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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永生神的家 10 
建造敬虔的會眾與同工01 

提摩太前書 2:1-15 

 

唐興 牧師 

 
 
經文： 

中心思想（2:1-3:16）：塑造敬虔的聖約團體同⼯會眾，建立永⽣神的家成為真理的柱⽯

和根基。 

2a-建造敬虔會眾：規範聖約團體的敬拜。（2:1-15） 
1-教導禱告：祈求神國度救恩擴展。 

1 所以，我勸你第⼀要為萬⼈懇求、禱告、代求、祝謝， 

2 為君王和⼀切在位的，也該如此，為了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 

 
2-說明原因：教導神拯救人的計劃。 

3 這是好的，在神我們救主⾯前可蒙悅納。 

4 他願意萬⼈得救，明⽩真理/真道[ἀλήθεια]。 
 

3-說明原因：教導基督中保的工作。 

5 因為只有⼀位神，在神和⼈中間，只有⼀位中保，乃是[降世]為⼈的基督耶穌。 

6 他捨⾃⼰作萬⼈的贖價，到了時候，這事必證明出來。 

 

4-使徒職分：擴展信心真理的教導。 

7 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外邦⼈的師傅，教導他們相信，學習真道[ἀλήθεια]。

我說的是真話，並不是謊⾔。  

 

5-教導秩序：教導聖約團體的秩序。（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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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糾正敬拜中的秩序。（2:8-10） 

8 所以，我願男⼈無忿怒，無爭論，舉起聖潔的⼿，隨處禱告。 

9 ⼜願⼥⼈廉恥、⾃守，以正派⾐裳為妝飾，不以編髮、⿈⾦、珍珠和貴價的⾐裳為妝飾；

10 只要有善⾏，這才與⾃稱是敬神的⼥⼈相宜。 

5b-糾正敬拜中的次序。（2:11-15） 

11 ⼥⼈要沉靜學道，⼀味地順服。 

12 我不許⼥⼈講道，也不許她轄管男⼈，只要沉靜。 

13 因為先造的是亞當，後造的是夏娃； 

14 且不是亞當被引誘，乃是⼥⼈被引誘，陷在罪裡。 

15 然⽽，⼥⼈若常存信⼼、愛⼼，⼜聖潔⾃守，就必在⽣產上得救。  

 

前言： 

我們要開始思想提摩太前書第⼆個段落。這個段落從第2章開始⼀直到第3章結束。今天

我們要從⼀個寬廣的⾓度來看這⼀段經⽂。 

【整本書的主題-1】。提摩太前書⼀共有6章。有⼀個貫徹的主題：以純正健全的福音建

立神的家，就是活神的教會。【第1章】純正健全的福⾳就是1:10節的「正道」

[ὑγιαινούσῃ διδασκαλίᾳ]（hygiainouse didaskalia）(sound/health teaching)；1:11節的「榮耀

的福⾳」[τὸ εὐαγγέλιον τῆς δόξης] （to euangelion tes doxes）(the glorious good news) ；1:19

節的「真道」[τὴν πίστιν]（ten pistin）（the faith）「那信⼼」就是指純正福⾳的內容； 

【第2章】2:4節的「真道」[ἀλήθεια](alethia)是真理，基督就是真理道路⽣命；2:6節，教

導外邦列國「相信學習真道」，原⽂是在「信⼼和真理」中教導他們，「信⼼和真理」。 

【第3章】3:8節，教會的執事要存清潔的良⼼，固守「真道的奧秘」「τὸ μυστήριον τῆς 

πίστεως」（the mystery of the faith）「那信⼼的奧秘」就是「那純正健全福⾳的奧秘」。

3:15節，「真理的柱⽯和根基」[στῦλος καὶ ἑδραίωμα τῆς ἀληθείας]。 

【第4章】4:1節，必有⼈離棄「真道」[τῆς πίστεως]（the faith）「那信⼼」就是那純正、

健全、榮耀的福⾳。4:6節，「6 你若將這些事提醒弟兄們，便是基督耶穌的好執事，在

真道的話語和你向來所服從的善道上得了教育。」「真道的話語」[τοῖς λόγοις τῆς πίστεως] 

「那信⼼的話語」和「善道」[καλῆς διδασκαλίας]「美善沒有瑕疵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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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6:3節，「3 若有⼈傳異教[ἑτεροδιδασκαλεῖ]，不服從我們主耶穌基督純正的話

與那合乎敬虔的道理，」我們主耶穌基督「純正的話」[ὑγιαίνουσιν λόγοις]（sound word）

這裡的「純正」就是前⾯正道的「正」原⽂是純正健全的意思，sound and healthy。6:10

節，「貪財是萬惡之根！有⼈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真道」[τῆς πίστεως](the 

faith) 「那信⼼」就是「純正健全的福⾳」。6:11節，「你要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

⽣。你為此被召，也在許多⾒證⼈⾯前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證。」「真道」就是「那信

⼼」，the faith。為純正福⾳打仗是提摩太的呼召。最後，書信的結尾，6:20，21節，

「20 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託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虛談和那敵真道、似是⽽⾮的學問。

21 已經有⼈⾃稱有這學問，就偏離了真道[τὴν πίστιν]。願恩惠常與你們同在。」偏離了真

道，偏離了純正健全榮耀的福⾳，偏離了使徒所 傳講教導的福⾳。偏離⽅向，失去標記，

偏離核⼼miss the mark。 
 
所以，提摩太前書的重要主題是：以純正健全的福⾳建立神的家，就是活神的教會。 

 
我們看到真道，正道，純正健全的福⾳，就是基督啟⽰託付給使徒保羅的福⾳，是貫穿整

本提摩太前書的重要主題。保羅要提摩太守住這福⾳，為福⾳打美好的仗，並且傳揚這個

福⾳。這是使徒建立教會的根基的⽅法。沒有其他的⽅法。⾨徒訓練就是教導什麼是福⾳。 

這是整本提摩太前書的核⼼：純正、健全、榮耀的福⾳。這是基督透過祂差遣的使徒建立

的教會。 
 
【應用】以弗所教會都是已經信主的基督徒，長老和執事，他們仍然需要學習知道明⽩被

提醒什麼是福⾳。新約的書信都是在講福⾳，特別是羅⾺書把整個福⾳完整的信息都啟⽰

出來了。⽽這些書信的對象都是基督徒。我們許多時候有⼀個錯誤的觀念：我只要信了，

就不要再知道什麼是福⾳了，我的任務就是要把福⾳傳給其他不信的⼈。傳福⾳給不信的

⼈是完全正確的，是基督徒的呼召，是基督徒的責任。不要忘了，基督徒⼀⽣都需要不斷

地在純正健全的福⾳中長進。牧師需要福⾳，長老需要福⾳，執事需要福⾳，我們⼀⽣都

需要在福⾳中成長。你說：聖經什麼地⽅說的？ 
 
這正是保羅寫給以弗所教會的信中所說的：4:11節，保羅在講教會如何成就神的旨意的奧

秘：就是在⽇期滿⾜的時候，使天上地上⼀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同歸於⼀。這裡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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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僅是個⼈的基督，⽽是元⾸基督和基督的⾝體教會。1:23節說，「教會說祂的⾝體，

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11 祂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的，有牧師和教師。

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基督的⾝體，13 直等到我們眾⼈在真道上同歸於⼀，

認識神的兒⼦，得以⾧⼤成⼈，滿有基督⾧成的⾝量，」直到我們眾⼈(聖徒/教會)在「真

道」(the faith) 「純正健全榮耀的福⾳」和 神兒⼦的真知識上同歸於⼀，得以長⼤成⼈，

滿有基督長成的⾝量。 
 
這是教會的使命，這是⾨徒訓練的內容，這是教會建造的材料：純正健全榮耀的福⾳，和

神兒⼦的真知識。牧師和教師需要不斷學習在⽣活中應⽤（操練敬虔），並且傳講教導，

是基督徒需要不斷的學習，應⽤在⽣活中（操練敬虔），並且傳揚給其他不信的⼈。牧師

和教師有責任傳講純正的福⾳，和神兒⼦的真知識。不是膚淺的福⾳，淡化的福⾳，殘缺

到不能辨識的福⾳。每⼀篇主⽇信息都必須是以基督為中⼼的講道。 
 
【整本書的主題-2】所以，提摩太前書的主題就是：「以純正健全的福⾳建立神的家，就

是活神的教會」。另外⼀個⼤的主題就是：「建造聖約團體敬虔的同⼯會眾」。「敬虔」

[εὐσέβεια]（eusebeia）這個字也在提摩太前書重複出現：「敬虔」就是⼈對神當守的本

分 ： awesome respect accorded to God 對 神 的 敬 畏 ， devoutness 虔 誠 , piety, 

godliness 虔誠，敬神。 

 

2:2節，「2 為君王和⼀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

⽇。」 

 

3:16節，「16 ⼤哉，敬虔的奧秘[τῆς εὐσεβείας μυστήριον·]（the mystery of godliness is 

great）！無⼈不以為然，就是神在⾁⾝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被傳於外邦，

被世⼈信服，被接在榮耀裡。」這是整個純正福⾳的縮寫，福⾳最精簡的教導。這是基督

徒福⾳⽣活操練的核⼼。 

 

4:7-8節，「7 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語和⽼婦荒渺的話，在敬虔 [εὐσέβεια]上操練

[γυμνάζω](gymnazo)（exercise）⾃⼰。8 操練⾝體[σωματικὴ γυμνασία]，益處還少；惟獨

敬虔[εὐσέβεια]，凡事都有益處，因有今⽣和來⽣的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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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節，「3 若有⼈傳異教，不服從我們主耶穌基督純正的話與那合乎敬虔的道理，」 

6:5-6節，「5 並那壞了⼼術、失喪真理[ἀλήθεια]之⼈的爭競。他們以敬虔[εὐσέβεια]為得

利的⾨路。」「6 然⽽，敬虔加上知⾜的⼼便是⼤利了，7 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

也不能帶甚麼去，」 

 

6:11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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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敬虔」就是對神的敬畏，⼈對神當守的本分，操練敬虔，是伴隨著另外⼀個主題。

特別是在2-3章講到敬拜聚會的秩序和次序，以及教會的治理組織同⼯，和第5章講到如

何培育敬虔的會眾和同⼯，講到教會的同⼯和會眾的問題。保羅教導指⽰提醒提摩太要⽤

純正的福⾳真理「建造敬虔的同⼯和會眾」。因此，另外⼀個主題就是「建造敬虔的同⼯

會眾」。 

 

但是我加了⼀個詞：「聖約團體」「建造敬虔的聖約團體同工會眾」。為什麼我在2-3章

的主題加上聖約團體呢？因為，第⼀，這裡的背景是教會的敬拜，團體的敬拜，什麼團體

呢？聖約的團體。聖約的團體就是教會。當然，這是「聖約神學」的觀念加入了經⽂解釋

中。教會就是恩典之約的團體，就是聖約的團體，⼀直到主再來。 

 

第⼆，另外⼀個比較重要的原因，促使我們加入聖約團體這個詞。因為這段經⽂中講到教

會的秩序和次序時（3:13-14）。保羅⽤了亞當和夏娃的受造次序，以及被引誘陷在罪裡

的次序，作為他的論述基礎。保羅⽤亞當和夏娃，說明聖約團體中的次序（當然，不可否

認，這也是聖約神學的觀點）。因此，聖約團體的觀念是整個敬拜的背景。所以主題就成

為「建造敬虔的聖約團體同工會眾」。並且提摩太前書五個⼤段落中，兩個段落，2-3章

和第5章，都是在講關於教會的同⼯和會眾的問題。因此「聖約團體同⼯會眾是」⼤的主

題。這樣，我們就可以⽤⼀句簡單的話來說明這段經⽂的意思：以建造敬虔的聖約團體同

⼯會眾，來建立永⽣神的家，成為真理的柱⽯和根基（2: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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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整個提摩太前書的意思可以⽤⼀句話來說明：以純正健全的福⾳（1，4，6章

主題），敬虔的聖約團體同⼯會眾（2-3章，5章的主題），建立永⽣神的家成為真理的

柱⽯和根基（核⼼和⽬的）。 

 

【主題-3】當然，我們不要忘記，提摩太前書和教牧書信的背景是抵抗異教。這是教牧書

信的主要主題和背景。「傳異教」[ἑτεροδιδασκαλέω] (heterodidaskaleo) 的原⽂是就是

「教導不同的」(to teach other) (提前1:3，提後6:3) ，和使徒不⼀樣的教導。「異教」在

使徒時期非常猖狂。哥林多教會有⼈在傳另外⼀個耶穌（林後11:4）。加拉太教會的猶太

基督徒要⽤遵⾏摩⻄律法律法，外邦⼈要⽤世上的⼩學，⽤世界上初淺的做⼈道理，做好

⼈好事，來成全。保羅責備他們說：「你們既靠聖靈入⾨，如今還靠⾁⾝成全嗎？你們這

樣無知嗎？」然後他再次教導他們：什麼是順著聖靈⽽⾏，與⾁體爭戰，結出聖靈的果⼦

的福⾳⽣活原則。這是純正福⾳的果效。嚴格的說純正福⾳就是基督和基督的⼯作。基督

已經成就了什麼？祂現在在做什麼？這些在我們⾝上產⽣什麼果效。 

 

DA Carson 指出：「福⾳被稀釋淡化，被邊緣化忽略，被錯誤理解」是整個基督教教會

歷史⼀直重複發⽣的事。我們需要棄絕那些世上的⼩學，世界上初淺的道德⾏為，要記住

主耶穌說的，在登⼭寶訓中，祂對⾨徒們說：「20 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

和法利賽⼈的義，斷不能進天國。」教會⾨徒訓練就是要教導耶穌所教導的，要教導使徒

所教導的純正的福⾳。沒有其他的⽅法。因為這是使徒和先知已經建造好的根基，基督⾃

⼰為房⾓⽯。 

【段落主題】現在，我們要從比較⾼的⾓度，⽤廣⾓鏡頭來看這個段落。好讓我們看到這

個段落的主題(telos)，以及這段落中再進⼀步的3個細部的主題（sub-telos）。 

這個段落的主題是：建造敬虔的聖約團體同工會眾，建立永生神的家成為真理的柱石和根

基（2:1-3:16）。 

這段經⽂分為三個部分：第一，2:1-15節，建造敬虔會眾；規範聖約團體的敬拜（2:1-

15）。第二，3:1-13節，建造敬虔同⼯-設立聖約團體的治理：監督/長老與執事。第三，

3:14-16節，建造敬虔會眾-純正福⾳敬虔的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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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在這裡命令和⿎勵提摩太，在對抗異教，教導純正福⾳的同時，要建造、塑造教會的

會眾，要把這些會眾建造成為⼀個合乎恩典之約的團體，⼀個聖約團體，有秩序的，有次

序的聖約團體。其中包括教會的同⼯就是監督和執事。敬虔的同⼯，和敬虔的會眾。他提

出的建造⽅法就是：	
	
第一，建造敬虔的會眾-「規範聖約團體的敬拜」。這裡我們看到五個重點，	

1）他⾸先開始教導禱告（這是經⽂的意思）「2 我勸你第⼀要為萬⼈懇求、禱告、代

求、祝謝，2 為君王和⼀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

⽇。」這⼀節經⽂告訴我們不僅是禱告，更是要為「神國度救恩的擴展禱告」，「祈求神

國度救恩的擴展」是經⽂要傳達的信息。這是我們進入經⽂之後要證明的第⼀個要點。這

是教會要做的，這是教會的使命，這是教會⼤使命的呼召：神國度的擴展往前。	
	
2）其次，他說明原因：3-4節，「3 這是好的，在神我們救主⾯前可蒙悅納。4 他願意萬

⼈得救，明⽩真道。」保羅在指⽰提摩太，在教導以弗所會眾，關於神的救恩計畫。會眾

要明⽩神的救恩計畫，神拯救⼈的旨意，⾃然會在聖靈的感動下，為神國度救恩的擴展禱

告。因此，教會在敬拜時必須「教導神拯救人的計畫」，這是第⼆個重點。	
	
3）然後，保羅更清楚地說明原因：5-6節，「5 因為只有⼀位神，在神和⼈中間，只有⼀

位中保，乃是降世為⼈的基督耶穌。6 他捨⾃⼰作萬⼈的贖價，到了時候，這事必證明出

來。」這裡保羅進⼀步說明神的救恩計畫如何透過基督完成的。使徒進⼀步地教導基督中

保的⼯作。純正健全的福⾳永遠不可缺少的兩部分：神拯救⼈的計畫，基督作為中保的⼯

作。這些都是客觀的知識，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在聖約團體的敬拜中不斷學習的。這是正

道，真道，榮耀的福⾳。「教導基督中保的工作」是第三個重點。	
	
4）接著，使徒說明他做使徒的職分：「7 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外邦⼈的師

傅，教導他們相信，學習真道。我說的是真話，並不是謊⾔。」使徒是建造教會根基的⼈，

他在聖靈的引導下，在各地建立教會，教導外邦⼈什麼是基督耶穌的福⾳，他⽤「信⼼和

真理」也就是「純正、健全、榮耀的福⾳」建造教會，建造聖約的團體，擴展神的國度。

因此，第四個重點是：「擴展信心真理的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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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接下來，保羅針對以弗所教會聚會的亂象做了糾正，他教導教會敬拜的秩序。他要提

摩太塑造有序的聖約團體。他⾸先，糾正敬拜中的秩序，然後糾正敬拜中的次序。因此，

這段經⽂的重點是：「塑造有序的聖約團體」，這是第五個重點。 

 

我們看到：第⼀個主題是：1-規範聖約團體的敬拜。接著下來，我們看到第3章，有第⼆

和第三個⼤主題：2-設立聖約團體的治理。以及，3-純正福⾳敬虔的操練。 

 

第⼆，「要建造敬虔的同工-設立聖約團體的治理」。3:1-13節，講到做監督，就是長

老，和執事的資格。保羅要提摩太注意承受長老和執事的⼈的資格。監督要善於教導

（2:2），執事要「存清潔的⼼，固守真道的奧秘」（2:9）。兩種職分都和純正健全榮耀

的福⾳有密切的關係。 

 

第三，「建造敬虔會眾-純正福音敬虔的操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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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哉，敬虔的奧秘！無⼈不以為然，就是神在⾁⾝顯現，

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被傳於外邦，被世⼈信服，被接在榮耀裡。」這3節聖經是提

摩太前書的核⼼。⼀⽅⾯講到神的家，就是活神的教會。我們知道神的家也是神的國度，

神的聖約團體。基督徒敬虔的源頭是基督的敬虔：基督的成為⾁⾝，受苦，復活升天，得

榮耀。基督徒的敬虔，操練敬虔是提摩太前書的主題，⽽保羅在這裡指出，基督徒敬虔的

奧秘是基督，是基督的⼯作。基督徒的好⾏為，不是⼈獨立⾃主的好⾏為，是明⽩基督的

敬虔，明⽩基督的⼯作，明⽩純正的福⾳後，在基督徒⾝上產⽣的果效。這是第三個要

點。 

 

我們今天把整個提摩太前書的主要思想脈絡走了⼀遍。希望⼤家能夠更能明⽩，復活升天

的基督，是如何透過使徒，在異教興起的環境中，傳講純正健全的福⾳，建造敬虔的聖約

團體同⼯會眾，建立神的家成為真理的柱⽯和根基。這的確是聖經的經⽂所傳達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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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基督被釘十字架）26	要用水藉著道把教會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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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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對教會有合於聖經的認識，我們需要對教會有正確和準確的認識，我們需要參與
在教會中，與聖徒交通，我們需要在教會中被基督共同建造。	
	
我們要更認識那⼀位在⼗字架上為我們的罪⽽受苦受死，最後祂為我們的義復活，祂勝過

死亡的權勢，升上⾼天，在天上作王掌權。這是祂透過使徒在地上建立教會的模式。我們

需要忠⼼的跟隨祂，跟隨祂⼼愛的教會聖約團體，被祂在愛中建立，成為天上的聖殿。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