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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第 1-2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師 (各各他教會 ) 

提摩太前書第一章 

奉我們救主 神、和我們的盼望基督耶穌之命、作基督耶穌

使徒的保羅、(提摩太前書 1:1) 

‘奉命’希臘原文是指神欽定的命令。當皇帝頒佈一個法令

的時候，用的就是這個字。有意思的是，保羅經常介紹他自

己，是因神的旨意作使徒的。但保羅在這裏宣告，他是奉神

命令作使徒的。 

使徒是被差遣出去的人，具有大使或密使的身份。保羅的確

自認為是耶穌基督的大使，主差遣他去到外邦國家，作為主

的代表。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對神說來是外國，而我們就

是神派駐於此的代表。我們在這個星球上，是為了要代表

神。所以保羅說，他是奉神，我們的救主之欽定命令，被差

遣出去的人。 

‘我們的救主神’這個觀念淵源於舊約。大衛在詩篇中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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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過；摩西在申命記中也曾提起。馬利亞在對神的讚美中提

到， 

馬利亞說、我心尊主為大、我靈以 神我的救主為樂。(路加

福音 1:46-47) 

這裏保羅第一次用這名詞“我們的救主神”。 

奉我們救主 神、和我們的盼望基督耶穌之命、作基督耶穌

使徒的保羅、(提摩太前書 1:1) 

我們的救主神，和我們的盼望，基督耶穌。 

寫信給那因信主作我真兒子的提摩太．願恩惠憐憫平安、從

父 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提摩太前書 1:2) 

提摩太住在路司得，這是保羅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訪問過的

城巿。有人認為保羅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可能是住在提摩太

家裏。他認識他的母親及袓母。他知道他們怎樣用神的話教

導提摩太。他提到友尼基及羅以。保羅第一次去路司得的時

候，提摩太還是一個很年幼的孩子。但顯然的，那時他已將

生命獻給耶穌基督，視保羅為英雄，心儀於保羅，而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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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他。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行時，那時提摩太依然年輕，可能只有十

五，六歲左右；但是他成為保羅的同伴，和他同行，致力於

宣教。保羅在許多著作中提到他。保羅差他去帖撒羅尼迦察

看教會的情形。他和保羅一同拜訪過許多教會，對那些地方

的人都十分熟悉。保羅差他去腓立比，帶信給腓立比人，提

到沒有別人像提摩太一樣與他同心。提摩太與保羅在心，

靈，呼召，異象等方面都聯合成一體。 

現在保羅寫信給他，稱呼他 “因信主作我真兒子的”。這是

存在於保羅和提摩太之間很特別的一種關係，有如父子一

般。我相信保羅看出提摩太具有超人的潛能，當保羅離開世

間之後，提摩太能夠繼承他的衣缽。所以他灌注他的全副心

血於提摩太身上，訓練他。這是他寫給提摩太的兩封信之

一，有如父親在教導兒子一般。“寫信給那因信主作我真兒

子的提摩太，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

歸於你”。 

在大多數保羅書信中，他都是說“恩惠和平安”。但有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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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他另外加上“憐憫”，就是這封給提摩太以及另一封

給提多的信。恩惠有別於憐憫。憐憫是沒有得到該受的懲

罰。聖經說： 

天離地何等的高、他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

(詩篇 103:11) 

神是富憐憫的。我們本來該受神的審判懲罰，但神憐憫我

們。 

我無法爭論說，好萊塢和洛杉磯那附近的地區不該受審判；

我相信他們是該受神的審判，但神是憐憫慈愛的。我認為神

即使是毀了舊金山，好萊塢和其他許多地區，也還是完全公

正的，但神卻是憐憫慈愛的。我們沒有得到該得的，我如果

得我該得的，他也會毀了我。所以我怎能斷論舊金山或好萊

塢的不是？神是憐憫慈愛的，他不以我們的罪來報應我們。 

恩惠是神的正面性格。憐憫卻有如是神的負面性格。憐憫是

沒有得到該受的懲罰；恩惠則是較正面的，你得到那本不配

得的。我不配得到神所有的好處，我不配得到神所有的祝

福，我不配得到神為我所作的一切。這就是恩惠，我不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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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能賺來的，神為我作了。神將他豐盛的慈愛，好處，

祝褔澆灌在我身上，這就是恩惠。瞭解神對我的恩惠，我靈

裏得著安息。我有平安，所以是恩惠，憐憫，和平安。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

人、不可傳異教、(提摩太前書 1:3) 

神呼召保羅去馬其頓。提摩太本來和他在一起，但保羅覺得

必須差他回以弗所去教導那兒的教會。雖然他還是個年輕

人，保羅鼓勵他說：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

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摩太前書 4:12) 

所以我差你回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人，不可傳異教。 

也不可聽從荒渺無憑的話語、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生辯

論、並不發明 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總歸就是

愛．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

來的。(提摩太前書 1:4-5) 

神命令的總歸就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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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愛是從清潔的心、(提摩太前書 1:5) 

有一天，一個律法師來問耶穌，“誡命中那一條是最大的

呢？”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 神。(馬太

福音 22:37) 

保羅說的就是這點。命令的總歸，就是從清潔的心發出愛

來。這是整個中心點。如果我真正遵守律法，其真正的果

效，就是從清潔的心發出愛來。神是多麼地希望我們彼此深

深相愛。如果你要總結所有的誡命，它的總結就是愛。愛

神，彼此相愛，這就是了。這是神要我們作的。這愛是發自

清潔的心， 

和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提摩太前書 1:5) 

愛也發自無偽的信心和無虧的良心。若能擁有這麼偉大的品

格有多好，讓我們的愛真是發自清潔的心以及無虧的良心。

保羅說，我對神有無虧的良心，和無偽的信心。現在有人偏

離了，保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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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偏離這些、反去講虛浮的話．想要作教法師、卻不明白

自己所講說的、所論定的。(提摩太前書 1:6-7) 

保羅正是在警告他們，要避免那些冗長的家譜，那些只會引

起爭論混亂的問題。有誠實的問題和不誠實的問題。有人問

問題，為的是要和你爭論，不是想明白真理。他們有自己信

仰的立場，他們的目的是要你捲入爭論。所以他們問問題，

不是要得到答案，而是要尋求爭論。他們要你陳述你的立

埸，因此他們可以攻擊你，我稱這為不誠實的問題。誠實的

問題是，問的人是真想要知道答案。我個人沒有時間花在不

誠實的問題上。我可以告訴你，當這種問題來到時，我有分

辨的恩賜。 

當然，我知道某些人會有他們特定的問題。當有人前來，問

了一些他們儲備已久的問題時，我立刻能知道他們的動機何

在。有時候，我會很唐突地對待他們。站在旁邊聽到的人就

說，“哦，那可憐的弟兄，他只不過想知道答案。”我說，

他一點也不想知道任何東西，他只是要爭辯。我不願意和人

爭論聖經，那是一點益處也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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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說要避免那些事情。叫他們避免荒渺無憑的話語和無窮

的家譜。這些都不是重點所在；我們的目標應是彼此建立，

不是彼此分割，彼此拆毀，彼此挑戰，真正的目標是彼此建

立。他說，這些人想要作教師，說話滿有權柄，卻不明白自

己在講些什麼。許多時候當你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時，就只得

運用權柄來說了。 

我曾經讀過，有一位牧師他把講道大綱都寫出來。他還有個

筆記，記下講道時在某個特別的關節上，要作什麼姿態；在

這個地方，要把膀臂向外伸，手掌打開向上，就是讓人看來

很生動的姿勢。他筆記都寫好了，怎樣作手勢，向那看，什

麼時候微笑等等。全部都計劃好了。那一頁下面寫著，這時

候要盡全力大聲喊，因為這是個低弱不太能站得住腳的論

點。有時候，當我們論點弱的時候，我們必須大聲喊，以權

柄來說。 

他說他們想要作教法師，但是他們不知道自已說什麼，不知

道自己所肯定的是什麼東西。這些人再次嚐試著把人帶回律

法之下。所以保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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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提摩太前書

1:8) 

不要與律法爭論。保羅接著說： 

因為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提摩太前書 1:9) 

這是個有趣的論點。一個義人不需要任何律法，一個根據良

善的原則生活的人不需要律法；你不必告訴那個人該作什

麼，不該作什麼。他作，因他是個正直的人，他是個有原則

的人。律法是為那些沒有原則的人設立的，世界上有許多這

樣的人。因此我們需要律法來約束他們。 

保羅在羅馬書中說，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

惡的懼怕（羅馬書 13：3）。 

當你看到警察時，不應該害怕，除非你搶了銀行，或作了其

他什麼壞事。如果你觸犯了律法，律法就變成你害怕，不喜

歡的東西。如果你是個誠實，正直，有原則的公民，你會感

激律法，你會感激那些執法的人，因他們讓你能安全地住在

這裏。如果沒有律法，沒有執法的人，我們就會生活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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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令人無法忍受的情況下，因為社會上是有一些需要約束的

人。 

所以你會想要學習律法，你也需要律法的存在。保羅說，我

告訴你，律法是為誰而設立的，不是為義人設立的，他們不

需要人教他們律法，他們不需要被放在律法之下。 

因為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乃是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誠

和犯罪的、不聖潔和戀世俗的、弒父母和殺人的、行淫和親

男色的、搶人口和說謊話的、並起假誓的、或是為別樣敵正

道的事設立的。(提摩太前書 1:9-10) 

律法正是為那些人設立的。你要我們教導律法嗎？弟兄，你

是否有問題？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如果我們照公義的原

則生活，我們不需再三複述律法。 

這是照著可稱頌之神交託我榮耀福音說的。(提摩太前書

1:11) 

保羅說我們寧可教導宣講榮耀的褔音，神的好消息，而不教

導宣溝律法。對那些為他們設立的人，律法是壞消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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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對那些無法的人，有限制，定罪的功效。但我們不宣講

律法，我們宣講榮耀的好消息，可頌讚神的褔音。保羅說，

“那是神信託給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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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 1:12) 

保羅說他服事的力量是來自神。神並不真正在尋找有能力的

人，當教會要填補空缺時，我們往往會拿出履歷表來，看看

這個人是不是以優等成績畢業，我們要找最有天賦的人。神

可不是這樣的，神找那些願意為他所用的人，然後賜下能力

給他們，去完成神要作的工。神的選擇往往會令我們吃驚。

神所要求的，是一個忠心的管家。神在尋找的，是一個願意

為他所用而又忠心的人。 

許多年前，（大約是十八年半之前），我們成立了各各他教

會。一開始，神就大大的祝褔這群聚在一起的人。它很明確

是神親自按立，經由聖靈和禱告而產生的。一開始我們立刻

看到神在我們當中動工，參加教會的人數急劇增加。第一個

主日，我們以二十五人開始聚會，沒有多久，來了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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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內到一百人。那時在 CostaMesa有許多其他小教會。

他們看到神在各各他教堂所作的，有些牧師公開地對他們的

會眾說“如果神能為恰克牧師動工，衪也能為我們作同樣的

工。”我喜歡他們這樣說，我明白神為什麼選擇我來鼓勵別

人，因為如果神能為我作奇妙的事，衪也能為任何人作。當

時衪就是用這情況來鼓勵許多牧師。 

所以保羅說，神給我力量。他視我為忠心的仆人，派我服事

他。我感謝他，因為他信任我，托付那可頌讚神榮耀的褔音

在我身上。保羅說， 

我從前是褻瀆 神的、(提摩太前書 1:13) 

他的確是這樣，他褻瀆教會，反抗耶穌基督。 

逼迫人的、(提摩太前書 1:13) 

當眾人拿石頭打司提反的時侯，保羅站在旁邊，認為司提反

是該死的；他還幫那些丟石頭的人拿著外衣，以示支持鼓

勵。後來保羅從耶路撤冷下到大馬色去，帶著大祭司給他的

授權書，想要捉拿當地的基督徒，將他們下到監牢裏。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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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大馬色的路上，對教會發出謀害的威脅時，神卻在那時抓

住了他的生命。保羅說，’我從前是褻瀆 神的、逼迫人

的’、 

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而

作的。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裡有信心

和愛心。(提摩太前書 1:13) 

保羅講到他自己的事工，他的呼召。他不像你心中理想的人

選。我想如果使徒保羅將他的履歷表寄給一些正在找牧師的

教會，一定是很有趣的。我肯定讀到他履歷表的聘牧委員會

會說，“不用讀下去了，我們不要這個人”。“我屢次被下

在監裏，我被鞭打，我被丟石頭，我引起暴動，我視力不

好，我不太會講話。”但是神給他力量，呼召他，使用他。

保羅說，他蒙了憐憫，他也蒙了主的恩典，豐盛的恩典，多

榮耀的服事。 

這話是可信的、(提摩太前書 1:15) 

保羅談到神托付給他榮耀的褔音。這褔音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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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十分可佩服的．(提摩太前書 1:15) 

這說法是千真萬確的，這福音是值得讓每一個人接受的。什

麼是那正確可信，每個人都該接受的呢？那就是，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提摩太前書 1:15) 

這就是褔音，這就是好消息。“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

人”。第一，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因此他來拯救所有的人。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 神的榮耀。因為所有的人都是

罪人，都死在罪惡過犯中。(羅馬書 3:23) 

保羅寫給以弗所教會的信中說：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那時、你們在其

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

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

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

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以弗所書 2:1-3) 

沒有例外的，我們都是罪人。由於我們犯罪的結果，我們都

遠離了神。我們的生命都成為浪費，無用，失落了。基督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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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就是那榮耀的褔音。耶穌說：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加福音 19:10) 

那托付給保羅榮耀的褔音，就是這麼簡單，“基督耶穌降

世，為要拯救罪人。” 

耶穌對尼哥底母說： 

因為 神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判

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 神獨生子的名。 

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

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约翰福音 3:17-19) 

耶穌不是你的控告者，他是你的救主。耶穌不控告罪人，他

只是伸手邀請他們，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马太福音 11:28) 

如果你是個罪人，你不必怕耶穌。他向你伸出雙手，說，到

我這裏來，我會給你平安，我會給你安息。我要給你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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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你生命；我來是為了拯救你。 

許多時候，我們以相反的眼光來看耶穌。我們看見他站在那

裏，伸出指頭，指責我們。我不要接近他，我有深厚的罪惡

感；我曾經作過許多不好的事，耶穌就好像一個法官一樣，

在那裏指責我。但其實不是這樣的，衪說，我來不是要定你

的罪。 

人們將那在行姦淫時被抓的女人，帶到耶穌跟前；捉她的那

些人說，“我們的律法說用石頭打死她，你說該怎麼樣？”

耶穌說，“好，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頭打

她。”然後他就開始在地上寫字。雖然聖經沒有明說，但我

肯定他用指頭在地上列舉那些人的罪狀。他大概寫出了他們

的名字，利未，接著就開始寫他的罪狀。利未說，我想，我

最好走吧，我太太在等我回家呢！他一個個寫他們的名字，

然後再開始寫他們的罪狀。結果從老到少，他們一個個都出

去離開了，直到一個也不剩。耶穌站起來，看著那女人，對

她說，“那些定你罪的人在那裏呢？”那婦人說， 

他說、主阿、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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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犯罪了。(約翰福音 8:11) 

多好的消息！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不是要定人的罪。我

們不需要他來定我們的罪，我們的罪早已經被判定了。我們

需要的是一位救主，當我有需要，洩氣又低潮時，我不需要

別人來告訴我，我是多麼糟糕，多麼可怕的一個人。我需要

的是，有人願意握著我的手，拉我一把，幫助我。耶穌就是

這樣，他來不是要責罰你，為你所作過的壞事來譴責你。他

來是要牽你的手，拉你一把。這就是褔音，這就是好消息。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保羅又加上了一句： 

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提摩太前書 1:15) 

我想對於這點，保羅是還有辯論的餘地。然而對耶穌來說，

保羅是有許多可控告的地方。因為他褻瀆基督，逼迫教會，

他傷害了許多呼求主名的人。但是，他說： 

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

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提摩太前書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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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主選擇了那最不可能的人選，又拯救了他。如果

你活在那個時代，看到這個年青熱心的保羅，你看到他怎麼

地恨教會，恨所有的基督徒；你聽到他褻瀆基督，內心充滿

了惡毒，反對基督教和呼求耶穌之名的人。你會說，這是世

界上最後一個該被拯救的人，這個人沒希望了。保羅說，神

選擇我是為了要顯明他一切的忍耐，使後來的人得到鼓勵。 

神願意接觸那些處於最卑賤的人，耶穌基督原諒那些最壞的

人；這給了我們莫大的鼓勵。神豎立了一個模式，他將我從

最底層提拔出來，使我作他的代表，他的使徒，他的大使。

保羅一直覺得十分地驚奇，他曾經那麼使盡全力，企圖破壞

真理，神居然還呼召他，讓他成為耶穌基督真理的宣導者。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永世的君王。(提摩太前書 1:17b) 

當保羅想到這裏，他高興地忍不住發出這樣的祝禱。保羅不

時地會這麼作，他興奮地忍不住加入一些讚美之詞。我想，

這是太棒了，因為我自己也有過這樣的經歷。神的慈愛，恩

典，以及他豐盛的祝褔，常常令我覺得興奮異常。偶而，我

會忍不住加上一些對神的稱讚。“哦，讚美神，那永世的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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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獨

一的 神、(提摩太前書 1:17a) 

這小小的祝禱是那麼的優美。“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

的君王，獨一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門。” 聖經告訴我

們，要將榮耀，尊貴，權能歸給我們的神。 

我兒提摩太阿、我照從前指著你的預言、將這命令交託你、

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常存信心、和無虧的良心．有

人丟棄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般。其中有許米乃

和亞力山大．我已經把他們交給撒但、使他們受責罰、就不

再謗瀆了。(提摩太前書 1:18-20) 

保羅照著從前指著提摩太的預言，吩咐指示他。我們似乎可

以看到，許多時候，早期教會都是以預言來指引他們所要作

的事工。在使徒行傳第十三章， 

他們事奉主、禁食的時候、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

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工。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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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打發他們去了。(使徒行传 13:2-3) 

他們在此一同聚集禱告，為什麼聖靈說，“分派保羅和巴拿

巴”？無疑的是講到有需要將福音傳到世界上未聽到地方。

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羅，去作我召他們所作的

工”，聖靈如何說？我相信是藉箸預言。這群人中間有人被

聖靈所膏，預言性地宣告了這件事。聖靈藉著預言說，“分

派巴拿巴和保羅”，早期教會這樣用了說預言的恩賜。 

當保羅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在該撒利亞時停留在腓力家

中。有一位耶路撒冷教會中的先知亞迦布下來，拿保羅的腰

帶，捆上自己的手腳。說 

聖靈說、猶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綁這腰帶的主人、把

他交在外邦人手裡。(使徒行传 21:11) 

他預言保羅到了耶路撒冷會發生什麼事情。他們被預言引

導。 

保羅在另一處寫給提摩太說： 

你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藉著預言、在眾長老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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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賜給你的。(提摩太前書 4:14) 

當他們按手在人身上，為他禱告時，主往往會通過預言，指

示那人所要從事事工的方向。 

這種方式並不只限於新約時代才有。我說過，我並沒有經歷

過任何具有屬靈意義的異象或異夢。然而在禱告會中，曾經

有人按手在我身上為我禱告，神在那時的確賜下預言，指示

我事工該走的方向。這是早期教會中很普遍的一種作法，到

了今天仍然是具有功效的。 

多年前，我的事工到了一個令我非常氣餒的地步；我服事主

將近十七年之久，一直沒有看到什麼真正的果效。那時我簡

直洩氣到想放棄離開服事的崗位了。我和一群朋友一同禱

告，等候主對我們說話。我們放了一把椅子在中間，開始一

個個為人禱告。最後我坐在椅子上，他們為我禱告；突然間

主的預言臨到我們當中。神開始闡明他要托付給我的事工，

教會將如何被祝福，如何地增長；當時這一切看起來根本是

遙不可及，完全不可能的事。那時主確實說，衪要給我一個

新名字，代表著“牧人”的意思，因為衪要使我作許多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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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牧者。 

我來這裏之前，就一直有一群人聚集禱告，想知道神是否真

要差派我下來。當時他們已經邀請我來接任各各他教堂的牧

師，他們就是在為這事禱告。主籍箸預言對他們說話，告訴

他們，我會前來，而且主要豐豐富富地祝褔這個教會。教會

將要增長到一個地步，設備都不夠使用了，然後我們會搬到

斷崖上俯視海灣的新地點。神要繼續祝褔我們，直到這教會

舉世聞名，我們還會有全國廣播事工。當時神藉著預言列出

的許多事情，現在都已經一一實現了。 

保羅對提摩太說到，從前長老如何按手為他禱告，預言了他

的事工；神如何給他恩賜，呼招他來完成神所要交托的事

工，這種種的經歷。“我照從前指示你的預言，將這命令交

托你。”記得那給你的預言，“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

仗”。繼續努力，提摩太。“常存信心和無虧的良心。有人

丟棄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般”。他提到兩個名

字“許米乃和亞歷山大”他說，“我已經把他們交給撒但，

使他們學習不再謗瀆”。 



23 of 38 

提摩太前書第 1-2章 

保羅講的到底是什麼意思？我不清楚；我倒是知道撒但一心

想要摧毀我們。你記得當神的眾子侍立在神面前，撒但也在

其中。神對他說，“你從那裏來？”他說，“我從地上走來

走去，往返而來”神說，“你曾用心察看我的僕人約伯沒

有？他是個完全的義人”撒但說，“是的，但是你在他四面

圈上籬笆，我不能對他怎樣。”保羅說，“我已經把他們交

給撒但”，大概是指他們不再被神圈在他兒女周圍的籬笆所

保護。我可以告訴你，如果神不保護你對抗撒但，你就是個

敞開的目標。我真是為你擔心了。 

我感謝神，因為衪在他的兒女四周圍，設立了一層籬笆來保

護他們。保羅可能在說：“主阿，把那層籬笆挪開吧！他們

要胡鬧，隨他們去好了；等他們吃了虧，他們自然就會學乖

了”。 

第二章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提摩太前書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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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勸誡我們彼此禱告，代禱，懇求，祝謝。他接著說， 

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

無事的度日。(提摩太前書 2:2)  

我相信為我們政府裏的領導者禱告是很重要的；我相信我們

應該以禱告托住我們的總統，因為他身負多麼重大的責任。

我個人不能瞭解為什麼有人要當美國總統，我覺得這是個很

不討好的工作。他需要我們的代禱。我們也需要為全國各州

的眾議員和參議員禱告。 

禱告的目的，是為了我們得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度日。

設立政府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抽人民的稅，而是為了要保存

一切美好的事。所有的法律都應該是為了保護善良而設計

的。由於有邪惡勢力的影響存在，為了保護善良，我們才有

設立政府的需要；為的就是不讓邪惡侵入。如果政府不再能

達成這種功能，他們本身所允許存在的邪惡，至終會毀了那

個政府。 

你如果去讀讀歷史書，就會看到這個真理果然是一次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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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演。大多數的政府都是以保護善良的崇高理想為開始，

但是後來腐化的力量進來了，法律放寬到一個地步，善良不

再受到保護，邪惡卻反而被允許，被容忍，被保護著。接下

來就是邪惡將整個政府給傾倒了。 

目前美國就是處在這個階段，邪惡被整個社會保護著。我們

的法律規定保護邪惡；下一步就是政府的顛覆。所以我們需

要禱告，為君王和一切掌管我們的禱告。 

這是好的、在 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他願意萬人得

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前書 2:3-4) 

許多人對神有一個錯誤的觀念，以為他總是喜歡指責咒罵所

有的人。其實這是他們自找的。人心裏存著這種印象，頭腦

中自然聯想神要審判，定罪每一個人。這與神真正的性情恰

恰適得其反，祂其實是願意萬人得救。 

聽聽神藉著先知以西結對百姓的呼喊： 

你對他們說、主耶和華說、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斷不喜

悅惡人死亡．惟喜悅惡人轉離所行的道而活．Eze33:11) 



26 of 38 

提摩太前書第 1-2章 

彼得說，神是 

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2Pe3:9) 

保羅告訴我們，神願意萬人得救；這位施行救恩的神，願意

所有人都能得救，並且明白真道。什麼是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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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 2:5) 

當約伯受苦時，他失去了所有的財產，失去了兒女。他也失

去了健康，全身長滿毒倉，躺在爐灰中；他妻子看到他這極

端痛苦的情況，對他說，“你咒詛神，死了罷。長痛不如短

痛，我看你那麼痛苦，實在受不了了”。 

他的朋友們來，想要安慰他，結果他們不但沒有帶來安慰，

反而成為控告他，定罪他的人。其中一位，以利法，說：

“你為什麼不跟神和好呢？那樣一切就都沒問題了”。約伯

說：“朋友，多謝了。你說，我要與神和好，這是什麼意

思？我是什麼人？膽敢站在神面前為自己的案子辯護？我走

出去，抬頭看到天上的繁星，我瞭解到神是何等的浩瀚，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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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我在這地球上實在是算不得什麼；神太偉大，我太渺小

了。我試著去找祂，往這裡看，往那裡瞧，我往四周圍尋

找；我知道祂就在這兒，但我看不到祂。我怎能站在神面

前，宣稱我是無辜的，為自己辯護呢？神那麼的浩瀚無穹，

我這麼的微不足道，沒有人能在我們中間，伸手觸及到我們

兩者身上”。 

約伯看到人試著與神溝通，與神接觸的難題，好比試著在有

限與無限之間的大海洋上搭一座橋。約伯看出唯一的解決方

法，就是有一個中間人，他能接觸到兩頭。保羅正是回答了

約伯的呼求，他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

保，就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藉著耶穌基督，約伯的呼

求得到了答案，耶穌是可以達到神，也可以接觸到人的那位

中保。因為“他太初與神同在，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

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他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

間，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神獨子的榮光”。“只有一

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就是基督耶穌”。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它的意思就是說，如果你要到神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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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來找我，我不是神和你之間的中保。如果你想要找神，

你一定要先找耶穌基督，只有他是神和人之間的中保。你不

能找另外一個人，不能找聖人，不能找馬利亞；只有一位中

保，就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他是唯一能把你帶到神那裡

的。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

到父那裡去。 

一種非常極端，非常排他的宣告。(约翰福音 14:6) 

“一位神，一位中保，就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感謝神，有一位中保。 

能夠來到神面前，我是多麼的感激。耶穌站在那裡，一隻手

放在神身上，他同時又伸出另一隻手放在我身上，他讓我能

夠與神接觸。通過他，我接觸到神。因為他有神的形像，卻

不以與神同等為強奪的，他成了人的形像，為了能接觸我

們。因此，藉著耶穌，神可以接觸人，人也藉著耶穌接觸

神。“一位神，一位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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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到了時候、這事必證明出來。(提摩

太前書 2:6) 

我們都是罪人，因為是罪人，我完全無法救贖自己。我不能

作任何事來救自己，使自己稱義，或是為我過去所犯的一切

過錯來贖罪。 

你也許會說，有高級罪人，低級罪人之分，有好的罪人，壞

的罪人之分；但不論如何，我們都是罪人。不管你是好罪人

或壞罪人，其實並沒有什麼差別。我們沒有一人能救得了自

己。然而耶穌捨棄自己的生命，作為贖罪價；他取代了我

們，為我們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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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

書 2:7) 

我奉召作使徒，作傳道的，為的是要宣講耶穌基督的見證。

我說的是真實的，我是這些事的教師。 

我願男人無忿怒、無爭論、〔爭論或作疑惑〕舉起聖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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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隨處禱告。(提摩太前書 2:8) 

舉起手來禱告，是一種禱告的姿勢。有時候我會舉手向神禱

告。但是我經常在讚美主的時候，喜歡舉起雙手；而在祈求

時卻比較不常這麼作。有人不習慣向神舉起雙手，沒有關

系，神瞭解你的苦衷，祂照樣會聽你的禱告。有許多人討論

到禱告時身體的姿勢問題，到底那一種姿勢是最有效？ 

我小時候，上主日學，老師們總是說：“現在每個人低下

頭，手合起來，眼睛閉上，我們要禱告了”。我一直以為眼

睛如果不閉起來，就不能禱告。有時候，我就偷看那個在禱

告的人。我會說：“他眼睛是睜開的，他沒有禱告”。當然

老師總是會抓到我的小辮子，說：“你怎麼會知道的？”，

就因為他們眼睛張開著，我就認為他們並沒有在禱告。後來

我才發現，其實我眼睛睜開著仍然可以禱告；只是眼睛如果

閉起來會好一些，因為如果眼睛張開，容易被四周圍的東西

分神，禱告就不專心了。我現在明白老師叫我們把手合起

來，是為了不讓我們趁別人眼睛閉起來的時候，隨便用手指

去搓他們。現在我可以明白，叫孩子們禱告時，要低頭，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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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合掌，這其中所隱含的智慧了。當然，你是不需要用這

種姿勢來禱告。 

有人說，你得跪下來禱告。保羅說：“因此，我在父面前曲

膝”（以弗所書 3：14）。跪下禱告是一種好的姿勢，它本

身似乎就在表明一些基本的態度。在翻譯欽定本聖經的時

代，這可能是當時相當流行的一種姿勢。當人們來見皇帝

時，都要在皇帝面前跪下；這個姿勢象徵人們對皇帝臣服，

尊敬的態度。當我們來到宇宙的君王面前，跪下禱告正可以

表達我對神的尊敬，我完全的臣服在他面前。但我也發現，

如果我在床邊跪下，將臉放在手裏開始禱告，這舒適的姿

勢，往往很快就令我沉沉入睡了。跪下禱告是好的姿勢，但

如果你很累的話，也是個很容易入睡的姿勢。 

我發現，許多時候，一面禱告，一面行路，對我相當有幫

助。我發現出聲禱告有很大的好處，因為如果只在心裡禱

告，心思容易飄玄到別的事物去；很快地，我又回到夏威夷

的小島，很過癮地在乘風破浪了。所以說，如果我們只是在

心裏禱告，心思就很可能徘徊出禱告的範圍之外。我發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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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禱告，陳訴我的需要，請求，會避免我的心思流蕩到別地

方去。所以我喜歡散步時與神說話，我很享受一面散步，一

面和主說話，將我的心靈向祂敞開，就好像我們在一起散步

一般。 

我發現，身體的姿勢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心態；那是神

看重的地方。祂不注意我的手是不是舉起來，我是不是跪下

來，我是否低頭，合手，閉眼。重要的是我心態如何。男士

們請注意，這是給你們的教導：“無忿怒，無爭論，舉起聖

潔的手，隨處禱告”。 

又願女人廉恥、(提摩太前書 2:9) 

我們社會中，有些服飾的流行樣式，純粹是為性挑逗而設計

的。我不認為基督徒女性應該穿那些東西。耶穌說： 

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裡已經與

他犯姦淫了。(馬太福音 5:28) 

穿那種衣服展示你的身體，引起別人的慾念，結果害一些男

人犯罪。千萬不要這樣作，女士們，穿正派的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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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認為你應該走另一個極端，穿一些衣服，讓人們一看

就覺得你是個怪物。我想你大可找到許多正派，美麗的款

式，這不應妨礙你的購買。你可以好好計畫，花足夠的錢買

那些不具挑逗性的衣服。“女人以正派衣裳為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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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 2:9) 

我們讀這段經節，必須考慮到保羅寫作的背景，那個時代的

流行樣式。樣式往往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最好的指南就是要

正派，合宜。作為一個基督徒，我不應當在衣著上求招搖。

男人也是一樣。在電視上看到有一些狂野髮型，一看就知道

它們走地太極端的。我不認為我們應該為了趕最時髦的髮

型，去花很多錢;即使有的不是最新的款式，是復古型，很花

俏，作起來也很昂貴。 

我個人不贊同許多華貴的珠寶，我認為錢可以花在更好的地

方。今天遇見一個人，他有一輛很漂亮的 Rolls Royce汽

車；豪無疑問的，他一定是急需這個交通工具。其實不是

的，他只是要跟你炫耀一下；他帶的金鍊子上頭有一個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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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飾，裡面有一顆大鑽石；他的寬金錶帶上鑲著鑽石，上頭

拼著他的名字。當然汽車的牌照上也寫著他的名字。他是想

要告訴別人一些什麼東西。我為他如此缺乏自信心而覺得難

過，他必需展現珠寶或其他的貴重物品，來告訴別人，我是

成功的人物哦，我可是百萬富翁俱樂部的會員呢！這真是悲

哀。所以凡事要適度。 

只要有善行．這纔與自稱是敬 神的女人相宜。(提摩太前書

2:10) 

你應當適度地穿著，而不致於讓衣飾奪去那奇特的美；這種

美麗只有那些與耶穌基督同行的女人才能散發出來的。一個

女人的生命中，有些時期會散發出很特別的美；我想懷孕是

很奇妙的，女人很少在其他時候，會像她們在懷孕末期時那

麼地漂亮，好像有一種光散發出來，看起來真是美麗極了。 

當一個女人與主同行時，她們的生命會發出美麗的光，有神

特別的味道在她們身上，不管你花多少錢，沒有任何東西可

以仿造。與主同行的女人，她面容的美是令人羨慕的，看起

來是極為榮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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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要沉靜學道、一味的順服。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他

轄管男人、只要沉靜。(提摩太前書 2:11) 

有些事我真希望保羅從來沒寫過。請注意，保羅不許女人講

道，也不許她轄管男人，是指屬靈的事。但在他寫給提多的

信中，保羅說讓老年婦人教導少年婦人。女人作教導的場合

就是幫助年輕的女人，教她們如何以敬虔，公義來愛丈夫，

理家，說話。我太太就是以此為神給她的呼招；她在各各他

教堂教導年輕的婦女。我們的孩子都大了，沒有孩子們在家

中的那些責任，她可以自由地和年輕婦女們分享她的秘訣，

她與神同行的經歷，她所學到的如何培育一個敬虔的後代。 

保羅向提摩太提到他的母親和祖母怎樣教導他聖經。因此教

導孩童大部份為母親們的責任。這裏不准許女人作的是，在

屬靈的事上教導男人，轄管男人，這是保羅唯一不准的。他

不禁止女人和男人分享，保羅在給哥林多人信中提到女人在

會中禱告，說預言，他沒有責備她們，他沒有說那是不准

的。“但作先知講道的，是對人說，要造就，安慰，勸勉

人”（哥林多前書 14：3），我認為在這方面，女人可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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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果效的服事。 

事實上，大多數女人是佷好的勸戒者，特別是結過婚的女

人。在杭廷頓灘那個城市有一個女人，她有勸戒的恩賜。一

位小個子，祖母型的女人，她站起來說，你們知道日子是不

容易過的，我們面對許多試煉。但主是在寶座上，我們常常

忘記了主在寶座上，我們必需記得；她就開始勸戒我們，

哇，你覺得你可以走出去征服全世界了。我什麼都不怕，神

在我這一邊，神掌權。她有勸戒這種美麗的恩賜。保羅唯一

反對的是教導和管轄男人，讓我們小心，不要把保羅的話引

申出去。 

保羅說的，不是只限於當地的文化情況，因為他回到創造的

初頭，他說： 

因為先造的是亞當、後造的是夏娃。(提摩太前書 2:13) 

先造的是男人，後造的是女人。 

保羅指出一件事實，當初撒但來引誘了夏娃；暗示在屬靈的

事上，女人較男人容易受騙。有意思的是，許多異端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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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女人。報紙上刊登的宗教科學教會，以及通神論等的廣

告，常常是女人在那裡作教導。 

在關於教會的比喻，馬太福音，天國的比喻中，提到有婦人

拿麵酵來，藏在三斗麵裏。啟示錄中的推雅推喇教會，允許

女人耶洗別教導會眾，結果把教會帶入偶像崇拜。所以在屬

靈的事上，女人服事的崗位，不應當是教導或管轄男人。 

保羅說： 

就必在生產上得救。(提摩太前書 2:15) 

在生產上得救。當時壞了孕的女人最大的恐懼之一就是生產

時的死亡，因為那時產婦的死亡率很高，所以當女人知道她

懷孕時，總是有憂喜混雜的感覺。會有喜樂，高興的感覺，

因為知道我們快要有個孩子了；但一方面心裡頭也會有恐

懼，我不知道生這個孩子的時候，是否活得了。因為當時的

醫藥知識和設備非常有限，許多女人在生產的過程中死亡。 

所以保羅鼓勵她們，生產中主會與她們同在，她們會存活。

你們不用害怕會在生產中死去，在這經歷中，主會保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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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你安全過來，只要你常存信心，愛心，又聖潔自守。 

願神以祂的愛，祂的真理充滿你的心；願你們能與他同行，

討祂的喜悅。願我們的主在你需要的時候特別看顧你，在你

悲傷的時候，牽著你的手，安慰你。當神在基督耶穌裏，藉

著祂豐盛的憐憫和恩惠看顧你時，你能夠更瞭解神的愛，和

祂在你生命中所作的一切。 

願神與你同在，看顧你，保守你在祂的愛中。奉耶穌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