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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病毒入侵防范病毒入侵
提摩太前书 1 11提摩太前书：一1~11

1 奉我们救主 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2写信给那因信主作我真儿子的提摩太2写信给那因信主作我真儿子的提摩太。

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 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与你！
3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

穷

杜荣华博士

4 也不可听从荒渺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
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 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5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
6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
7想要作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
8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 只要人用得合宜；8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
9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

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弒父母和杀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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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
11这是照着可称颂之 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

在还没有进入到信息之前，我要先对提摩太前书的背景作一点介绍…
保罗是上帝所呼召的仆人，他履行了神所给他的使命成为一个宣教士保罗是上帝所呼召的仆人，他履行了神所给他的使命成为 个宣教士
在各地为基督建立教会，之后就继续地带领、牧养弟兄姐妹，

用上帝的真理来教导他们，让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能够渐渐地成长、茁壮

但是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不可能花很长的时间停留在一个教会里面，
他又往下一个行程再继续前进的时候，一些教会产生一些问题、或者有些需要，

所以保罗就派遣他的同工能够继续地代替他去执行教会的工作所以保罗就派遣他的同工能够继续地代替他去执行教会的工作

或当教会有问题、保罗就写信告诉教会的同工，应当要如何处理教会的问题

保罗留下了许多的书信，都不是特别的神学的著作，书 ， ，
在每一封书信都有他特别的用意，都是针对各个教会

不同的处境，特别针对教会的需要给他们谆谆教诲，

留下了让我们可以对神有 个清楚 完整的认识留下了让我们可以对神有一个清楚、完整的认识。

保罗的书信也可以说是神学的著作，透过保罗对神的认识、对神的领受，
以致于让今天许多基督徒透过保罗的书信，知道如何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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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于让今天许多基督徒透过保罗的书信，知道如何跟神建立 个美好的关系，

也让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应当如何地事奉。

在新约圣经有几卷书被称为是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
这是保罗给个人的书信，特别提摩太、提多这两位是教牧的同工，这是保罗给个人的书信，特别提摩太、提多这两位是教牧的同工，

是保罗宣教团队的两位重要的同工。
保罗写信给他们的目地，无非是要指导他们作为事奉神的全职传道人，

应当如何在的灵性上面，能够继续不断地追求长进

把他的经验、从神的领受，透过书信帮助提摩太、提多，

以致于让他们知道：如何建立基督的教会以致于让他们知道：如何建立基督的教会，

解决教会的问题，牧养不同背景、不同需要的弟兄姐妹

在提摩太前后书，保罗反应出他对提摩太的关怀，在提摩太前后书，保罗反应出他对提摩太的关怀，
以及保罗个人或者是提摩太个人，许多私人层面上的许多的事项，

以致于可以看见在其他的书信所比较少看到、透露出保罗的一些讯息。

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要提摩太一方面要留意教会里面破坏的力量，
另外也要提摩太扮演好一个好的传道人，
同时也帮助他如何在教会里面建立长老 执事 以致于让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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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帮助他如何在教会里面建立长老、执事，以致于让他有

团队的事奉，能够一起来兴旺主的福音、建立主的教会。



一1-2 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那因信主、作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写信给那因信主 作我真儿子的提摩太，

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与你。

徒十六提摩太是路司得人，并没有讲到他的父亲，
很可能他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并没有认识主。

生长在一个敬虔的家庭，母亲友尼基、外祖母罗以是很好的基督徒，

她们从小就培育提摩太 生长在一个敬虔的家庭 提后三他从小就明白圣经她们从小就培育提摩太，生长在一个敬虔的家庭，提后三他从小就明白圣经。

保罗第一次到路司得传道的时候，提摩太信主，保罗跟这个家庭有很美好的互动。
经过三年的时间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时，他再回到路司得，经过 年的时间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时，他再 到路司得，

提摩太在灵性上已经有非常好的成长，许多的人都称赞他，

当提摩太蒙神所召、保罗也看见这个年轻人，

在事奉 灵性上 很 极 很追求在事奉、灵性上，很积极、很追求，

所以保罗接纳提摩太成为他事奉团队的同工之一。
保罗为他行了割礼、按手之礼，接纳他、也赋予给他属灵的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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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为他行了割礼、按手之礼，接纳他、也赋予给他属灵的权柄，
就带领提摩太在他的身边，跟他一起同工、一起宣扬福音、一起建立教会。

特别在往后，整个保罗的工作行程里面，常常当保罗力有未逮时，
他会派遣提摩太到教会替他执行一些任务他会派遣提摩太到教会替他执行 些任务，

或者处理他分身乏术、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可见得提摩太深受保罗的器重。

不仅提摩太成为保罗重要的同工，而且从刚才圣经里面我们看见—
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保罗称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

提摩太并不是保罗所生的，但是因为保罗传福音给他、栽培他、建立他，

可能保罗的年龄长一些 所以保罗看待他就好像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可能保罗的年龄长一些，所以保罗看待他就好像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

提摩太作为保罗的同工，不仅把保罗当作是他的老师、教练，

也把保罗当作是属灵的父亲，顺服他、敬重他，不仅他们好像

有师生、父子的关系，也好像是朋友的关系一样

在他们许多的工作的里面，不是只有在工作一起配搭，
当保罗在他晚年、在他下监的时候，当他孤单、有需求，

我们可以从提摩太后书看见保罗写信给提摩太，
盼望提摩太可以成为他的帮助 可以把他所需要的物资带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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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提摩太可以成为他的帮助，可以把他所需要的物资带给他，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跟提摩太，他们的关系真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在我们人生信仰的旅程里面，我们实在需要有保罗…
需要有保罗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 陪伴我们 培植我们，以致于让我们在信仰上，需要有保罗帮助我们、教导我们、陪伴我们、培植我们，以致于让我们在信仰上，

能够逐渐不断地稳定成长。我就想到在我信主这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面，

在我的生命里面，神为我预备了许多属灵的保罗…
小学的时候，神透过一个主日学孙老师，教我有七年的时间，让我在小学的阶段、

在对信仰懵懂无知的时候，帮助我、启迪我，以致于让我从小就明白圣经。

在我大学时候的辅导饶孝楫牧师 在我认识他这三十多年里面在我大学时候的辅导饶孝楫牧师，在我认识他这三十多年里面，
不仅大学的时候他帮助我在信仰上、在生活上面，并且直到如今，

当我碰到生活上面、信仰上面、事奉上面有困难的时候，当我碰到生活上面、信仰上面、事奉上面有困难的时候，

我仍然会去请教他，仍然会去寻求他对我的指引。

在我过去的教会带领我有三十年时间的吴勇长老，
他常常透过个别的谈话、透过讲道，喂养我、帮助我，

以致于让我在灵性上面，能够有今天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事奉。

感谢神 神透过许多属灵的保罗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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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神透过许多属灵的保罗帮助我们，
不然我们一己的追求，对神的认识实在是太有限。

不仅我们需要有属灵的保罗、我们也需要有属灵的提摩太…
保罗把他对神的认识 从事奉里面所经验到的 他没有保留的传递给提摩太保罗把他对神的认识、从事奉里面所经验到的，他没有保留的传递给提摩太，

无非要提摩太作一个忠心事奉主的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在事奉里面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对神有一点点的认识、事奉有一点点的经历，应当毫不保留的

当我们看见一些信主比我们要短浅的人、信主的年资比我们短的人，
应当毫不保留地要倾囊相授，把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所经历的来帮助他们

让我们的经验成为他们的经验 以致于让他们可以减少许多摸索的路途让我们的经验成为他们的经验，以致于让他们可以减少许多摸索的路途

那保罗为什么写提摩太前书呢？写作这本书原因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呢？
三14-15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耽延日久，我 我耽延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保罗在马其顿因为事工的耽延，所以他没有办法到以弗所去，而当以弗所教会
碰到困难的时候，他提醒提摩太要小心谨慎处理教会的问题跟困难，他要提摩太

尽忠职守、防范假教师，知道如何在教会设立同工、让教会可以有好的发展。

这是保罗写作提摩太前书的缘由 目的是要他知道如何来建立基督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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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保罗写作提摩太前书的缘由、目的是要他知道如何来建立基督的教会，
要提摩太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就是教会，应当怎么样地来行。



最近台湾社会发生一些非常严重的事件，就是政府单位食品检验发现
在许多饮料 食物里面 有不肖商人放进了违禁品在许多饮料、食物里面，有不肖商人放进了违禁品、

对人的健康有危害的东西，以致造成许多人心中的恐慌；

同样的在教会，信徒灵性的成长、信仰的内容，
跟传道人所传讲的真理有百分之百的关系。

保罗看见以弗所教会，面对一些错误、跟神的启示不合的教训，

已经慢慢地在危害教会 在破坏基督徒属灵的健康已经慢慢地在危害教会、在破坏基督徒属灵的健康，

所以在一3-4保罗就对提摩太有一个郑重的嘱咐…
一3-4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我 其 去 候 住在 弗所，

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渺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

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前 所 信有 样你会发现跟前面保罗所讲的书信有一些不太一样，
通常保罗在一开头都会对教会有一些的称赞、肯定、鼓励，

但是 提前一3-4 保罗并没有像以往一样 先对教会肯定、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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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提前 3 4 保罗并没有像以往 样，先对教会肯定、称赞，

为什么会如此呢？可能有几个原因…

1.因为教会的问题太严重了，以致于保罗非常的心里面焦急，
要赶紧地提醒 帮助提摩太 要提摩太来解决教会的问题要赶紧地提醒、帮助提摩太，要提摩太来解决教会的问题。

2.通常我们会讲感谢的话、称赞的话语，基于要跟受信者要建立
一个美好的关系，而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已经够亲密了，， ，

保罗已经不再需要再跟提摩太再透过肯定、称赞，来建立更亲密的关系；
在提摩太前书所探讨的问题，并不是提摩太的问题，而是以弗所教会的问题，

所 保罗并没有像在写给 些教会的书信 先对教会有 些的感恩 称赞所以保罗并没有像在写给一些教会的书信，先对教会有一些的感恩、称赞。

在保罗对提摩太郑重地嘱咐里面，要提摩太注意几件事…
1 他要提摩太防范一些人不可以传异教1.他要提摩太防范 些人不可以传异教。

当看见这几个字，我们会以为保罗大概禁止别的人传别的宗教信仰，其实不是，

所谓的传异教并不是传别的宗教信仰，这里的传异教是指传错误的教训、

是跟保罗从神那里所启示的福音的真理不同的教训。

这样子的现象不是只有在以弗所教会曾经发生过，
如果你看加拉太书 哥林多教会 同样的他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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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加拉太书、哥林多教会，同样的他们过去，
也都曾经面对一些假教师、假先知进到他们当中，来传递所谓的福音。

2.不要听从荒渺无凭的话语。
是一些没有事实的根据、无稽的、荒诞的传说，是不足为信的，是 些没有事实的根据、无稽的、荒诞的传说，是不足为信的，

穿凿附会、加添许多的事物，为了要造成人的吸引跟兴趣，
所以有许多没有圣经根据的东西，就在教会里面流传，

而这样子的一些没有根据的东西、荒谬的一些的言论，

就会对信徒的灵性造成极大的影响，当然也会影响基督徒对上帝的信心。

3 不要听从那些无穷的家谱3.不要听从那些无穷的家谱。
犹太人非常非常看重家谱，因为家谱是证明他们身分最有利的一个凭证，

如果是君王、先知、祭司，更要透过家谱来印证到底他们的出身是如何如果是君 、先知、祭司，更要透过家谱来印 到底他们的出身是如何

而且家谱也是他们可以得着产业的一个凭据

当时有许多假先知、假教师，运用了旧约里面许许多多的家谱，加上许多的人名、
这 家谱加上自己的一些想象，就把这些家谱串成一些非常吸引人的、

新奇的一些道理，以致于透过这些家谱能够让人来认识神；
其实这一些家谱基本上对保罗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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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 些家谱基本上对保罗而言，

他说这些无穷的家谱其实对人的信仰并没有真实的帮助。

为什么保罗要告诫提摩太，要防范错误的教训、荒渺无凭的话语、无穷的家谱？
乃是因为在教会里面讲论这一些事情，不仅对信徒的灵性没有帮助、乃是因为在教会里面讲论这 些事情，不仅对信徒的灵性没有帮助、

对教会的建立成长没有帮助，反倒会引起诸多的辩论、引起诸多的纷争…
4 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在教会讨论这些事，对于上帝所订立的计画是毫无建树、毫无帮助的，
好像是毒素一样，当毒素进到人的身体里面，就会对人的身体造成危害

当这些错误的教训进入到信徒的心里面 就会对信徒的灵性造成破坏当这些错误的教训进入到信徒的心里面，就会对信徒的灵性造成破坏，

而且也让人跟神的关系造成极大的影响

5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命令 总 是爱， 爱是 清 和 良 来 。

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核心就是「爱」，
不仅神爱我们，也提到我们要爱神，

我们 爱神来 应 对我们的爱我们用爱神来回应祂对我们的爱

而且弟兄姐妹、人跟人之间也要彼此相爱
所以保罗嘱咐提摩太，要他在传讲真理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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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保罗嘱咐提摩太，要他在传讲真理的时候
一定要抓住信仰的核心，就是爱。



而这个爱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呢？是从一个清洁、无亏的、无伪的信心，
从这样的心生出来的，这个心代表是我们的一个内在的心态，从这样的心生出来的，这个心代表是我们的 个内在的心态，

是我们一个事奉跟神的关系所表露出来的一个心态…
清洁的心，是没有罪的、是单纯的、是不受罪恶污染的

无亏的良心，是美善的、是没有缺陷的、是不偏不倚的良心

无伪的信心，是真实的、是美好的、它不是虚假的

当我们拥有了神所给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要事奉神当我们拥有了神所给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要事奉神，
我们不能够离开基督福音的中心就是「爱」。

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事奉神的人、也包括每一位弟兄姐妹，一定要留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 个事奉神的人、也包括每 位弟兄姐妹， 定要留意
到底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信的到底跟神所启示的福音有没有相合？

如果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不合乎圣经的一些理论，我们一定要提防它、

我们一定要拒绝它，免得当它进到教会里面，

对我们个人、也对教会带来极大的破坏。

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清洁的心 无亏的良心 无伪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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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清洁的心、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
以致于让我们可以一生来事奉神，愿神赐福祂的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