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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永生神的家 07 
從福音經歷見證基督救恩 03 

提摩太前書 1:12-17 

 

唐興 牧師 

 
經文： 
1-對得救的感恩 
1a-呼召與差遣：蒙召完全出於基督權柄能力。 

12 我感謝那給我⼒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祂以我有忠⼼，派我服事他。 

1b-歸正的經歷：救恩完全出於神恩典的憐憫。 

13 [但是]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的，侮慢⼈的，然⽽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信、不

明⽩的時候⽽做的。 

1c-信愛的回應：救恩產生的全人更新和變化。 

14 並且[但是]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裡有信⼼和愛⼼。 

 

2-對救恩的說明 
2a-說明救恩目的：救恩是為要拯救冒犯律法的人。 

15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這話是可信的，是⼗分可佩服的。在罪⼈中我是個

罪魁。 

2b-說明救恩目的：救恩是為了要彰顯基督的忍耐。 

16 然⽽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上顯明他⼀切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

永⽣的⼈作榜樣。 

 

3-對救主的頌讚。 

17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永世的君王、獨⼀的神，直到永永遠

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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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摩太前書，提多書和提摩太後書，三卷書被稱為「教牧書信」(Pastoral Epistle-PE)。

多數的學者認為，提摩太前書和提多書是保羅（第四次宣教去羅⾺-徒 27）第⼀次被監

禁在羅⾺監獄 2 年之後被釋放的時候寫的（徒 28-AD 64-65，60 歲，30 歲受呼召）。

提摩太後書是保羅第⼆次被關在羅⾺監獄時寫的，在他殉道前 AD 67-68。 

 

保羅這時候不僅在宣教和建立教會的服事上是⼀位⾝經百戰的老牧師，⽽且在⾃⼰屬靈⽣

命上也是結實累累，經歷了無數主的恩典。在許多的困苦環境中經歷主的拯救，在⾃⼰⾝

體的受苦中認為主的救恩。提摩太是他的同⼯，提摩太不僅是因為保羅所傳的福⾳得救

的，提摩太跟隨保羅事奉多年，保羅所傳講的福⾳不僅在保羅⾃⼰⾝上發⽣果效，在提摩

太⾝上也產⽣了更新變化。保羅把他放在以弗所教會服事，建立以弗所教會。保羅⾃⼰曾

經花了三年多建造以弗所的教會（AD 59 年，保羅 54 歲）。在他離開的時候，他告訴以

弗所的長老們： 

 

「25 我素常在你們中間來往，傳講神國的道。如今我曉得，你們以後都不得再⾒我的⾯

了。26 所以我今⽇向你們證明，你們中間無論何⼈死亡，罪不在我⾝上。27 因為神的旨

意，我並沒有⼀樣避諱不傳給你們的。28 聖靈⽴你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謹

慎，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他⽤⾃⼰⾎所買來的。29 我知道我去之後，必

有兇暴的豺狼進⼊你們中間，不愛惜⽺群。30 就是你們中間，也必有⼈起來，說悖謬的

話，要引誘⾨徒跟從他們。31 所以你們應當警醒，記念我三年之久晝夜不住地流淚，勸

戒你們各⼈。」 

 

6 年之後，保羅從羅⾺監獄被釋放（AD 64-65, 保羅 60 歲），他探訪各教會，把提摩太

留在以弗所。果然，那時候傳異教的假教師進入了以弗所教會。保羅⼈在⾺其頓，他寫信

給在以弗所教會的提摩太，命令他，提醒他，⿎勵他要如何在異教興起的環境中，建立神

的家，基督的教會，神的國度。 

 

整卷提摩太前書 6 章，可以分為 5 個⼤段落，傳達兩個相互交錯的主題：第⼀，對抗異

教和假教師（第 1、4、6 章）；第⼆，建立健全的治理組織和敬虔的同⼯與會眾（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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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章）。在對抗異教和假教師的段落中，保羅傳達了什麼是「純正健全的福⾳教義」

（1:10-正道-純正健康的教義/教導[ὑγιαινούσῃ διδασκαλίᾳ]）。 

 

⽽整個提摩太前書的核⼼就是 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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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神的家，就是永⽣神的教會成為真理的柱⽯和根基，是提摩太前書的

中⼼思想和主題。（傳講教導純正健全的福⾳）對抗異教和假教師，建立健全的治理組織

和敬虔的同⼯與會眾，是達到建立神的家，永⽣神的教會的⽅法。 

 

神的家就是永⽣神的教會，神的教會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國度，邁向新天新地的神的國

度。神的教會就是基督的國度，更準確的說，就是基督恩典的國度(Christ’s Kingdom of 

Grace)。所有重⽣得救的⼈，⽣活在基督恩典統治的國度中。他們的⽣命得到純正健全

福⾳的餵養，漸漸長⼤成⼈，全⼈被聖靈透過神的話更新，結出聖靈的果⼦。這就是詩篇

第 1 篇的圖像。這些⼈像樹被移植栽種在⼀個環境中，受到神的話，純正健全的福⾳教義

的澆灌，按時候結出果⼦。  

 

第⼀，基督掌權的國度就是傳講純正福⾳教義的教會；第⼆，基督掌權的國度是在對抗異

教假教師的環境中往前發展的。基督徒必須非常清楚他們所⾯臨的環境，並且在其中忠⼼

持守正道，持守純正健全的福⾳教義，保羅所傳講教導的福⾳教義。⼀同建造教會，也⼀

同被建造成為神的家，永⽣神的教會。 

 

在第 1-2 節，保羅從問安開場⽩開始，就說明了他作為使徒建造神的家的權柄的來源出

於神和基督耶穌的命令。⽽提摩太成為傳承權柄的⼈是因為他是保羅信⼼中的真兒⼦。提

摩太受到保羅傳講的福⾳，得著⽣命更新的歸正 conversion。這是提摩太承受教會建造

的使命和託付的基礎。保羅⼀開始就⿎勵提摩太⾃⼰的⾝分，並且把他和那些假教師，⽣

命沒有更新變化歸正的假教師做了區分。 

 

3-11 節，3-7 節保羅命令提摩太要禁⽌某些傳異教的假教師。他們是律法的教師，卻不

明⽩律法的真意。所以，保羅在這裡說明了律法的原意和解釋的原則。假教師不明⽩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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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意，也錯誤的解釋了律法。律法的原意，律法的⽬的[τέλος]是「愛 agape」（盡⼼

盡性盡意愛神，愛⼈如⼰）。因為「愛 agape」是從清潔的⼼，無虧的良⼼，無偽的信

⼼⽣出來的（不是遵⾏律法的結果，⽽是福⾳的果效-靠著聖靈與⾁體本性爭戰得勝）。 

 

律法在福⾳中的功⽤是叫⼈知道什麼是罪，律法是為不義的⼈設立的，是要定罪那些不義

的⼈。對因信稱義的⼈⽽⾔，律法的功⽤是：第⼀，律法使我們認識⾃⼰本性中的罪，認

識⾃⼰無法靠律法稱義，使我們依靠基督的義。第⼆，律法成為我們⽣活⾏事為⼈的規

範。律法對義的要求成就在那些不隨從⾁體，只隨從聖靈的⼈⾝上，他們活在靠著聖靈治

死⾝體的罪的原則中，就是賜⽣命聖靈的法則中。這是基督統治的祂的百姓的⽅式。因

此， 

 

3-11 節講到兩件事：第⼀，要從純正福⾳教義對抗異教。也就是羅⾺書的福⾳真理，從

揀選、呼召、稱義、兒⼦的名分、成聖到得榮耀（羅⾺書 8 章）。第⼆，要從純正福⾳

真理明⽩律法的真意。純正福⾳的教義帶來的是對律法清楚的認識。 

 

中心思想：12-17 節的經⽂告訴我們，要以純正福⾳歸正經歷⾒證基督救恩，對抗異教，

建立永⽣神的家成為真理的柱⽯和根基。 

 

保羅在這段經⽂中突然轉變了他的教導，他以⾃⼰歸正 conversion 的經歷說明基督的救

恩如何發⽣在他⾝上，純正健全的福⾳教義使他產⽣了信⼼和愛⼼。這是每⼀個真正重⽣

得救的⼈都會有的經歷。這是我們需要看到的原則。他以感謝基督開始，以讚美神作為結

束。12-14 節中保羅說明他對⾃⼰得救的感恩。15-16 節，保羅從⾃⼰得救的經歷⾒證說

明基督的救恩。17 節，保羅以對神的讚美作為整個⾒證的結尾。 

 

1-對得救的感 

1a-呼召與差遣：蒙召完全出於基督權柄能力。「12 我感謝那給我⼒量的我們主基督耶

穌，因祂以我有忠⼼，派我服事他。」 

12 節，保羅⾸先講到他蒙呼召和差遣的經歷。他把⾃⼰作使徒建立教會，建立神國度的

忠⼼和服事的⼒量歸於基督的權柄和能⼒。這個⼒量是從純正健全的福⾳⽽來的能⼒，是

神使耶穌從死裡復活的⼤能⼤⼒。這是假教師所沒有的能⼒，假教師都是沒有重⽣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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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沒有受到基督的呼召和差遣的⼈。這是保羅要提醒提摩太，⿎勵提摩太的地⽅。提摩

太是保羅信⼼的真兒⼦，提摩太也經歷了⽣命的轉變。所有的重⽣得救的基督徒都具有這

樣的浩⼤能⼒，從純正福⾳⽽來的，從聖靈⽽來的⼒量。 

 

1b-歸正的經歷：救恩完全出於神恩典的憐憫。「13 [但是]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

的，侮慢⼈的，然⽽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信、不明⽩的時候⽽做的。」 

 

第 13 節，保羅開始⾒證他的歸正經歷，他⾒證救恩臨到他，是完全出於神恩典的憐憫。

他遵⾏律法，維護律法，對神熱⼼，卻不認識基督。他迫害基督徒，是因為他不知道，不

明⽩福⾳是什麼，他不明⽩基督的⼯作，他不認識耶穌是基督。他的得救完全出於神恩典

的憐憫。 

 

1c-信愛的回應：救恩產生的全人更新和變化。 

14 並且[但是]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裡有信⼼和愛⼼。 

 

第 14 節，保羅⾒證基督的救恩在他⾝上產⽣了全⼈的更新和變化。這和前⾯講的律法的

總結，⽬的就是「愛 agape」是相連的。他證明⾃⼰在基督裡的信⼼和愛⼼，是基督在

他⾝上恩典的⼯作。他的信⼼和愛⼼的回應⾒證了他得著全⼈更新的福⾳的祝福。 

 

應用：每⼀個基督徒的蒙召成為神的百姓都是出於福⾳的⼤能。福⾳的⼤能也在每⼀個重

⽣得救的基督徒⾝上會產⽣全⼈的更新和變化。 

 

接下來，15-16 節，保羅對改變他⽣命的福⾳，使他⽣命更新的基督的救恩做了進⼀步的

說明。15 節，他說明基督的救恩是為了要拯救冒犯律法的⼈。16 節，他說明基督的救恩

是為了要彰顯基督的忍耐。 

 
2-對救恩的說明 

2a-說明救恩目的：救恩是為要拯救冒犯律法的人。「15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

⼈。”這話是可信的，是⼗分可佩服的。在罪⼈中我是個罪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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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保羅在這裡強調，基督的救恩對象是罪⼈，是冒犯律法的⼈。他以⾃⼰的得救作

為註解：他是罪⼈中的榜⾸，更證明了基督救恩的⽬的是要拯救罪⼈。這是為了要強調，

改變⼈⽣命的基督的救恩和那些假教師所教導的不同。假教師所教導的是「宗教道德主

義」（Religious Moralism）是具有巨⼤吸引⼒的，因為⼈的本性中的向善性所追求的，

就是⼀種獨立⾃主的⾃我改善。明天你會更好，be a better you，是所有宗教道德主義

的⽬的。宗教道德主義不是要拯救罪⼈，不是新⽣命的長⼤成⼈，不是稱義成聖，⽽是外

表⾏為上的改善： 

 

但是這不是基督的救恩。基督的救恩⾸先告訴我們，除非神賜給我們⼀個新的⽣命，我們

是永遠無法進入神的國度。在神的恩典運作下，⼈的本性雖然還存留了向善的特質。但是

這種善，即使是可稱許的，卻不是以神為中⼼的善，其本質仍然是玷污、墮落、敗壞的，

不能承受神的國度的。耶 17:9「9 ⼈⼼⽐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換⾔之，⼈的本性永遠無法達到神所定的標準的善：滿⾜律法的義。基督的救恩是要拯救

罪⼈，不是要拯救那些⾃以為義的⼈，不是要拯救那些認為⾃⼰還不錯，只要不斷努⼒就

可以更好的⼈。「宗教都是叫⼈向善的」是⼀種「多元化的普世宗教」（pluralistic 

ecumenism of world religions）的觀念，是與基督救恩完全無關的，完全不同的。基督

的救恩恩對象是罪⼈，是要拯救冒犯律法的⼈。因此，基督救恩的第⼀步是要使⼈知道⾃

⼰是罪⼈，基督救恩的第⼀步，是要⼈知道⾃⼰是冒犯律法的⼈。保羅說他⾃⼰是罪⼈中

的榜⾸。注意：保羅不是說他曾經是罪⼈中的榜⾸，他是說他現在是罪魁。。Kent 

Hughes 說：「這是⼀個健康的基督徒，真正重⽣得救的⼈的內⼼，基督的救恩從來不會

給予⼈⼀種優越感（a sense of superiority）。保羅知道他曾經是什麼樣的⼈，他知道

他現在是什麼樣的⼈，他知道⾃⼰內⼼持續是什麼樣的⼈。這種對⾃⼰的認識，甚⾄隨著

歲⽉的增加⽽增加，因為，他比起初更了解⾃⼰的內⼼。」 

 

【例證】因此，保羅特別強調說明基督的救恩是「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這話

是可信的，是⼗分可佩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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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原⽂是「基督耶穌來到世界，拯救罪⼈」。這是純正健

全福⾳教義的靈魂。這句話包含了基督從永恆來到世界上成為⾁⾝，在地上執⾏⽗的旨

意，被釘⼗字架。祂在⼗字架的死和復活，完成了神的救恩，為了要拯救罪⼈。整個福⾳

的信息都包含在這短短⼀句話之內：基督要替罪⼈承受律法的懲處，基督要替罪⼈滿⾜律

法的要求。基督要把律法的義成就在那些信祂的罪⼈⾝上，祂要把罪⼈從神的憤怒和審判

中拯救出來。這是「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的意思。 

 

保羅說：「這話是可信的，是⼗分可佩服的」因為，他的得救⾒證了基督的救恩，他是罪

⼈中榜⾸。他曾經是，現在是，以後也是罪魁，⾒證了基督的救恩。 

 

【應用】今天教會沒有猶太律法教師，我們需要警防的是那些「宗教道德主義」

（Religious Moralism）。他們是提摩太時期律法教師的化⾝，雖然他們不會教導靠遵⾏

律法稱義，卻不教導基督如何把律法的義成就在稱義的⼈⾝上。他們雖然整天⼤聲疾呼要

「愛」，卻不解釋愛是從「清潔的⼼，無虧的良⼼，無偽的信⼼⽽來的」。他們也不解釋

「清潔的⼼，無虧的良⼼，無偽的信⼼」和稱義成聖的關係，和聖靈的關係，和基督把救

恩施⾏在我們⾝上的關係。⽽今天我們需要提防的不是猶太律法教師，⽽是「宗教道德主

義」，半調⼦的福⾳信息，沒有基督⼗字架的好消息。我們已經得救了，剩下來的就是要

努⼒的事奉，作⼀個更好的⼈，不需要知道那些教義和⼤道理。耶利米書 6 章描述那些

假先知：「14 他們輕輕忽忽地醫治我百姓的損傷，說：‘平安了！平安了！其實沒有平

安！」 

 

2b-說明救恩目的：救恩是為了要彰顯基督的忍耐。「16 然⽽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

要在我這罪魁⾝上顯明他⼀切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永⽣的⼈作榜樣[ὑποτύπωσις]。」 

 

【講解】第 16 節，保羅繼續說明救恩的⽬的：是為了要彰顯基督的忍耐。這也在他⾃⼰

得救的經歷上得到了⾒證。前⾯ 13 節，也說到保羅蒙了憐憫。那裡的憐憫，在 14 節，

引出了他在主的恩典下，產⽣信⼼和愛⼼。15 節說明這是出於基督要拯救罪⼈，冒犯律

法的⼈，⽽保羅是罪魁。這裡，16 節，保羅繼續說明他作為罪魁蒙憐憫，是為了要⾒證

基督的忍耐。這給⼀切信耶穌得永⽣的⼈的榜樣。這是所有蒙恩的罪⼈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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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證】「榜樣」[ὑποτύπωσις] 的意思是：模式（model），模範，典型

（prototype），標準（standard）。保羅作為罪魁，罪⼈中的榜⾸，他的得救正⾒證了

基督的忍耐。基督對罪⼈的忍耐在保羅⾝上成為⼀個模式，是所有信耶穌得永⽣，就是得

新⽣命的⼈的模式。保羅在這裡把⾃⼰得救的模式擴⼤成為所有因信稱義的⼈的得救模

式。如果神的憐憫可以包括像保羅這樣的罪魁，也⼀定可以包括任何因信得永⽣的罪⼈。

他沒有⽤因信稱義的⼈，他⽤因信得永⽣的⼈。稱義就是得永⽣，得永⽣就是稱義。兩個

是相同的意思。永⽣是神恩典憐憫所賜的禮物，永⽣是不會失去的。信⼼是得著永⽣的媒

介，信⼼也是稱義的媒介。保羅在這裡對所有的基督徒的提醒、⿎勵和安慰。 

 

【應用】保羅在這裡指出基督的救恩不是靠遵⾏律法，⽽是神恩典憐憫賜下的⽩⽩禮物。

救恩不是「宗教道德主義」。救恩甚⾄不僅是要我們模仿效法基督，以耶穌作為我們的榜

樣。⾺丁路德說：「僅把基督看為是⼀個榜樣，不會使我們成為基督徒，反⽽會成為假冒

為善的⼈。你必需在更⾼的層次上抓住基督...福⾳主要的內容和基礎就是：把基督當做榜

樣之前，你必須接受和認識到祂是⼀個禮物——是神所賜給你的，並且是你個⼈的禮物... 

"A Brief  Instruction on What to Look for and Expect in the Gospel (1521)"」事實

上，基督是神所賜給我們個⼈的禮物，就是在講羅⾺書 8 章 29 節講的，因信稱義的⼈是

神預先定下要被模成基督的形象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是以弗所書 4:13

節，講到教會的功⽤是要使會眾在「信⼼上同歸於⼀，在神兒⼦的真知識上，⾧⼤成⼈，

滿有基督⾧成的⾝量」。歌羅⻄書 3:10「穿上了新⼈，這新⼈組知識上漸漸被更新，正

如造他主的形象」。加拉太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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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需要⼀再的，重複的，不斷的，持續的，被教導什麼是基督的

福⾳。這是教會被建立成為永⽣神的家的基礎。 

 

3-對救主的頌讚。「17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永世的君王、獨⼀

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 

後，第 17 節，保羅發出了他對神的讚美。他想到⾃⼰⼀⽣服事主的經歷，那些⾝體上

受的苦難，事奉上的困難，屬⾁體的嬰孩的基督徒對他的羞辱和懷疑，基督福⾳的⼤能賜

給了他浩⼤的⼒量。他明⽩神的旨意，他知道基督託付他的使命，他知道福⾳的應許。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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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因為他經歷了⾃⼰內⼼被潔淨的過程，他在基督裡的信⼼和愛⼼，⾒證他經歷了與

⾃⼰⾁體爭戰的得勝，他經歷了聖靈在他⽣活中的引導。他知道，提摩太也會有這樣的經

歷，他知道所有重⽣得救的⼈都會有這樣的經歷。這是純正福⾳教義所帶來的果效。這使

得保羅發出對神的讚美！ 

 

加爾⽂這樣說：「保羅的熱情爆發成為這種驚嘆，因為他找不到任何語⾔來表達他的感激

之情。 保羅的這些突然爆發，主要是因為這個話題的廣泛性壓倒了他，使他中斷了他所

說的話。 有什麼比保羅的轉變更美妙的呢？ 同時，他以他的榜樣告誡我們所有⼈，當我

們想到上帝對我們的呼召中所顯⽰的恩典，我們總是會迷失在驚嘆的崇拜中。 這種對上

帝恩典的崇⾼讚美，吞噬了保羅對⾃⼰之前所有失敗的回憶。 神的榮耀何等深！」保羅

從⾃⼰領受的純正福⾳的歸正經歷，⽣命被改變更新的經歷，不僅⾒證了基督的救恩，也

成為對抗異教 佳的利器，更建造了教會成為真理的柱⽯和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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