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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永生神的家 

以純正福音真理對抗異教 

提摩太前書 1:3-7 

唐興 牧師 

 
 

經文： 
1-問題的說明：以純正福音真理對抗虛假教導。（1:3-7） 
1a-要對抗虛假教導。                                             

「3 我往⾺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不可傳異教，」 

3 Καθὼς παρεκάλεσά σε προσμεῖναι ἐν Ἐφέσῳ πορευόμενος εἰς Μακεδονίαν, ἵνα παραγγείλῃς 
τισὶν μὴ ἑτεροδιδασκαλεῖν 

「4 也不可聽從荒渺無憑的話語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辯論，並不發明神在信上所⽴

的章程。」 

4 μηδὲ προσέχειν μύθοις καὶ γενεαλογίαις ἀπεράντοις, αἵτινες ἐκζητήσεις παρέχουσιν μᾶλλον 
ἢ οἰκονομίαν θεοῦ τὴν ἐν πίστει.  
 
1b-要明白純正福音。「5 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這愛是從清潔的⼼和無虧的良⼼、無偽

的信⼼⽣出來的。」 

5 τὸ δὲ τέλος τῆς παραγγελίας ἐστὶν ἀγάπη ἐκ καθαρᾶς καρδίας καὶ συνειδήσεως ἀγαθῆς καὶ 
πίστεως ἀνυποκρίτου,  
 

1c-要辯明虛假教導。「6 有⼈偏離這些，反去講虛浮的話，7 想要作教法師，卻不明⽩⾃

⼰所講說的、所論定的。」 

 

前言： 
 

中心思想：以純正福⾳真理對抗虛假教導，建立永⽣神的家成為真理柱⽯和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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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卷提摩太前書的中⼼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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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爾（Douglas Moo）：《保羅的神學和他的書信：在基督裡賜下的新領域 The Gift of 

the New Realm in Christ》把提摩太前書分為五個部分：第⼀，對抗假教師-01（第1章

1:1-20）;第⼆，教會⽣活-01（第2-3章2:1-3:16）。第三，對抗假教師-02（第4章4:1-

16）。第四，教會⽣活-02（第5章5:1-6:2a）。第五，對抗假教師-03（6:2b-21）。在

三個對抗假教師的經⽂段落中，穿插了兩段關於教會⽣活的經⽂。第⼀段的教會⽣活講到

教會「健全的治理組織」。第⼆段的教會⽣活講到教會「敬虔的同⼯和會眾」。在三段對

抗假教師的經⽂中，穿插了純正福⾳教義和福⾳⽣活原則的教導。 

 

「傳異教」希臘⽂ [ἑτεροδιδασκαλέω](etero-didaskaleo) 是⼀個複合形動詞 「教導不同

的-教義」，教導與保羅不同的教導，教導和保羅所教導的不同的教義。在加拉太書⼀開

始，保羅把所有和他傳講的不同的教導稱為「別的福⾳」，「8 但無論是我們，是天上來

的使者，若傳福⾳給你們，與我們所傳給你們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9 我們已經說

了，現在⼜說：若有⼈傳福⾳給你們，與你們所領受的不同，他就應當被咒詛！	」換⾔

之，羅⾺書，加拉太書中的福⾳，新約書信的福⾳才是純正的福⾳。以弗所教會的假教

師，可能是教會中的長老，已經有⼈開始跟隨他們，這是⼀個嚴重和緊急的情況。因此，

保羅在開場問安之後，立刻要提摩太處理這些假教師，要對抗他們虛假的教導。在指出這

些教導的錯誤中間，保羅也說明了什麼是純正的福⾳。1:1-20的中⼼思想是：以純正福⾳

真理對抗虛假教導，建立永⽣神的家成為真理柱⽯和根基。 

 
 
經文解釋： 
1-問題的說明：以純正福音真理對抗虛假教導。（1:3-7） 
1a-要對抗虛假教導。                                             

「3 我往⾺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不可傳異教，4 也不可

聽從荒渺無憑的話語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辯論，並不發明神在信上所⽴的章程。」 

 



 3 

這是保羅給提摩太的命令：要對抗異教。這也是基督給提摩太的命令，也是基督給歷代教

會的命令：要對抗異教，要對抗虛假教導，要對抗不純正的福⾳。這不僅是提摩太的使

命，也是新約教會的使命。 

 

整個基督教教會歷史事實上就是⼀個對抗異教，對抗不純正福⾳的歷史。教會花了300多

年對抗否定三位⼀體和基督神⼈⼆性的異端，同時也形成了三位⼀體和基督神⼈⼆性的教

義。教會也⼀直到今天都在對抗反對救恩是完全出於神⽩⽩恩典的⼯作，反對⼈是全然無

能⼒和敗壞的「伯拉糾主義-Palagianism」（5世紀開始-奧古斯丁），和後來的「半伯

拉糾主義」（Semi-Palagianism）。這些都是和保羅教導的純正福⾳不同的教義。重複

不斷地以不同的形式進入教會。 

 

（我曾勸你[παρεκάλεσά-παρακαλέω]=鼓勵你，召喚你。保羅提醒提摩太之前他曾經⿎

勵，召喚提摩太的事。和顯然他們之間已經討論過要如何處理在以弗所教會中發⽣的錯誤

教導。他要提摩太停留在以弗所，現在要提摩太去執⾏這個任務。也許之前他們之間的討

論是非正式的，⽽現在，⾝經百戰的福⾳老兵保羅正式以使徒的⾝分命令這位年輕的牧師

提摩太要如何對抗異教。保羅是向提摩太重新命令已經討論過的任務。） 

 

（保羅⽤我勸你，⿎勵你，⽽沒有⽤直接嚴厲的命令，反⽽表明保羅確信基督和基督的靈

在運⾏，把信徒連合在⼀起，並且引導他們，所以，像保羅⼀樣的領導者，需要創造⼀個

空間，給⼈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指導，⽽不是依賴強勢的策略。從⼀開始保羅就⽤⼀種與提

摩太有親密關係的⽤語（真兒⼦），伴隨著他作為使徒的權柄（奉命），向提摩太說明他

的任務，⽽不單單是⼀個冰冷無情的軍事命令。） 

 

提摩太在以弗所的任務的⾸要⽬的就是：「制⽌以弗所的異教」。這裡的「囑咐」應該翻

譯為「命令那幾個⼈不可傳異教」。「命令」這個字承襲了開場⽩中權柄的主題。使徒保

羅，作為基督在地上的代理⼈，要提摩太「命令」那幾個⼈不可傳異教。換⾔之，提摩太

的任務是出於基督的命令。這裡延續了開場⽩中權柄和傳承的主題。提摩太具有從基督⽽

來的權柄制⽌那幾個傳異教的⼈。「囑咐/命令」是個軍事⽤語，就是將命令由⼀個⼈傳

達給另⼀個⼈，保羅就是⽤如此強烈的語氣，來表達他的意思。「命令那幾個⼈不可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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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敎」，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出，純正福⾳的基本教義，在當時已經確定，雖然新約正

典還沒有成形。」 

 

傳異教。異教是不同於使徒保羅的教導，那麼保羅教導的內容，純正福⾳的內容是已經確

定的，具有固定形式的教導。其內容的核⼼就是羅⾺書，律法，義，稱義，成聖，揀選，

信⼼的義對比律法的義，信⼼的義從基督透過祂差遣的傳道者賜下給⼈….我們可以把其

他的新約書信，看為是圍繞著羅⾺書做解釋說明的。 

 

荒渺無憑的話語[μῦθος]（mythos）(myth)希臘⽂就是「神話，傳說，傳奇」。同樣的⽤字

出現在提多書1:14「14 不聽猶太⼈荒渺的⾔語和離棄真道之⼈的誡命。」 「荒渺無憑的

話語」指當時⼀些猶太⼈，⽤⼀種寓意的解釋來教導舊約中的家譜。結果引發他們編著出

⼀些荒渺無憑據的野史（丁道爾）。保羅稱這些教導為「神話和無窮的家譜」[μύθοις καὶ 
γενεαλογίαις ἀπεράντοις] 。 
 
章程=安排/計劃。「這等事只⽣辯論，並不發明神在信上所⽴的章程」  

[αἵτινες ἐκζητήσεις παρέχουσιν μᾶλλον ἢ οἰκονομίαν θεοῦ τὴν ἐν πίστει.] 
 

章程[οἰκονομία](oikonomia)。管理，職分，安排，計劃，操練。可以翻譯為安排，計

劃，指神救恩的「計劃」，神為拯救⼈⽽作的「安排」。弗 3:9 講到保羅作為使徒是要

把「福⾳的奧秘，基督的奧秘」傳給外邦⼈，「9 ⼜使眾⼈都明⽩，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

造萬物之神裡的奧秘，是如何安排的，」 

 

「因為這些東西只會引起爭論/無⽤的猜測，絲毫不能幫助了解神的計劃，這計劃是藉著

信⼼才能了解的。」《中⽂新譯本》 

 

章程=操練。《BDAG-新約希臘⽂辭典》在得救途徑上的「操練」。「某些⼈錯誤的教

導會激起無⽤的空談，⽽無法激起對神的信⼼上的操練。」許多⼈教導聖經，解釋聖經結

果都專注在⼀些無⽤的猜測，⽽無法激起⼈在稱義的信⼼上的操練，無妨操練⼈對神救贖

⼈的安排和計劃上的明⽩。當時⼀些猶太基督徒教導舊約聖經，只看到家譜中⼀些神話和

傳奇，⽽沒有看到神的救贖計劃。這些對基督徒稱義的信⼼是毫無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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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也會看到基督徒讀舊約聖經，往往把時間和焦點放在舊約家譜，舊約節期，舊約

獻祭禮儀的旁枝細節上，沒有看到舊約中所預表的基督和基督的⼯作。像這樣的教師，雖

然都是在解釋聖經，絲毫不能幫助了解神的計劃，不能幫助基督徒信⼼的操練。換⾔之，

無妨幫助基督徒在救恩的知識中成長長進。 

 

應用：對抗異教，對抗虛假的教導，對抗假教師是教會牧者的任務，是整個教會的使命。

建立永⽣神的家就是教會，成為真理的柱⽯和根基，就必須清楚明⽩這個使命和任務。你

知道今天已經入侵到基督教會的不純正福⾳是什麼嗎？ 

 

1b-要明白純正福音。「5 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這愛是從清潔的⼼和無虧的良⼼、無偽

的信⼼⽣出來的。」 

 

看起來這句話是突⺎的：什麼命令？什麼是總歸？事實上，但」告訴我們第5節是⼀個承

接的轉淚點。⼀⽅⾯，這句話是回應聯繫了第3節的囑咐/命令（不可傳異教-傳講不同的

教導）。第4節，解釋說明了異教，虛假教導的特質和其影響：「激起無⽤的空談，⽽無

法激起對神的信⼼上的操練」。現在，第5節，保羅調整⽅向，告訴提摩太他命令提摩太

持守的教義，對抗異教的純正福⾳會產⽣的果效——愛。「總歸」可以翻譯為「⽬的」

[τέλος](telos)。另⼀⽅⾯，這裡的命令[παραγγελία](paragelia)同時是指「摩⻄的律法」

（丁道爾）。因為，接下來第6節的猶太基督徒的「教法師」[νομοδιδάσκαλος](nomo-

didaskalos) 偏離了「這些」。「教法師」就是「律法的教師」。第8-11節，保羅則擴⼤

說明了律法的⽬的和功⽤。。（啟⽰錄中以弗所教會把起初的愛⼼離棄了） 

 

 

首先，保羅直接導入福音真理的核心，說明命令/摩西律法的目的就是「愛」 [ἀγάπη]

（agape）。保羅說明摩⻄律法的⽬的是愛，純正福⾳的⽬的都是「愛」。 

 

保羅的教導和耶穌的教導是⼀致的：在太22:40，耶穌教導要「愛神和愛⼈如⼰」「40 這

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切道理的總綱。」（申6:5，利19:18）耶穌在約翰福⾳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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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賜給⾨徒⼀條新命令，彼此相愛的新命令。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3章把這種愛定義為

捨⼰的愛，背負⼗字架跟隨主的愛。靠著聖靈治死⾝體惡⾏，所產⽣的愛。 

 

羅13:8-10「8 凡事都不可虧⽋⼈，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因為愛⼈的就完全了

律法。9 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命，

都包在“愛⼈如⼰”這⼀句話之內了。10 愛是不加害與⼈的，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 

 

加5:13-14「13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

會，總要⽤愛⼼互相服事。14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雅伯羅（Yarbrough）：「耶穌所說的[愛]主要是⼀種⾏動（特別是藉鑑申命記 6:5 

『5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和利 19:18『18 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

本國的⼦民，卻要愛⼈如⼰。我是耶和華。』 中的動詞表述），保羅回應（當他使⽤動

詞時）但也（⽤名詞）[把愛]具體化了——這是⼀個事實，植根於神和基督的事實：當信

徒接受福⾳時，他們的⽣命就會發⽣轉變，並在他們活出福⾳時，漸漸地彰顯出他們[滿

⾜律法]的⽣命。」從這個⾓度來看，從律法的⽬的來看，和福⾳是⼀致的。 

 

其次，保羅說明「滿足完全律法的愛」「達到律法目的的愛」「捨己的愛-agape」是如何

產生的：清潔的心，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很明顯，這裡是講到成聖的過程，稱義信

⼼漸漸成長⽽產⽣的果效。⼈在神⽩⽩恩典的⼯作下，產⽣的回應和轉變。 

 

清潔的心 [καθαρᾶς καρδίας]。⼼，是⼈的思想、情感、意志活動的範圍。清潔的⼼是⼀

個被聖靈藉著神的道洗凈的思想、情感、意志。這是基督在我們⾝上的⼯作，這是純正福

⾳帶來的祝福。當保羅在以弗所書講到基督為教會捨⼰時「26 要⽤⽔藉著道把教會洗

淨，成為聖潔，27 可以獻給⾃⼰，作個榮耀的教會，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乃是聖

潔沒有瑕疵的。」提多書2:14「14 祂為我們捨了⾃⼰，要贖我們脫離⼀切罪惡，⼜潔淨

我們，特作⾃⼰的⼦民，熱⼼為善。」林後7:1「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既有這等應許，就

當潔淨⾃⼰，除去⾝體、靈魂⼀切的污穢，敬畏神，得以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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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的⼼，是基督藉著純正福⾳的信息帶來的內在⽣命轉變。新約聖經學者雅布羅

（Yarbrough） 說：「由於基督帶來的內在改變，保羅知道信徒有⼀個內在的聖所[=

⼼]，神的臨在由此產⽣散發出神聖本性核⼼的愛（⾒羅⾺書 5:5；林前 13）。」 

 

當基督徒知道如何靠著聖靈藉著神的話，與⾃⼰內⼼許多負⾯的思想，情緒，意志爭戰得

勝的時候，就會產⽣這種滿⾜律法的愛，達到律法⽬的的愛，產⽣福⾳果效的愛。 

 

無虧的良心 [συνειδήσεως ἀγαθῆς]。改教家⾺丁路德稱這是「⼀段美麗的經⽂」。這讓我

們想到羅⾺書8:1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這是無虧良⼼的基

礎。純正的福⾳會讓信徒的良⼼達到⼀個地步，使他們確實知道這⼀點：基督再⼗字架上

贖罪祭，使他們不被定罪了。當基督徒被耶穌捨⼰的愛激勵的時候，當基督徒勝過本性中

的那些負⾯的情緒，⽽產⽣的愛agape的⾏為，是出於這種沒有虧⽋的良⼼。羅12:9

「9 愛[⼈]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因為知道⾃⼰不再被定罪，因此良⼼是無

虧的。因為知道⾃⼰勝過本性的罪產⽣的愛的⾏為，是出於聖靈⼯作的果效，所以，良⼼

不是虛假的，⽽是無虧的。 

 

雅布羅說：「因此，信徒所彰顯的愛，不可或缺的是：對基督已經完成的救恩的信⼼，所

建立和促進的『良⼼』。 相比之下，對神話和家譜的關注並不傾向於對良⼼進⾏救贖，

但對深奧知識的掌握程度，可能會滿⾜⼈的理性，或加強⼀個⼈的宗教準備意識。 因

此，愛的最佳的操練就會受到阻礙。」愛agape的產⽣和明⽩基督救恩如何施⾏在我們⾝

上的教導有直接的關係。 

 

無偽的信心 [πίστεως ἀνυποκρίτου]。提摩太前書中「信⼼」出現19次，教牧書信出現33

次，保羅書信中出現142次。雅布羅指出：「這裡，保羅⽤『信⼼』來表⽰信徒通過福⾳

信息對基督產⽣的個⼈的信靠。 保羅和使徒教導的⽬的不僅僅是『愛』，更是⼀種特定

的，個⼈對神的信靠所產⽣的愛。神的到來，使信徒可以接受並表達他的愛。 這種信靠

就是保羅所說的『無偽的信⼼』。 這種信⼼是植根於福⾳真理的，因此不是⾃欺欺⼈的

騙局，也不是武斷的，或是愚蠢的宗教獻⾝。 這種信⼼將信徒與神聯繫起來，因此不是

⼈為策劃的，⽽是真誠的，是透過發⽣信⼼的⼼，從認識神的真實性⽽驗證的。」 

 



 8 

結論：保羅⽤律法的⽬的就是愛，說明律法的⽬的和純正福⾳的果效是相同的。這是教會

對抗虛假教導的⽅法。說明、教導、解釋律法和福⾳的⽬的，教導「愛」是如何產⽣的，

⽽不是單單把「愛」看為⼀個命令。這種愛agape，捨⼰的愛是成聖過程中，漸漸在恩典

和知識中產⽣的。純正福⾳教義是對抗錯誤的教導，對抗虛假的福⾳最有功效的利器。 

 

1c-要辯明虛假教導。「6 有⼈偏離這些，反去講虛浮的話，7 想要作教法師，卻不明⽩⾃

⼰所講說的、所論定的。」 

 

保羅在第5節，正⾯的說明了律法的⽬的和純正福⾳的果效是相同的。舊約的律法的⽬的

是愛，這愛是聖靈透過神的話，透過福⾳的信息在信徒內⼼產⽣的果效。現在保羅⼜回到

負⾯地指出，那些教法師，就是律法的教師錯誤的教導。保羅是要以弗所的會眾辯明這些

虛假的教導。要辯明這些假教師所講的，揭露他們不明⽩⾃⼰所講的，所論定的。 

 

在某個教會的主⽇學課中，神學院畢業的老師長篇⼤論地談論亞伯拉罕的⽣平，在整個⿊

板上揚揚⼤觀地畫圖解釋說明。最後，⼀位第⼀次到教會的老姊妹提出了問題，她請教師

簡單的告訴她什麼是福⾳。結果這位飽讀詩書的神學院畢業的老師，居然⼀時完全靜默不

知道如何回答。 

 

這些假教師的錯誤是兩⽅⾯的：第⼀，偏離了教導律法的⽬的，以及，滿⾜律法的愛是如

何產⽣的。這些，就是指從清潔的⼼，無虧的良⼼，無偽的信⼼⽽產⽣的愛。偏離

[ἀστοχέω](astocheo) 就是「沒有達到紅⼼」沒有教導律法/聖經的核⼼真理，沒有教導

福⾳的核⼼真理。雖然講「愛」卻不知道這種滿⾜律法的「愛」是聖靈的果⼦，是內⼼於

負⾯邪惡情緒思想爭戰的結果產⽣的。這種愛是在稱義的基礎上，在成聖過程中產⽣的內

在的⽣命轉變。 

 

第⼆，轉向講虛浮的話[ματαιολογία]（mataiologia）。因為這些對聖經的解釋和教導，無

法帶來⽣命的變化更新，所以是虛浮的，沒有功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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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誤解經⽂中聖⾔的內容，以⾄於當他們說話的時候，不僅不明⽩⾃⼰所講的，聽的⼈

也不了解他們所說的話。信仰的眞理絕不允許被淹沒在無意義的狡辯裡。這是許多著迷於

寓意式解經的⼈，難以避免的陷阱。 

 

結論：我們從3-7節看到⼀個主題：以純正的福⾳對抗虛假的教導，對抗異教，對抗與使

徒保羅不同的教導。第⼀，要對抗虛假的教導；第⼆，要明⽩純正的福⾳。基督徒必須明

⽩律法的⽬的是愛，也是福⾳在信徒內⼼產⽣的果效；第三，要辯明虛假的教導。基督徒

要會分辨⾃⼰所聽到的教導。檢視⾃⼰是否因為所聽的信息，產⽣對神對基督漸漸長進的

知識，與基督有個⼈的關係，在愛⼼上知道如何從內⼼爭戰，漸漸結出聖靈的果⼦。 

 

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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