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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永生神的家 08 
為純正福音打美好的仗 01  

提摩太前書 1:18-20 

 

唐興 牧師 

 
 

4-鼓勵與託付：為純正福音真理忠心爭戰打仗（1:18-20） 
4a-明白福音的呼召和託付。 
18 我兒提摩太啊，我照從前指著你的預⾔，將這命令交託你， 

18 Ταύτην τὴν παραγγελίαν παρατίθεμαί σοι, τέκνον Τιμόθεε, κατὰ τὰς προαγούσας ἐπὶ σὲ 
προφητείας, ἵνα στρατεύῃ ἐν αὐταῖς τὴν καλὴν στρατείαν 
 

4b-在純正福音爭戰中成聖。 

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19 常存信⼼和無虧的良⼼； 

19 ἔχων πίστιν καὶ ἀγαθὴν συνείδησιν, ἥν τινες ἀπωσάμενοι περὶ τὴν πίστιν ἐναυάγησαν,  
 

4c-執行教會勸戒。 

有⼈丟棄良⼼，就在真道/信⼼上如同船破壞了⼀般。20 其中有許⽶乃和亞歷⼭⼤，我已

經把他們交給撒但，使他們受責罰，就不再謗瀆了。 

20 ὧν ἐστιν Ὑμέναιος καὶ Ἀλέξανδρος, οὓς παρέδωκα τῷ Σατανᾷ, ἵνα παιδευθῶσιν μὴ 
βλασφημεῖν.  
 
前言：提摩太（榮耀神、敬畏神的意思）的⺟親是猶太⼈，他的⽗親是希臘⼈（徒

16:1）。他在路司得（⼟耳其中部加拉太省）長⼤。保羅認識他的⺟親友尼基，和外祖⺟

以都（徒6:1）。她們可能是在保羅第⼀次宣教（AD 46）的時候聽保羅傳的福⾳⽽成為

基督徒的。之後，她們在提摩太是孩童的時候，就教導他讀聖經，信保羅所傳的福⾳（提

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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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50-52年，保羅在第⼆次宣教的時候，發現年輕的提摩太受到路司得和以哥念到弟兄

們都稱讚提摩太。保羅就帶提摩太⼀起參與宣教的事⼯，並且⾏了割禮（徒16；1-3）。

保羅和同⼯⻄拉帶著年輕的提摩太，穿過⼩亞細亞進入歐洲，參與在腓立比、帖撒羅尼迦

和比⾥亞的宣教活動(徒16:6-17:14)。後來保羅因遭到反對⽽獨⾃前往雅典，他留下⻄拉

和提摩太在庇哩亞照料⼀群信主不久的基督徒團體(徒17:14)。公元51年，⻄拉和提摩太帶

着從腓立比弟兄姊妹給保羅團隊的供應(腓4:15、林後11:9)和有關帖撒羅尼迦教會的好消

息(帖前3:6)，往哥林多會合保羅(徒18:5)。保羅、⻄拉、提摩太⼀起建立了哥林多教會，

並停留在哥林多⼀年零六個⽉(徒18:11)，後來經過以弗所，就回到耶路撒冷，結束了第⼆

次宣教旅程。提摩太在這3年的時間不僅參與了保羅宣教，建立教會的事⼯，他也清楚明

⽩保羅所傳講的福⾳的內容。親⾝經歷了許多建立教會的艱難。這是⼀個三年的神學訓練

和實習。 

 

AD53-57年，提摩太也參與了保羅第三次宣教之旅，並在以弗所兩年多（徒19:8-10）。

保羅在猶太會堂放膽講道，辯論神國的事，勸化眾⼈。提摩太也參與在其中。然後，提摩

太被差派和以拉都⼆⼈到⾺其頓服事（徒19:22）。使徒⾏傳最後⼀次提到提摩太是在

20:4。這是提摩太成為保羅核⼼同⼯持續了10年多的時間（AD46-57）。在第三次宣教

的尾聲，保羅在返回耶路撒冷之前，橫掃⾺其頓時，我們發現，提摩太出現在保羅的那⼀

群傑出的同⼯團隊中（同他到亞西亞去的，有庇哩亞⼈畢羅斯的兒⼦所巴特，帖撒羅尼迦

⼈亞⾥達古和西公都，還有特庇⼈該猶，並提摩太，⼜有亞西亞⼈推基古和特羅⾮摩）。

提摩太已經成為當時宣教建立教會的團隊中的主要成員。 

 

AD61-62，保羅在羅⾺監獄中，曾派提摩太到腓立比（腓2:19）和以弗所教會服事。

AD67年，保羅把提摩太安排在以弗所教會牧養，建立教會，對抗異教。AD68年，保羅

知道⾃⼰要殉道的時間快到了。他召在以弗所的提摩太去⾒他最後⼀⾯（提後4:6-9），

「6 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7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

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8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

的主到了那⽇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9 你要趕緊地到我這

裡來。」提摩太不僅是保羅所傳講的福⾳所⽣的信⼼的真兒⼦，他也是保羅得⼒的同⼯，

他也是從使徒時期傳承接續的教會建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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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的名字出現在保羅的八封書信中（共13封）。只有加拉太書，以弗所書，和提多

書沒有提到提摩太。很少⼈超過提摩太對保羅建立教會的⽅法和所傳講的福⾳的了解。他

不僅在實際上領受了保羅⼀⼿的純正福⾳教義，並且和保羅⼀起為純正健全的福⾳並肩作

戰。 

 

保羅殉道之後，提摩太繼續在以弗所忠⼼地牧養教會，對抗異教，建立教會。來 13:23，

「你們該知道，我們的兄弟提摩太已經釋放了；他若快來，我必同他去⾒你們。」提摩

太在 AD 97 年殉道，⼤約 80 歲。提摩太是保羅信⼼中的真兒⼦，他和保羅⼀樣，他們

的⽣活和事奉是⼀場爭戰：與異教打仗，與⾃⼰本性中的罪爭戰。提摩太和保羅⼀樣，他

們屬靈⽣命是在建立教會，與異教對抗中成長，結出信⼼和愛⼼的。提後 3:10「10 但你

已經服從了我的教以[教訓]、⾏為[品⾏]、志向、信⼼ pistis、寬容、愛⼼ agape、忍耐

hupomone」這是我們要理解的關於提摩太要打的美好的仗。	
 

中心思想【講解】：這段經⽂18-10節，告訴我們要對抗異教，要把教會建立為永⽣神的

家，成為真理的柱⽯和根基，就必須為純正福⾳教義[正道]忠⼼爭戰打仗。 

 

提摩太和保羅⼀樣，他們的事奉過程，也是他們成聖的道路，是他們結出聖靈的果⼦的環

境。他們的事奉中經歷的⼀切攻擊、衝突和困難，是屬靈⽣命成長的環境。他們⾯對的不

僅是外⾯的事奉⼯作，他還要⾯對的是⾃⼰成聖之旅過程中的屬靈⽣命成長的挑戰。這是

理解這段經⽂的兩個切入點。 

 
經文解釋【例證】： 

我們可以看到這段經⽂是保羅對提摩太的⿎勵和託付：他命令提摩太要為純正福⾳真理忠

⼼爭戰打仗。有三個重點，普遍的原則：第⼀，明⽩福⾳的呼召和託付；第⼆，在純正福

⾳爭戰中成聖；第三，按照福⾳執⾏教會勸戒。這三個普通的原則適⽤於所有時期的教

會。每⼀個世代的教會都會有像提摩太這樣的⼈被興起，他們明⽩福⾳的呼召和託付，他

們在純正福⾳爭戰中成聖，他們按照福⾳執⾏教會勸戒。 

 
4-鼓勵與託付：為純正福音真理忠心爭戰打仗（1: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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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明白福音的呼召和託付。 
「18 我兒提摩太啊，我照從前指著你的預⾔，將這命令交託你，」 

「這個命令我放在你⾯前/交托給你，我兒提摩太，這是照著從前指著你的預⾔的」 

18 Ταύτην τὴν παραγγελίαν παρατίθεμαί σοι, τέκνον Τιμόθεε, κατὰ τὰς προαγούσας ἐπὶ σὲ 
προφητείας 
 
【講解】保羅在這裡強調（放在句⼦開始），並且重複前⾯的命令[παραγγελία]：第3

節，他命令提摩太禁⽌那些⼈繼續傳講錯誤的教導。不僅如此，他還給提摩太⼀個神學上

的理由，說明那些⼈的教導為什麼是錯誤的（8-17節），並且⽤⾃⼰得救的經歷⾒證了

福⾳轉變⽣命的⼤能（事奉的⼒量，和信⼼和愛⼼）。保羅從正反兩⾯在純正福⾳教義

上，不僅堅固提摩太，同時提醒教導以弗所的會眾。 

 

現在，保羅重複這個命令的同時，他⿎勵和託付提摩太，這不僅是保羅⾃⼰的命令。⽽且

這是提摩太承擔職分的呼召和託付。提摩太承擔建造教會，建造永⽣神的家的職分，他必

須明⽩福⾳的呼召和託付。福⾳的呼召和託付是從教會來的。這是預⾔的意思。 

 

【例證】純正健全福⾳教義[正道]，是基督託付給使徒保羅的「這是照著可稱頌之神交託

[πιστεύω]我榮耀福⾳說的。」（1:11）。現在使徒把這個傳講、教導、持守、維護純正福

⾳的呼召和託付交給提摩太。在提摩太後書，保羅要提摩太把純正的福⾳教義交托給其他

⼈：提後2:2，「2 你在許多⾒證⼈⾯前聽⾒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πιστός]1能教導

別⼈的⼈。」交托/託付[παρατίθημι]，是⼀個羅⾺⽂化中法律的術語，表⽰負責照顧保護

受託付之物的安全不受損壞。 

保羅稱提摩太為「孩⼦」，延續了第2節，提摩太是保羅信⼼中的真兒⼦[和合本：因信主

作我真兒⼦]的思路。提摩太傳承以純正福⾳教義建立教會的託付，不僅是因為他的職

分，更因為他的⽣命受到保羅所傳的純正福⾳的改變。 

 

保羅⽤了「從前指著你的預⾔」，是要⿎勵提摩太這不僅是保羅的命令，也是是出於教

會，出於基督的呼召和託付。很明顯，我們從提摩太跟隨保羅宣教、建立教會⼀開始的時

候，就已經顯出其他⼈對他的認可，他已經為事奉受到裝備。徒16:2「2 路司得和以哥念

 
1 信實的，可信的，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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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弟兄都稱讚他。」提前4:14「14 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藉著預⾔、在眾⾧

⽼按⼿的時候賜給你的。」提後1:6「6 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所給你的恩賜，

再如⽕挑旺起來。」這是指提摩太通過其他教會同⼯的⾒證，重申來⾃於長老團體的任

命。提摩太承受職分是由⼀群牧師和長老的團體的按立的。換⾔之，提摩太是在以基督為

元⾸的教會的監督下承受呼召和託付。在他們的監管下的⼀段時間，他們看到提摩太⾝上

有聖靈的恩賜，因此，他們給提摩太按⼿，給提摩太禱告，承擔正式的職分。這是說預⾔

的意思。 

 

Hughes and Chapell:「因此，我們得到的畫⾯是提摩太⽣命中的⼀個偉⼤的屬靈事件，

其中對他未來的福⾳事⼯做出了精彩的預⾔，因為各種各樣的⼈談到了他的資格和他將成

為的強有⼒的聲⾳。 那時，長老們都鄭重地按⼿在他⾝上，為他祈禱，他在事奉⽅⾯非

常有天賦。 這是⼀個如此具有紀念意義的事件，通常害羞的提摩太站起來並『在許多證

⼈⾯前做出了很好的告⽩』。」 

 

明⽩福⾳的呼召和託付。是這裡的重點和普遍的原則。不僅提摩太必須明⽩⾃⼰被呼召和

託付的責任是傳講教導純正的福⾳，建立教會就是永⽣神的家。教會本⾝必須清楚明⽩提

摩太⾝上聖靈的⼯作。他們從提摩太的講道，對福⾳的教導上看到這個事實。因此，他們

給提摩太按⼿，為他說預⾔/禱告，使他正式承受牧者的職分。 

 

保羅的⽬的有兩⽅⾯：第一，他⽤按⼿說預⾔這件事來⿎勵提摩太，要記住⾃⼰的呼召和

託付的命令。因為，這命令是出⾃於教會，就是出⾃於基督的。第二，同時，這個命令也

是給整個以弗所教會會眾的，特別是那些假教師，和跟隨假教師，聽從假教師教導的⼈那

些假教師沒有經過教會長老們的按⼿，禱告，說預⾔，沒有受到教會元⾸基督的呼召和託

付。 

 

【應用】1-牧師的呼召和託付。今天改⾰宗長老會對牧師職分的呼召和託付，也要經過長

老團體的按⼿和禱告。這個由長老組織成的團體就叫做「區會」（presbytery）。區會是

由⼀個地區範圍之內的許多教會中的牧師/教導長老，和治理長老所組織成的團體。在這

個團體中有處理牧師/教導長老資格的考試委員會(candidate credential committee)-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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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負責安排審核的內容，時間表，執⾏考試的牧師。這些要成為牧師的⼈，必須經過⼀段

時間的私下⾯談，公開⼝頭考試（系統神學，教會歷史，個⼈聖潔），釋經講道，寫釋經

論⽂…等等。這些都是要確定他們明⽩福⾳的呼召和託付。他們不僅要明⽩福⾳的呼召和

託付，還要維護持守這些真理教義。在長老教會治理下，「明⽩福⾳的呼召和託付」為了

要確認牧師的呼召是出於教會的元⾸，是需要受到公開檢驗的。 

 

這個公開考試的過程有時候是漫長的，有時會受到嚴厲批評的。曾經有⼀位參加考試的

⼈，他寫的論⽂受到嚴格的批評，三次都沒有通過。在第⼀次沒有通過時，有的長老批評

的⼝氣比較嚴厲，他感到非常的不悅。他認為⾃⼰沒有受到尊重（屬靈⽣命的問題-不認

識主）。在後來兩次沒有通過之後，他放棄了考試，並且離開了教會。 

 

所以，除了考試的本⾝之外，也在確認是否遇到困難就放棄了。除了明⽩福⾳的教義，明

⽩神學的知識之外，還要明⽩⾃⼰的遭遇是出於元⾸基督的試驗。基督⾃⼰也必須受聖靈

的引導，在曠野受撒旦試驗，才開始祂在地上的職分。同樣的，受到教會元⾸基督呼召的

牧者，也會經歷許多試驗的。 

 

這些試驗會不斷地發⽣在蒙受呼召和託付的⼈的⼀⽣中。有的⼈會持守，有的⼈會放棄。

提摩太後書4：10，講到曾經是保羅忠⼼的同⼯底⾺（⻄4:14，⾨24），因為貪愛現今的

世界，就離棄了保羅。對要過去的世界的貪愛，是因為對神國度的不明⽩。許多的時候，

事奉的成功和成果成為受呼召託付者的⽬的，⽽非對純正福⾳教義的忠⼼。在教會的事奉

成為⼀個展現⾃我的舞台。這種的事奉是經不起考驗的，事奉的本⾝成為⼀個偶像的崇

拜。 

 

對福⾳的呼召和託付不僅需要經過考試，還需要在真實⽣活事奉中受到試驗。保羅說到他

經歷的試驗：「7 我們有這寶⾙放在⽡器裡，要顯明這莫⼤的能⼒，是出於神，不是出於

我們。8 我們四⾯受敵，卻不被困住；⼼裡作難，卻不⾄失望；9 遭逼迫，卻不被丟棄；

打倒了，卻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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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這是保羅承受福⾳呼召和託付所受的試驗。這不是說同時保羅本⾝屬靈的⽣命就在

這樣的事奉環境中產⽣信⼼，產⽣愛⼼。「12 我感謝那給我⼒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

他以我有忠⼼，派我服事他。」 
 
 

2-會眾的呼召和託付。你也許會說，這是提摩太承受傳講福⾳的呼召和託付，我只是⼀個

教會的會眾，這和我沒有什麼關係。其實不然，因為這封信不僅是寫給提摩太的也是寫給

以弗所教會的會眾的。雖然以弗所教會的會眾沒有被呼召出來承受正式的職分。但是，不

要忘了，每⼀個基督徒都是基督⾝體的⼀部分，牧師、長老、執事是基督的⾝體的⼀部

分，所有的會眾也是基督⾝體的⼀部分。 

 

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被呼召[κλῆσις]出來的。保羅寫的以弗所書正講到這⼀點：「17 求我們

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將那賜⼈智慧和啟⽰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祂。

18 並且照明你們⼼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κλῆσις]（klesis）有何等指望；他在

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19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所顯的能⼒

[δύναμις](dynamis)（保羅事奉的⼒量）是何等浩⼤，20 就是照他在基督⾝上所運⾏的⼤

能⼤⼒，使他從死裡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的右邊，21 遠超過⼀切執政的、掌權

的、有能的、主治的和⼀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22 ⼜將萬有

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23 教會是他的⾝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

的。」 

 

在所有真正因信稱義的基督徒裡⾯內住聖靈的⼒量，和保羅以及提摩太裡⾯內住聖靈的⼒

量是⼀樣的，就是神使基督從死裡復活的⼤能⼤⼒。是這個⼒量，⼤能⼤⼒，聖靈的能⼒

把教會把教會的肢體結合在⼀起的。因此，作為基督徒有責任要明⽩什麼是「純正健全的

福⾳」；基督徒有責任要明⽩以弗所書中所說的「基督的奧秘，神旨意的奧秘」。 

 

有⼀位牧師在講以弗所書夫妻的關係的時候⽤了⼀個非常清楚的圖表來說明：明⽩純正健

全福⾳教義是夫妻關係，⽗⺟與兒女關係，僕⼈和主⼈關係，以及其他⼈際關係的基礎。

如果這個基礎被破壞來，不明⽩什麼是純正健全的福⾳教義，⼀切的屬靈⽣命建造都是枉

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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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圖表就是⼀個「三⾓形」，分為四層：第⼀，最底層的就是「福⾳」，純正健全的福

⾳教義-正道，神託付保羅和提摩太的榮耀的福⾳（羅⾺書）。第⼆，再上⼀層是「聖

約」(covenant)，恩典之約，基督與教會的奧秘，基督的奧秘，神旨意的奧秘。第三，再

上⼀層是「合⼀」（unity）。第四，最頂層是「聖靈的果⼦」（the fruit of the 

Spirit）。其實，從最底層到最頂層聖靈的果⼦，整個三⾓形，都是純正健全福⾳教義的

內容。換⾔之，基督徒被呼召出來結出聖靈的果⼦的唯⼀⽅法，就是明⽩什麼是純正健全

的福⾳教義。 

 

我們⼀直重複教導的⻄敏斯特信仰告⽩，⼤要理問答，⼩要理問答，85要理問答補充，

都是純正健全福⾳的教義。我們被呼召出來要明⽩福⾳的奧秘，並且⽣活在福⾳的⽣命新

樣式中。如果你越來越認識純正福⾳的教義，你⼀定會越來越認識⾃⼰本性中的罪，並且

你⼀定會漸漸地越來越知道，如何靠著聖靈勝過⼼中的罪，治死⼼中的罪。⽽且你的內⼼ 

 

當你明⽩福⾳的呼召和託付，⽣活中福⾳⽣命的新樣式中，你就會分辨什麼是純正健全的

福⾳教義。當你會分辨的時候就是基督在你裡⾯成形的時候（加拉太書）。你也可以監督

教會講堂所傳講的信息是否合於純正健全的福⾳教義。這時候，教會就漸漸長⼤成⼈滿有

基督長成的⾝量了。這是聖靈內住在我們裡⾯產⽣的果效。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