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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永生神的家 09 
為純正福音教義忠心爭戰打仗 02 

提摩太前書 1:18-20 

 

唐興 牧師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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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福音執行教會勸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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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先在開場⽩的時候就說明了建立永⽣神的家的權柄和傳承。權柄的源頭是神和基

督，權柄的傳承不僅接著教會中的職分，更重要的是屬靈⽣命的傳承：提摩太是保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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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真兒⼦。接下來，整個第⼀章，3-20節，都在指出以弗所教會中的問題：有⼈在傳

講教導和保羅提摩太不同的教導——傳異教，就是不同的教義。這段經⽂在告訴我們，就

各世代的教會，要在對抗異教中傳講教導純正的福⾳，建立永⽣神的家。這是2-20節的

主題（telos）。在這個主題下我們看到四個重點次要的主題（sub-telos），：第⼀，保

羅指出問題的所在。以純正福⾳對抗虛假教導（1:3-7）。第⼆，保羅對律法做出說明。

從純正福⾳真理明⽩律法真意（1:8-11）。第三，保羅對⾃⼰得救感恩。從純正福⾳經歷

⾒證基督救恩（1:12-17）。第四，保羅對提摩太的⿎勵與託付。為純正福⾳真理忠⼼爭

戰打仗（1:18-20）。 

 

中心思想【講解】：18-10節的經⽂告訴我們：「要為純正健全的福⾳教義忠⼼爭戰打

仗」，不僅對抗了異教，⽽且可以建立永⽣神的家，就是教會。 

 

這裡講到三個重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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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我們談到要為純正健全的福⾳教義爭戰打仗，⾸先必須

明⽩福⾳的呼召和託付。今天我們要繼續思想後⾯兩個重點。 

 
經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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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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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ἵνα στρατεύῃ ἐν αὐταῖς τὴν καλὴν στρατείαν 19 ἔχων πίστιν καὶ ἀγαθὴν συνείδησιν, ἥν τινες 
ἀπωσάμενοι περὶ τὴν πίστιν ἐναυάγησαν,  
 

【講解】中⽂的「叫」你，希臘⽂是⼀個帶有⽬的性的連結詞。接下來是⼀個動詞的⼦

句：打仗[στρατεύω](strateuo)。如何打仗呢？「因此」[ἐν αὐταῖς]（不是因為的意思）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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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打美好的仗，⽽是「⽤這些」(by them) 去打那美好的仗。⽤前⾯所說的被教會按⼿的

時候所說的預⾔禱告，去打美好的仗。這⿎勵提摩太，第一，基督賦予的權柄和能力。要

他回想記起當初從基督⽽來的呼召和託付。他的呼召和託付是具有來⾃於基督的權柄和能

⼒的，第二，對純正福音的明白和經歷。提摩太的呼召和託付是來⾃於他明⽩純正健全福

⾳，以及福⾳在⾃⼰⾝上產⽣的果效（如同保羅之前的⾒證）。保羅要提摩太⽤這些去打

美好的仗。在書信末了他重複了這個打仗的命令，但是加了兩個字（原⽂是⼀個字）：提

前6:12「12 你要為真道[信⼼]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ἀγωνίζου τὸν καλὸν ἀγῶνα τῆς 

πίστεως ἐπιλαβοῦ τῆς αἰωνίου ζωῆς]。 

 

為真道打美好的仗=為純正福音爭戰打仗。「真道」的原⽂是具有定冠詞的「信⼼」

（the faith）：為「那信⼼」打美好的仗。這裡的信⼼是指信⼼的內容，信仰的內容，純

正福⾳教義的內容，前⾯講的「正道」，神託付給保羅的「榮耀福⾳」的內容。這是客觀

性的真理，是需要被教導的，需要學習的，需要明⽩的真理。為真道打美好的仗，就是為

那信⼼打仗，為純正福⾳教義爭戰打仗。（美好，要最後才解釋） 

 

【例證】 

4b-1-傳講純正福音是打仗。提前1:18，的「打（美好的）仗」名詞[στρατεία] (strateia) 是

純粹的軍事⽤語（林前10:4）。啟⽰錄19:14，「14 在天上的眾軍[στράτευμα]騎著⽩⾺，

穿著細⿇⾐，⼜⽩⼜潔，跟隨他。15 有利劍從他⼝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他必⽤鐵杖

轄管他們，並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醡。」教會在末世的時候在地上以純正的福⾳教義做屬

靈的爭戰，⼀直到最後的審判之前。 
 
保羅在提前6:12⽤另外⼀個字，中⽂也翻譯為「打仗」：提前6:13，「打美好的仗」的

「打仗」名詞[ἀγών]意思包括：軍隊的爭戰（約18:36	「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

這世界，我的⾂僕必要爭戰[ἀγωνίζομαι]，使我不⾄於被交給猶太⼈；只是我的國不屬這

世界。」）運動⽅⾯的競賽，奮⾾爭戰，事奉上的爭戰，為福⾳受苦難（腓1:30；帖前

2:2）。動詞[ἀγωνίζομαι]意還包括努⼒（進窄⾨-路13:24）、奮⾾、盡⼼竭⼒（⻄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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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這裡⽤打仗、爭戰作為⼀種比喻，說明傳講教導純正健全福⾳教義是⼀種爭戰、打

仗；福⾳的職分是⼀場爭戰。保羅在提摩太後書，說他⾃⼰⼀⽣的事奉就是打那美好的

仗。提後4:7「7 那美好的仗[ἀγώ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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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od fight I have fought; the race I have finished; the faith I 

have kept）保羅命令提摩太打仗，是他⾃⼰在事奉和⽣活上實踐的。這⼀節經⽂我們後

⾯會再仔細的思想。現在，只是要證明，保羅把⾃⼰⼀⽣的⽣活和事奉看為是⼀場爭戰。

這是整個保羅的神學思想主題，也是聖經的主題。基督教不是單純的道德⾏為上的宗教，

基督教會的建造，神的國度往前，基督徒屬靈⽣命的長⼤成熟，牽涉到屬靈的爭戰，天上

的爭戰。 

 

4b-2-爭戰的兵器和場地。保羅為⾃⼰的事⼯做辯護：林後10:3「3 因為我們雖然在⾎氣

（活在今⽣世界中）中⾏事，卻不憑著⾎氣（按照世界的模式）爭戰。4 我們爭戰

[στρατεία]（strateia）的兵器[ὅπλα]，本不是屬⾎氣的，乃是在神⾯前有能⼒（δυνατὰ τῷ 

θεῷ=神的能力）[δυνατός](Carson：來⾃於對『和平福⾳』的理解的勇氣-註：弗6平安的

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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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όημα](noema)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保羅把他使徒的事

奉看為是屬靈的爭戰。他知道⾃⼰傳講、教導純正健全的福⾳教義是⼀場爭戰。這是⼀場

屬靈的爭戰，戰場是⼈的思想，⼼思。⼀種從屬世界的思想模式（價值觀，以今⽣為主的

觀念，被罪的權勢，被死亡的權勢）轄制中的釋放：新出埃及-New Exodus。 

 

因此，保羅說我們雖然在活在這個世界中的屬物質的⾝體中做事，但是卻不按照這個世界

的，屬⾎氣的⼈的⽅法爭戰，不⽤⼈的⽅式爭戰。我們爭戰打仗的兵器，不是屬物質的，

屬世界的兵器⼑劍，⽽是⼀種浩⼤的能⼒，這種能⼒是出於我們對純正福⾳教義的理解和

經歷的，如同保羅⾃⼰在提前1:12-17的⾒證。 

 

純正健全的福⾳教義在世界上的⼈看起來是愚昧的：什麼基督的⼗字架？什麼因信稱義，

⼀但得救，永遠得救；什麼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體，只隨從聖靈的⼈⾝上？什

麼恩典之約？什麼教會與基督的奧秘？這和我⽇常⽣活有什麼關係！我要知道的是：我要

如何做！我要做什麼才能得著永⽣？法利賽⼈⼼裡最深的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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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神的眼中卻是有能⼒的，是神的能⼒。是基督⼝中的利劍，是關於基督的知識所

發出的馨香之氣。「14 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

認識基督⽽有的⾹氣。15 因為我們在神⾯前，無論在得救的⼈⾝上，或滅亡的⼈⾝上，

都有基督馨⾹之氣。16 在這等⼈，就作了死的⾹氣叫他死；在那等⼈，就作了活的⾹氣

叫他活。這事誰能當得起呢？」這是純正健全福⾳教義的能⼒，這是神託付給保羅的榮耀

福⾳的能⼒，這是保羅要提摩太知道的爭戰打仗的兵器。 

 

保羅是告訴提摩太如何為純正福⾳教義爭戰打仗，只要傳講教導純正的福⾳真理，就已經

得勝了。因為福⾳，正道，榮耀的福⾳本⾝就是基督⼝中所發出的利劍。（以⻄結書37

章，枯骨的意象） 

 

【結論】我們看到「打那美好的仗」是講到：為純正福⾳打美好的仗，這是⼀場屬靈的爭

戰，爭戰的場地是⼈的內⼼。爭戰的兵器是純正的福⾳教義，是正道，是神託付給保羅的

榮耀的福⾳。這是我們現在 

 

4b-3-打美好的仗中成聖。現在我們要來看今天重點「在純正福音爭戰中成聖。」的第⼆

部分。打美好的仗，不僅牽涉到所傳講的福⾳的內容，所教導的真理的範圍，這些是客觀

的元素，⽽且牽涉到傳講福⾳，教導真理的⼈的個⼈的屬靈⽣命，個⼈在成聖過程中的長

進。這就是第19節前半段所說的：「19 常存信⼼和無虧的良⼼」 

 

3.1-打美好的仗的方法。附屬於主要動詞的⼀個分詞的⼦句：常存[ἔχω]（echo）是持續

持守住(holding on to or continuing)信⼼和無虧的良⼼。「無虧的良⼼」原⽂是「好良

⼼」（good conscience）好良⼼就是清潔的良⼼，不虛假的良⼼，沒有愧疚的良⼼。有

兩個意思：第⼀，保羅是在說明打那美好仗的⽅法是「持守住信⼼和好良⼼。」 

 

信⼼和良⼼在教牧書信中配對⼀起出現了3次（提前1:5-愛是從清潔的⼼，無虧的良⼼，

無偽的信⼼來的；19；3:9-執事要存清潔的良⼼，固守信⼼的奧秘）。對保羅⽽⾔，⼀

個⼈的信⼼和他的良⼼是密不可分的，這是教牧書信中⼀個主要的主題，這正區別了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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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錯誤教導：他們的良⼼是虛假的，他們知道⾃⼰無法靠⾏為稱義，卻教導⼈靠外在的

⾏為稱義。他們知道⾃⼰做不到，卻叫別⼈去做。他們不教導⼈悔改認罪得著基督赦罪的

恩典，他們完全忽略了因信稱義的福⾳。 

 

第⼆，保羅要提摩太「持守住信⼼和無虧的良⼼/好的良⼼」的意思是要提摩太在成聖的

路上不斷地長進。這是對抗異教最佳的，唯⼀的，合乎神旨意⽅法。換⾔之，提摩太的成

聖的長進是在他的事奉中成就的。（這段經⽂的第⼆個重點：在純正福音爭戰中成聖。）

提摩太不僅僅要傳講教導純正健全的福⾳教義，他⾃⼰的屬靈⽣命必須在其中有長進——

這是持守信⼼和無虧良⼼的意思。和前⾯1:5節，命令的總歸/⽬的(telos)就是愛，愛是從

清潔的⼼和無虧的良⼼，無偽的信⼼⽣出來的，具有同樣的意思。 

 

3.2-保羅自己的事奉。提後4:7「7 那美好的仗[ἀγώ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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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od fight I have fought; the race I have 

finished; the faith I have kept）保羅所命令提摩太的，就是他⾃⼰在事奉和⽣活上實踐

的。這裡講到兩件事情：第⼀，保羅在事奉上持守住了純正福⾳的教義（美好的仗+所守

住的純正的福⾳教義）。第⼆，保羅在⾃⼰成聖的路上的長進（美好的仗+當跑的路）。 

 

聖經學者 (V.C. Pfitzner) 專⾨研究保羅⽤的爭戰打仗的主題《保羅和爭戰的主題》 (Paul 

and the Agon Motif)這樣寫道：「打仗的圖像完整地描述了使徒整個的⽣活和事奉。」 

 

保羅把⾃⼰的事奉的經歷看為是⾃⼰成聖的路程。林前9:25「25 凡較⼒爭勝的

[ἀγωνίζομαι](agonizoumai)，諸事都有節制，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是要得

不能壞的冠冕。26 所以，我奔跑，不像無定向的；我⾾拳，不像打空氣的。27 我是攻克

⼰⾝，叫⾝服我，恐怕我傳福⾳給別⼈，⾃⼰反被棄絕了。」 

 

【應用】成聖之路是爭戰。弗6:10「10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能

⼤⼒[τῷ κράτει τῆς ἰσχύος αὐτοῦ]，作剛強的⼈[現在/動詞/被動/命令=要被得著能⼒]。

11 要穿戴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δύναμαι]抵擋[ἵστημι]魔⿁的詭計。12 因我們並不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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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氣的爭戰[πάλ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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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在以弗所書的最後，他提醒基督徒，不僅要明⽩前⾯所講的關於神旨意的奧秘，關於

基督的奧秘，關於教會的奧秘，把這些知識應⽤實踐在基督徒⽣活和事奉中，靠著聖靈，

被聖靈充滿，把這些關於福⾳的真知識應⽤在丈夫妻⼦關係，⽗⺟兒女關係，⼯作關係

上，彰顯基督的奧秘的時候，還必須要知道⼀件事：基督徒的⽣活和事奉是⼀種屬靈的爭

戰。不是和⼈爭戰，⽽是和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這是啟⽰錄所描述的爭戰，基督帶領

天上聖徒的爭戰。你我都參與在其中。14-17節所描述的全副軍裝：束腰的帶⼦（真

理），遮胸的護⼼鏡（義），穿在腳上走路的鞋（和平的福⾳），滅盡惡者⼀切火箭的藤

牌（信⼼），頭盔（救恩），聖靈的寶劍（神的道），這些都是純正健全福⾳。並藉著禱

告爭戰（使我得著⼝才，能以放膽開⼝講明福⾳的奧秘）。因為這個爭戰發⽣在天上，發

⽣在神的國度與撒旦國度之間的爭戰。結論：基督徒的稱義/成聖不單單是⼀種道德⾏為

上的操練，夫妻關係，⽗⺟兒女關係，⼯作上的關係，所有⼈際關係都關係到天上屬靈的

爭戰。 

 

奧古斯丁，⾺丁路德，加爾⽂，John Knox, 司布真，鐘⾺⽥….數不清的提摩太，⼀代接

⼀代的提摩太。加爾⽂：「他[保羅]的意思是提摩太靠著上帝這樣的稱許，應該更加勇敢

地爭戰。有什麼比知道上帝已指定我們去做，我們正在做的事更應該給予或可以給予我們

更⼤的快樂呢？這些是我們的武器，這些是我們的防禦武器，借助它們我們將永遠不會失

敗。」 

 

4c-按照福音執行教會勸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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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解】保羅在這裡講到另外⼀個重點：按照教會執⾏教會勸戒。羅告訴提摩太他已經按

照福⾳的原則執⾏了教會的紀律。他指名道姓提到兩個傳講錯誤教導的假教師：許米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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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他們丟棄了良⼼，就是和前⾯無虧的良⼼的對比。這裡的真道也是和前⾯⼀

樣，加了定冠詞的「信⼼」「那信⼼」（the faith），是指信⼼的內容，就是整個純正健

全福⾳的內容。保羅⽤「船破壞」「沈船」來形容教會信仰內容（船）遭到毀壞。 

 

【例證】 為什麼說這裡是按照福⾳的原則執⾏教會勸戒執⾏教會紀律呢？因為兩個原

因：第⼀，保羅說把他們交給撒旦，這種說法和他在哥林多前書5：4，命令哥林多教會

要對⾏淫亂的弟兄執⾏教會紀律：「奉我們主耶穌的名，並⽤我們主耶穌的權能，5 要把

這樣的⼈交給撒但，敗壞他的⾁體，使他的靈魂在主耶穌的⽇⼦可以得救。」教會執⾏紀

律的⽬的是要執⾏管教，⽬的是希望最後這些⼈能夠悔改最終得救。第⼆，保羅特別說：

「使他們受責罰[παιδεύω](paideuo)，就不再謗瀆了。」原⽂的意思是：（像⼩孩⼀

樣）被教導不要褻瀆神。保羅的⾏動，教會的紀律不是盲⽬的懲罰或報復，其⽬的是要使

⼈恢復得救的信⼼，不要再迷失在歪曲的真理中。這是按照福⾳的原則，以建設性的⽅式

處理那些教會中製造問題的⼈。保羅給提摩太⼀個遵循的模式。 

 

【應⽤】⼀個健康的教會的標誌就是：傳講純正健全的福⾳教義，按照聖經施⾏聖餐和洗

禮，以及施⾏教會勸戒（church discipline）。 

最後，保羅為什麼稱它為「美好」的仗呢？因為，這是⼀場基督已經完全得勝的爭戰。是

⼀場邁向最後完全得勝，得榮耀的爭戰。升天復活的基督已經戰勝了掌死權的仇敵撒旦。

當你「忠⼼地為純正福⾳爭戰打仗」的時候，不論是你是牧師、長老、執事，所有「明⽩

福⾳呼召和託付」「持守信⼼和無虧的良⼼」的基督徒，都會經歷內⼼的爭戰，經歷基督

所賜的平安和喜樂，不論外在的環境如何。這種基督的喜樂和平安是和基督聯合，經歷祂

的得勝。不但如此，基督也會親⾃透過聖靈帶領我們走這⼀條蒙福的成聖之路。 

 

1-認識你的⾝分 

2-認識你的罪性 

3-謹守你的⼼思 

4-明⽩⽣命成長 

5-以新樣式⽣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