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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主日信息 
09-25-2022 

建立永生神的家 11 
建造敬虔的會眾與同工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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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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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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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導秩序：教導聖約團體的秩序。（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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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動力與統治。神的國度在舊約和新約中，神的國度的觀念主要是動⼒的dynamic，⽽不

是空間的spatial。不太是講到具有地理邊界的國度，⽽是君王統治或權柄。空間的意義

是第⼆位的，衍⽣的觀念。 

 

2-宇宙國度-中保國度-生命。宇宙性的國度現在就是基督中保國度。在登⼭寶訓中耶穌教

導的國度是宇宙性國度中的組成部分(subset)。耶穌講的國度是神的救恩施⾏在⼈⾝上。

在這個國度中的⼈具有新的⽣命。（兩個同⼼圓） 

 

3-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這是⼀個已經來到的國度，已經完成的國度，同時也

是⼀個邁向終極完成(consummation)的國度。有形的教會就是這個國度的外在表現和體

現，是⼀個麥⼦和稗⼦混雜的團體。無形的教會是神在祂百姓內⼼中掌權的屬靈實體

（spiritual reality）。無形的教會是所有有新⽣命的真信徒所組織成的團體。 

 

4-神的國度與生命。進入神的國度和得著新⽣命是同樣的意思，但是，嚴格的說，⼆者是

不能在所有的時候都可以互換。神國度的動⼒的統治觀念，帶著權柄和順服的意思，但是

當我們講到新⽣命的時候，⼀般不會想到權柄和順服。我們講到新⽣命的時候都與聖靈和

神的話有關。⽽新⽣命的長⼤和結出聖靈的果⼦，就是進入神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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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思想：2a-建造敬虔會眾：規範聖約團體的敬拜。（2:1-15） 
 
經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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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沒有翻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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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題- sub-telos 的證明：祈求神國度救恩擴展】 

保羅在這裡命令提摩太要為「萬⼈」禱告。這是禱告的對象：「萬⼈」。第2節更進⼀步

的說明對象要包括是君王和⼀切在位的。⽬的/結果是：「為了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

平安無事地度⽇。」如果我們從經⽂的上下⽂來思想，保羅教導命令提摩太要以弗所教會

在公開聚會的時候為萬⼈禱告，包括為君王和⼀切在位的禱告，是為了神國度救恩的擴展。 

 

現在，我們要進⼀步證明這段經⽂是「祈求神國度救恩的擴展」。經⽂表⾯看起來是在教

導提摩太如何在公眾敬拜聚會的時候如何禱告。但是，仔細的思想經⽂本⾝，我們會發現

禱告不是真正的，主要的重點。這裡重點是神國度救恩的擴展。⾸先，這裡有三個字成為

解釋這段經⽂的關鍵：「所以」、「第⼀」和「萬⼈」。 

 

【所以】。這句話的開頭是「所以」[οὖν]，這是解經最重要的字，不能忽略的字。「所

以」在新約中，它具推理性，因⽽主要作過渡的連接詞[BDAG]。「所以」這個字告訴我

們2:1-7節是與第1章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所以」告訴我們從這裡開始的經⽂，是延續

前⾯經⽂⽽做的結論。保羅不是徒然在這裡離開了主題，轉到不相關聯的禱告主題上。保

羅是告訴提摩太，不僅要禁⽌那些假教師，要提摩太傳講保羅所教導的福⾳，保羅要提摩

太為真道打美好的仗。這場美好的仗要如何打呢？ 

 

【第一】。使徒說，第⼀要為萬⼈禱告。「第⼀」[πρῶτον πάντων] （above everything 

else） , 在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事。在禁⽌假教師傳不同的福⾳，在教導會眾什麼是純正

健全的福⾳這些事的同時，在這些事情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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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的是：「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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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無事地度⽇。」。（我們需要注意「敬虔」是整卷書的另外⼀個主題，是我們上週證明

的）。保羅說明在這些事情中最重要的是要為基督的救恩的擴展，為神的國度的擴張禱告，

建立聖約團體敬虔的同⼯會眾。 

 

【萬人】。「為萬⼈」禱告[ὑπὲρ πάντων ἀνθρώπων]（on behalf of all people）。和第4節，

「祂願意萬⼈得救」[ὃς πάντας ἀνθρώπους θέλει σωθῆναι]，和第6節，「祂捨⾃⼰為萬⼈

作贖價」有直接和密切的關係[ὑπὲρ πάντων]，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基督徒要為萬⼈禱告，

是因為「神願意萬⼈得救」，以及「基督捨⼰為萬⼈作贖價」。「萬⼈」把這⼀段經⽂緊

緊的連結在⼀起。很顯然，這是講到救恩的問題。這裡講到的是救恩的範圍的擴⼤，從以

弗所教會，從地⽅教會，擴⼤到外邦列國。⽽第7節更說明了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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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說明他受基督命令做外邦⼈，就是做列國[ἐθνῶν]

（ethnon）(nations) 的教師。換⾔之，基督命令他把福⾳擴展到外邦列國。這是講到救

恩的範圍的擴⼤。也就是教會的擴張，神國度的擴張。 

 

【結論】：保羅是在說：以弗所教會的假教師傳異教造成福⾳的混亂和偏差，提摩太除了

要禁⽌那些⼈停⽌傳講和保羅不⼀樣的福⾳，要教導什麼是純正健全的福⾳，最重要的⼀

件事就是要全體的會眾都明⽩教會為什麼要為神國度的擴張懇求、禱告、代求、祝謝。這

是建造敬虔的同⼯會眾的最重要的事。這是提摩太要為真道打美好的仗的更進⼀步的說明。

⽬的是為了救恩和神國度的擴張。純正健全的福⾳的⽬的，不僅是要建造聖約團體敬虔的

同⼯會眾，更要擴⼤擴展神國度救恩的範圍。 

 

2-【經⽂解釋】 

【第1節】。「我勸你第⼀要為萬⼈懇求、禱告、代求、祝謝」 

懇求(δεήσεις-supplication/petition）、禱告(προσευχὰς-prayers)、代求(ἐντεύξεις-

intersessions)、祝謝(εὐχαριστίας-thanksgivings)。這四個不同的字，非常難區分它們之

間的區別。這裡的重點是：在敬拜聚會的場合可以有很豐富的禱告。這並不是要仔細說明

禱告的不同形式或⽅法。這是⼀種閃族的⽂學表達⽅式 (Semitic literary device)，把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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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同義的字放在⼀起，成為⼀種強調性的表達。（比如，屬靈的詩篇、頌詞、歌曲-⻄

3:16，弗5:19） 

 

「懇求」[δέησις](request) 似乎比禱告要來得迫切，更清楚的表達對事情的需求，祈求神

某些事情。「禱告」[προσευχή] (prayer)是⼀般性廣泛的⽤語，只⽤於對神。「代求」

[ἔντευξις, ](petition) 也是⼀般性的禱告，也許是講到為他⼈祈求，描述正式地向君王的請

願。「祝謝」也是⼀種禱告的形式。（四個名詞都是複數的受格）。 

 

WBC :「雖然，這些不同的字，每⼀個都表⽰出少許不同形式的禱告，卻不是這裡的重點。

這裡的重點是：所有的禱告，所有形式的禱告，是為了所有的⼈。」 

「萬⼈」「πάντων ἀνθρώπων」第1節的為萬⼈禱告，和4，6節的「萬⼈」，告訴我們福

⾳和救恩的普世範圍。 

 

【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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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王和一切在位的」是指⼀個整個的政權統治，從羅⾺皇帝，到所有在各地掌權執政的

統治者。在猶太教中，為世界上的執政掌權著禱告是非常普通的事，順服地上政權執政掌

權者，也是保羅和其它使徒所⿎勵的（羅13:1，多3:1，彼前2:14，17）。這裡的歷史背景

是「羅⾺帝國」在地上執政掌權者。從羅⾺書13章，我們知道保羅的教導是：地上政權

是神所賜的，教會必須認識地上政權合聖經的⾓⾊， 

 

「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ἵνα, ](in order that)講到⽬的和結果。為萬

⼈禱告，包括為君王和⼀切在位的禱告，另譯：「以⾄於我們可以平穩和安靜地，活出敬

虔和尊嚴的⽣活樣式」。平穩[ἤρεμος]和安靜地[ἡσύχιος]，這是內在的品質，[ἐν πάσῃ 

εὐσεβείᾳ καὶ σεμνότητι] 在「敬虔和端正/尊嚴」是⼀種⽣活的樣式。 

 

1-「敬虔」[εὐσεβείᾳ] (eusebia)（reverence）。和舊約的「敬畏耶和華」（the fear of 

God）（詩111:10-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箴1:7；賽11:2-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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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獻⾝於神，敬拜祂，實現祂的旨意……它強調敬拜的形式和榮耀神的敬畏……[並

表⽰]對完成神的旨意的極端奉獻。」「這是描述⼀種發⾃於真正對神的認識，所產⽣的

敬畏的態度和⾏為；因此，它包括了信⼼和⾏為 (believe and behavior)。」 

 

當基督徒完全奉獻神的時候，當基督徒內在對神的敬畏，表現在⽣活⾏為上的時候，就會

受到這個罪惡的世界的逼迫和衝突。登⼭寶訓告訴我們，當天國⽣命的特質彰顯在外的時

候，就會受到這個世界的逼迫，為義受逼迫（太5:10，第8福），因敬畏神對神的奉獻，

會受⼈辱罵，毀謗，耶穌說，就應當歡喜快樂，因為這樣的⼈在天上的賞賜是⼤的。但是，

這樣的⼈是鹽，是光，是他們新⽣命的本質，在長⼤成⼈後，會⾒證基督的福⾳，產⽣正

⾯的果效（彼得）。 

【敬虔的定義】：敬虔，就是發⾃於真正認識神的知識，所產⽣的敬畏的態度和⾏為（悟

性上的回轉）。WBC：「在教牧書信中，這是所有真信徒的⽬標（提前2:2; 6:11; 提後

3:12; 多2:12），這不是以弗所教會假教師多教導（提後2:16，世俗的虛談，世上初淺的做

⼈道理道德規範，有敬虔的外貌，違背敬虔的實意）…敬虔是⼀種『認知上的元素』，因

此，它是『⼀套信仰的內容』(a set of beliefs)(提3:16-⼤哉！敬虔的奧秘)，是相當於純

正健全的教導（1:10-敵正道；提前6:3-『主耶穌基督純正的話語』與那『合乎敬虔的道

理/教導』」「敬虔也有⼀種可以被觀察到的⾏為元素，也成為對正確適當⾏為對描述

（提摩太5章）」 

 

2-【端正】[σεμνότης] (semnotes)「尊嚴」(dignity)值得尊重的品質，是介於不取悅任何

⼈，與不惜⼀切代價取悅所有⼈之間。不僅具有履⾏公⺠責任的能⼒，⽽且持守了天地最

⾼原則和理想的能⼒，從⽽得到尊重和認可。WBC「對神聖的現實表現出的態度（內在

的和外在的）…這是⼀種內在道德的認真，影響的外在的舉⽌⾏為（outward demeanor） 

和內在意圖（interior intention）…因為它與神有關聯，它還帶有莊嚴的內涵，超越世俗，

在」 

 

3-【平穩】[ἤρεμος](eremos)(quiet,tranquil，calmness)「寧靜的，平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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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靜】[ἡσύχιος](hesychios)(quiet-well ordered) 「安靜-有序的」。另外⼀次出現在彼

前3:4，講到妻⼦要順服丈夫。「4 只要以裡⾯存著⾧久溫柔、安靜的靈[⼼]為妝飾，這在

神⾯前是極寶貴的。」 

「平穩安靜」這是表⽰內在的和平（inner peace）。安靜在其它的地⽅的意思可以是不

⾔語（路14:4；徒11:18，21:14，22:2）。但是，在這裡的意思，不是說不要說話，不要

出聲。在後⾯2:11-12講到女⼈要「沉靜學道」，也不是說不要說話，不要出聲。⽽是⼀

種發⾃於內⼼的「安穩的風度」（quiet demeanor），也表露在⾔語上的安穩和沈著。

「基督徒的⽣活不是安靜不說話，⽽是安靜的本質，源於敬虔和敬畏神的⽣活的安靜。」

(WBC-Mounce) 

 

「度日」[βίον διάγωμεν] (dion diagomen)（lead through life）。這裡的度⽇，不是在講

每⼀天的過⽇⼦，⽽是在描述⼀種存在進⾏的過程(Lexham)，⼀種⽣活樣式 (a lifestyle-

manner of life)（WSNTDICT）。⼀種從內發出到外的⾏為，所導致的存在⽅式屬靈的原

則。這裡的「⽇⼦」是指⼀種⽣活的樣式。 

 

WBC:「這不是希望基督徒的⽣活中沒有衝突，⼀個無憂無慮，⼀帆風順的⽣活（林後

11:23-33；提後1:8；3:1；2）。⽽是希望基督徒的外在的⾏為，不會給福⾳帶來不必要

的壞名聲，以致於有」「平安無事的度⽇」不是很準確的翻譯。提後3:12，保羅對提摩太

講到主耶穌如何把他從苦難和逼迫中拯救出來「	不但如此，凡⽴志在基督耶穌裡敬虔度

⽇的，也都要受逼迫。」這種的敬虔在使徒保羅⾝上被彰顯出來（林後6:3-10）： 

 

林後6:3-10「3 我們凡事都不叫⼈有妨礙，免得這職分被⼈毀謗；4 反倒在各樣的事上表

明⾃⼰是神的⽤⼈，就如在許多的忍耐、患難、窮乏、困苦、5 鞭打、監禁、擾亂、勤勞、

警醒、不⾷、6 廉潔、知識、恆忍、恩慈、聖靈的感化、無偽的愛⼼、7 真實的道理、神

的⼤能；仁義的兵器在左在右。8 榮耀、羞辱、惡名、美名；似乎是誘惑⼈的，卻是誠實

的；9 似乎不為⼈所知，卻是⼈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卻是活著的；似乎受責罰，卻是不

⾄喪命的；10 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似乎貧窮，卻是叫許多⼈富⾜的；似乎⼀無

所有，卻是樣樣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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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C, Mounce:「在整個教牧書信中，保羅非常重視地上的君王執政掌權者，和所有的非

基督徒。但是，保羅重視的，不是地上的和平，希望地上掌權者可以讓教會成長，不受到

任何阻礙，相反的，保羅急迫的希望教會能夠成為不信者的⾒證。」 

 

保羅⽤了兩對互補的術語：「敬虔和端正」「平靜和安寧」作為基督徒⽣活的特質。這個

特徵是發⾃於對神的認識，這個特徵正是純正福⾳的產⽣的果效。也就是神國度⽣命特質

的彰顯：「來12:28「28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

虔誠、敬畏的⼼事奉神。」「敬虔和端正」「平靜和安寧」 

 

禱告不是這裡的重點，重點是救恩的⾒證，神國度救恩的擴展。神的國度必須在基督徒內

⼼成為實際，基督徒必須認識神的國度，基督徒必須看到神的國度，這種對神國度，神的

計畫，基督救恩的認識，所帶來的是內⼼的平靜的安靜，敬虔的端正的x 

 

【結論】：保羅在這裡關⼼的是神的國度的擴展：⾸先，神的國度必須在基督徒內⼼擴展，

彰顯在⼀種內在⽣命的特質上，產⽣的⽣命的新樣式：在敬虔 

 

保羅在羅⾺書6章說的：「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死，和他⼀同埋葬，原是叫我們⼀舉

⼀動有⽣命的新樣式(新⽣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的榮耀從死裡復活⼀樣。」這是⼀種因

信稱義得⽣命的⽣活樣式。這種的樣式⾒證了基督的福⾳在⼈裡⾯產⽣的果效。這是神國

度福⾳的能⼒在⼈裡⾯產⽣的動能。這是神國度的⽣命新樣式：登⼭寶訓的八福所描述的

神國度的⽣命特質，內在的鹽和光的⽣命特質，律法的義，透過聖靈和神的話成全在神百

姓⾝上產⽣的⽣活樣式。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