靈⽣命的延

續，他是年輕的牧師，他本性是膽怯的，內向的，敏感的，在⾯對教會中的困難、攻擊、

衝突的時候，他不像提多⼀樣地有強固的個性，不像提多⼀樣有經驗，因此，保羅加上了

憐憫。 

 

恩典[χάρις]。原來是沒有救恩含義的希臘字。在新約中是神在基督裡拯救⾏動的⼀個總

結的字，強調神的救恩是⽩⽩賜給不配得的罪⼈的禮物。這是保羅傳講的純正福⾳中，非

常重要的字（出現155次中，100次出現在保羅書信中）。恩典是神拯救⼈的基礎。保羅

⿎勵提摩太「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提後2:1）。 

 

憐憫[ἔλεος]。是當某⼈發⽣不幸和不應得的事情時的反應，⼀種情緒上的反應

（TDNT）。七⼗⼠譯本對應的希伯來⽂是 「慈愛」[ דסֶ֫ח ](hesed) ，是表⽰神與以⾊列

⼈之間立約的關係。神的憐憫與神的信實，忠誠和愛有關係的。恩典和憐憫都與神的救恩

有關係，兩者都是神賜給不配的⼈的禮物。 

 

平安 [εἰρήνη]。平安不是⼀種情感，不是⼀直感覺，⽽是⼀種現實的情況。改⾰宗神學家

莫理J. Murray 在羅⾺書註釋5:1說，「平安不是我們思想和⼼靈的鎮靜和安寧；⽽是與神

和好所帶來的和平的狀態……⼼裡和思想的平靜源於『與神和好』，是我們的意識中因為

明⽩稱義所建立的關係⽽產⽣的反映。」在古典希臘⽂字，平安，意味著戰爭的停⽌，包

括裡和平的關係。希伯來⽂的[ םולׁש ](shalom)，是描述沒有敵意，和隨之⽽來的神所賜的

普遍複製。因為信徒是被稱義的（羅5:1），所以平安，就是處於與神和好的地位。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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