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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第五-六章 

提摩太前書第五-六章 

恰克 史密思 牧师 (各各他教會) 

請我們翻開聖經提摩太前書第五章，保羅是提摩太屬靈的父

親，也是他的良師。保羅將他當兒子般看待，事實上，他稱

提摩太為他信心的兒子。保羅讓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牧養他

在那裡建立的教會。這封信是保羅從外地寫給留在以弗所的

提摩太。在這書信中，他教導提摩太有關教會的事。 

在神學院的聖經教義班中，有一科是教會學。在這個班上，

他們就是用帖撒羅尼迦書信及提摩太書信作為教材。保羅在

第三章十五節中說，他寫這些是為了讓提摩太知道，在神的

家中當怎樣行。 

我們現在讀到第五章了，他首先教導提摩太如何對待年長的

男人、少年人，年長的婦女及年輕婦女。 

不可嚴責老年人、(提摩太前書 5:1a) 

提摩太還年輕，保羅告訴提摩太不要讓人小看他年紀輕，但

在這裡叫他不可嚴責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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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勸他如同父親．(提摩太前書 5:1b) 

要尊重老年人，說話恭敬，如同對待自己的父親。我想，老

年人自然是不喜歡聽年輕人告訴他們該怎麼做，更不願意讓

年輕人責備他們。所以，保羅說：不要責備他們，只要勸他

如同父親一樣。 

勸少年人如同弟兄．(提摩太前書 5:1) 

指出別人的缺點是一種藝術，用詞不當會引來憎恨和反感。

我們要十分小心，不要因為指正別人的方法不當，而築起了

一道牆，成為阻礙。保羅說，待少年人如同弟兄，待老年人

如同父親。 

勸老年婦女如同母親．勸少年婦女如同姐妹．總要清清潔

潔的。(提摩太前書 5:2) 

提摩太顯然還沒有結婚，在聖經別處的經節，保羅告訴他要

逃避少年人的私慾。對待年輕婦女如同姐妹。還有 

要尊敬那真為寡婦的。(提摩太前書 5:3) 

接着保羅就告訴提摩太，誰是真寡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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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 5:4a若寡婦有兒女、或有孫子孫女、 

“姪子”這個字，應該翻譯成“孫子”才對。 

便叫他們先在自己家中學著行孝、報答親恩．因為這在 

神面前是可悅納的(提摩太前書 5:4b) 

這點保羅在稍後會再重複，照顧寡婦首先是她兒女和孫兒女

的責任，當然教會也會幫忙其中有需要的人，因為這是教會

事工的一環。 

你記不記得在使徒行傳第六章，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向希伯

來人抱怨，因為他們的寡婦們得到的供給不如希伯來人的

多。可見初代教會有照顧寡婦這一回事。但保羅在這裡主要

想指出，教會當照顧什麼樣的寡婦。他認為如果一個寡婦有

兒女，或孫兒女，那麼供應這寡婦所需，是他們的首要責

任。 

那獨居無靠真為寡婦的 (提摩太前書 5:5a) 

“那獨居無靠，真為寡婦的”，才是教會要照顧的。 

是仰賴神、晝夜不住的祈求禱告。(提摩太前書 5: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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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教會應當要照顧的寡婦，所該具有的資格。在教會中，

她們被交代的，就是代禱的事工。由於她們“仰賴神，且晝

夜不住的祈求、禱告”，為教會及教會的事工禱告，這些寡

婦往往成為教會的代禱勇士。 

我們非常感激教會中年長婦女們的禱告；當一些曾經不斷以

禱告托住教會的年長婦女們去世時，我往往會有很強烈的失

落感。我們有一群蒙福的老姐妹，許多是寡婦，現在已經離

開我們，與主同在了。她們曾從事晝夜不住的祈求、禱告的

特別事工。 

相對的，保羅提到另外一種類型的寡婦： 

但那好宴樂的寡婦、正活著的時候、也是死的。(提摩太前

書 5:6) 

有些老太婆實在是該受譴責，當然有些老頭兒也不例外。一

個年長的女士應該具有柔和的美。當一位外表打扮美麗，已

經是祖母型的年老婦女竟然口出髒話，實在會令人反胃到

底。你通常會把老年婦女聯想成母親，她們的一些言語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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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可指責的。最可悲的事之一是，在拉斯維加斯常看到一

些年老婦人，整天玩吃角子老虎，嘴叼著香煙，一點也不是

我心目中，年長婦女應有的樣子。 

與主同行的年老婦女有一種美，幾乎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我

很喜歡坐下來與那些多年與神同行的人聊天。她們口中會流

露出神豐富的慈愛與良善。 

但那些好宴樂的，還有那些在拉斯維加斯的可憐女人，保羅

說，活著的時候也是死的。雖然她們還有一口氣，卻是死

的，任何為享樂而活的人，也是這樣，雖然活著，在靈裡卻

是死的。 

這些事你要囑咐他們、叫他們無可指責。人若不看顧親

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自己家裡

的人、更是如此。(提摩太前書 5:7-8) 

也就是說，如果不看顧自己家裡的人更是如此，不照顧自己

家人的需要，就是棄絕了信仰。聖經說要孝敬父母，如果你

拒絕照顧年老的父母、祖父母，你等于棄絕了你所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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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婦記在冊子上、必須年紀到六十歲、從來只作一個丈夫

的妻子、 (提摩太前書 5:9) 

這是特別為寡婦所設立的，似乎是教會中特意分出來的一項

事工，是受人尊敬的。這些老年婦女終身委身，擔起教會的

禱告事工，禱告的事工幾乎是給寡婦們的職位。她們在教會

的薪水冊上，教會負擔她們的生活，她們的任務是晝夜不斷

地為教會禱告及代求。讓我告訴你，教會啟用寡婦是聰明

的，教會因著這種事工受益。恐怕比許多沒有人生閱歷的年

輕員工更好。 如果我們有一些寡婦作同工，單單為教會禱

告，那就是很有價值的產業。你們中間有寡婦要找工作的嗎

？ 

讓年紀已過六十歲的寡婦，從來只作一個丈夫的妻子，登記

在名冊上，使她們來參與教會的代禱事工。此外，她們還得 

又有行善的名聲、(提摩太前書 5:10a) 

這些是真寡婦的資格。她們一定要有行善的好名聲。 

就如養育兒女、接待遠人、洗聖徒的腳、救濟遭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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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行各樣善事。(提摩太前書 5:10b) 

很好的資格。可以託付她們特別的事工。但保羅說，年輕的

寡婦不要算在這裡面。 

至於年輕的寡婦、就可以辭她．因為他們的情慾發動、違

背基督的時候、就想要嫁人。他們被定罪、是因廢棄了當

初所許的願．(提摩太前書 5:11-12) 

保羅說，年輕的寡婦應該再婚。如果把她們放在教會的特別

事工裡，有一天，她們談戀愛，要離開，由於已對基督委

身，好像扶著犁往後看，她們會覺得被定罪。這樣不好，還

不如讓她們再婚，生兒育女，不要把她們帶進教會特別的寡

婦事工群。因為如果教會供養她們， 

並且他們又習慣懶惰、挨家閒遊．不但是懶惰、又說長道

短、好管閒事、說些不當說的話。所以我願意年輕的寡婦

嫁人、生養兒女、治理家務、不給敵人辱罵的把柄．因為

已經有轉去隨從撒但的。信主的婦女、若家中有寡婦、自

己就當救濟他們、不可累著教會、好使教會能救濟那真無

倚靠的寡婦。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當以為配受加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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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奉．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更當如此。(提摩太前書

5:13-17) 

這裡指出，除了教導聖經與傳教，還有其他的事工給年長的

男人作，這些年長的聖徒配受加倍的敬奉。正如老年婦女可

使教會蒙福，那些多年與主同行的年長男士，也是教會莫大

的祝福。我為我們教會中年長男士們的事工很感謝神。他們

本身就是個祝福，再加上他們在教會的事工，他們真是配受

加倍的敬奉。 

因為經上說、『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他的

嘴。』又說、『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提摩太前書

5:18) 

所以當加倍的敬奉教會長老。 

控告長老的呈子、非有兩三個見證就不要收。(提摩太前書

5:19) 

不要輕易相信一個人對長老的批評，要有二、三個見證人。 

犯罪的人、當在眾人面前責備他、叫其餘的人也可以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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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提摩太前書 5:20) 

如果今天教會這樣公開責備罪人，真是會叫人懼怕的，恐怕

整個教堂都要空了。你記得那個在行淫時被抓拿的女人，被

帶到耶穌跟前，文士和法利賽人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

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

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但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當中誰是沒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頭打”，於是祂開始

在地上寫字，聖經沒告訴我們耶穌寫什麼，但我確信他在寫

每個人的名字，和他們所犯的罪。 

聖經上說，他們從老到少，一個個都出去了，一個也沒留

下。如果我們公開提名責備每一個人的罪，肯定在教會中會

製造出十分恐懼的氣氛來。 

我年輕時，曾經很欽佩過一個人。他就是 Claire Britain

博士，他是一位醫生，也是一位牧師，我很欽佩他的事工。

在某一年的夏令會中，他說，年輕人的眼睛可以透露很多秘

密，他們的眼神能告訴他，那個年輕人犯了什麼罪，一切都

在他們的眼睛裡。我很怕看他，不想讓他看到我眼睛裡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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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我在 神和基督耶穌並蒙揀選的天使面前囑咐你、要遵守

這些話、不可存成見、行事也不可有偏心。(提摩太前書

5:21) 

我們都是神的兒女，每一個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同等重要，沒

有二等公民。對耶穌來說，每一個人都一樣重要，教會要照

著基督的榜樣，不存偏心地去愛，賞識、敬重及尊重每一個

人。我們不可以說：哦！他很有錢，所以我們應該對他好一

點。這樣教會在神面前就有罪了。保羅是很認真的，他說：

“我在神和基督並蒙揀選的天使面前吩咐你”這是嚴重的

警告。不要偏心，平等地對待每個人。 

這與我們的本性剛好相反，我們常因人的職業而偏心。哦！

他是個醫生。哦！他是警察局長。哦！他是律師或其他等

等。於是我們巴結的說“來和我們坐一桌吧！” 

雅各也囑咐我們不可按著外貌待人。 

羅馬書第二章十一節說“因為神不偏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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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不該偏待人。雅各說，當有人走進來，穿得很體

面，戴了珠寶，你就帶他去坐頭排位子，有人穿得破破爛

爛，就叫他坐到角落去。他說，這是不對的。在主的眼中，

我們都一樣，神不偏待我，也不徧待看我比看你更尊崇。教

會中常標榜某些人，說，你看他和神多親近，這是件很悲哀

的事。我們和神都是同樣的親近，我們都同樣受神的寵愛，

神不偏待人，我們也不應該偏待人。所以行事也不可有偏

心。 

給人行按手的禮、不可急促．(提摩太前書 5:22a) 

這是什麼意思？不是突然按手在我頭上，讓我嚇著了。 

不！這按手是指在基督的身體中，為了事工而按立人的一種

按手禮。要先讓一個人有機會證實他自己，不要很倉促地按

立人作某些特別的工作。例如：“今早很高興見到你，拿這

本主日學課本去，我們六年級班需要一位老師”，有許多教

會認為，他們需要以事奉來鎖住人，讓人們參與教會事工，

留住他們。但保羅說：“不要輕易行按手禮，因為請神容

易，送神難”。這種悲哀的事曾在教會發生，按立一個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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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件事工，但事先沒有真正瞭解他，這匆促的決定帶進長遠

不良的後果。所以不要急促的給人按手。 

不要在別人的罪上有分．要保守自己清潔。(提摩太前書

5:22b) 

這勸戒不但對提摩太有幫助，也是對我們都有好處的。保守

我們自己純潔。下面是對提摩太說的： 

因你胃口不清、屢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

點酒。(提摩太前書 5:23) 

當時的習俗，大部份的人多少都喝酒。他們喝的酒是水和酒

的混合物，三份水滲兩份酒，喝酒來說和喝水一樣普遍，因

為許多地方的水被污染了。就好像有人去墨西哥寫信回來

說：我喝了當地的水，生病了。回信說：你最好喝可樂或別

的東西，不要喝水。基本上，保羅向提摩太建議：喝點酒治

你的胃病。 

這對我來說是很有趣的，我不懷疑新約時代的那些人，他們

生活中有聖靈的恩膏，有行神蹟的恩賜、醫病的恩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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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聖靈的恩賜而言，保羅在使徒中肯定居首位，保羅在他事

工中行過許多的神蹟。我確信保羅整個生命中充滿了信心的

恩賜、行神蹟、醫病的恩賜。但是這裡，他信心的兒子提摩

太身上卻帶著病。 

當保羅在以弗所時，有人拿了保羅的圍裙、手巾放在病人身

上，病就好了。為什麼保羅不膏抹他的手巾，寄給提摩太，

讓他睡在上面呢？我相信保羅曾經為提摩太的胃病禱告，提

摩太雖然是保羅的忠實夥伴，但他顯然還是很虛弱，病懨懨

的。問題是，為什麼神沒有醫治提摩太？為什麼神允許他生

病？為什麼保羅提供偏方而不是光為他得醫治禱告呢？我確

信保羅曾經為他作醫治的禱告，然而提摩太并沒有得到醫

治。 

我相信這其中的理由，是為了使我們不至落到這樣的異端

中，說“弟兄，你還在生病，因為你生活中還有些罪”，

或，“你還在生病，一定是你信心不夠”或說：“你生病，

因為你有些個人的問題”。這裡有提摩太的例子，他是保羅

的親近夥伴、朋友、信仰上的兒子，保羅只為他的痼疾給他



 

14 of 37 

提摩太前書第五-六章 

一些體質上的建議，而不是得到神的觸摸和醫治。這樣，可

幫助我們，不至於作出愚昧不合聖經的猜測。 

神不見得醫治每一個人，神若不醫治，必然有他的目的。不

是因為那人缺乏信心，也不是因為那人生命有問題。在神永

恆的目的中，有一些事我們是無法明白的，現在不能明白，

將來也不會明白。我非常反對有些教導說：你如果照著這個

方式，就會得醫治。讓那有長期病痛的人，就老是覺得有很

大的罪惡感。他們會覺得自己一定有問題，和神的關係出了

問題，否則為什麼不得醫治？事實上，當人心情低落時，你

對他說這些反而是雪上加霜。弟兄，你一定那裡有問題，如

果你信心充足，神一定會醫治你。 

有一節有趣的經文談論到耶穌，是現代人難以了解的。它

說，耶穌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賽 42：3） 

用現在的白話說就是：當一個人低落時，他不會踢他一腳。

這就是“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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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自己也有病痛，他三次禱告求神將那刺挪去，神最終的

回答不是醫治他，而是賜下足夠的恩典使保羅能夠忍受這病

痛。神應許保羅說：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

完全”。（林後 12：9） 

讓我們不要犯了’錯誤論斷’的罪，或是將重擔加在那些已

經因病軟弱，受壓的人身上。讓我們認清楚，神並不醫治每

一個人。某些情形他行醫治，某些祂則不醫治。為什麼有的

醫治，有的不醫治呢？那全是看神的主權，就如聖靈照己意

將屬靈的恩賜分給各人。 

因此保羅鼓勵提摩太為了胃病喝點酒，不要再喝水，水會讓

人生病。往往有人從墨西哥來美國時，別人警告他們不要喝

水，因為我們這裡的水和他們那裡的水有不一樣的變形蟲。

就像美國人喝墨西哥的水會生病一樣。他們對他們水中的變

形蟲有免疫力，正如我們對這兒的變形蟲有免疫力。相信

我，我們的水並不是世界上最純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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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著說： 

有些人的罪是明顯的、如同先到審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

隨後跟了去的。這樣、善行也有明顯的．那不明顯的、也

不能隱藏。(提摩太前書 5:24-25) 

有句話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我們的行為及名聲不

知不覺就被傳遍天下，往往我們還沒有機會和一個人見面，

卻早已經聽到和他有關的傳聞了。某某人作了這，作了那。

這種事常常可聽到。當一個人來認罪時，你早已從兩、三人

那兒聽說了，人作好事也是如此，風聲傳得很快。 

也許你會聽說：“這個人實在很傑出，等等”，沒見到人之

前就聽說了，他們的名聲被張揚出去，在人前彰顯不能隱

藏。 

第六章 

在第六章中，保羅講到僕人這個題目。 

凡在軛下作僕人的、(提摩太前書 6:1a) 

當如何對待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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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提摩太前書 6:1b) 

僕人這字實際上是“奴隸”。那時代奴隸是很普遍的，保羅

說：如果你身為奴隸，當以自己的主人是配得尊崇敬奉的。 

免得 神的名和道理、被人褻瀆。(提摩太前書 6:1c) 

身為今日的基督徒，在我們的工作崗位及工作態度上，讓人

無可指責是很重要的。因為你是個基督徒，人們將會對你有

較高的期望。如果公司准許十五分鐘的休息時間，一般人也

許會休息半個小時，如果你是個基督徒，即使別人都休息三

十分鐘，你應該只休息十五分鐘。如果別人休息十五分鐘，

而你卻休息三十分鐘，當人發現你是位基督徒時，他們會

說：“唷！他竟然是個基督徒哦！看他那個樣子！”許多時

候由於我們的行為和態度，讓耶穌的名受褻瀆，那是很悲哀

的。 

這是為什麼拿單要指責大衛和拔示巴的關係。拿單對大衛

說： 

“大衛啊！你行這事，叫耶和華的仇敵大得褻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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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下 12：14） 

因著你的疏忽，你給神的仇敵機會來歸罪於基督教，反對耶

穌基督。因為你是基督徒，別人對你的期望更高，你得作更

多更好。保羅說： 

僕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為與他是弟兄就輕看他．更要

加意服事他．因為得服事之益處的、是信道蒙愛的。你要

以此教訓人、勸勉人。(提摩太前書 6:2) 

基本上，不管他的主人信或不信主，基督徒的僕人的得要在

他工作上做個榜樣。如果你有一個已信主的主人，你也許不

高興，他居然還這樣要求我，畢竟我們在基督裡是弟兄，同

是信主的。但保羅勸他們要敬重他們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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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 6:3) 

保羅在這卷書信中，用了六次“敬虔”這兩個字。他講了許

多關於敬虔的事，你記得上主日的信息嗎？ 

“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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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提前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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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信主的人要“成聖”，目的就是

我們可以越來越像神，我們在行為上能夠更加敬虔。 

那傳異教的人， 

他是自高自大、一無所知、專好問難、爭辯言詞、從此就

生出嫉妒、分爭、毀謗、妄疑、 

並那壞了心術、失喪真理之人的爭競。(提摩太前書 6:45a) 

他們的主要課題是什麼？ 

他們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提摩太前書 6:5) 

保羅說，這是最糟的謬論。 

你當遠離這等人。 

如果有一個僕人說：“嘿！我有一個敬虔的主人，他應該待

我比較寬厚，我可以不用那麼賣命。”或有一個主人說：

“哦！我有一個虔誠的僕人，我可以信任他，因為他敬虔，

他能為我賺錢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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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相信這謬論，有許多人贊成這個異端，如果你想發

財，如果你想要開一輛凱帝拉克，只要接受主，有足夠的信

心，以信心踏出去，付定金頭款，相信神會付以後的分期付

款。他們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神要將最好的給你，因你是

國王的孩子，神要你過王子般的生活，去追求吧！縱情於你

的貪慾，神要你什麼都有。這就是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 

“壞了心術，失喪真理，你要遠離這樣的人“。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提摩太前書 6:6) 

那才是真正的富有。那些總是想要更多，永遠覺得不夠的

人，那不是真正的富有。我認識一個人，他的財富超過一億

五千多萬，光是銀行的定期存款就有一億多。他準備這些現

金就是等着，希望有一天能買到一個新酒廠。這個人每天工

作十六到十八個小時，一個禮拜七天，從不休息或度假；不

停如此的鞭策自己。他並不富有，他是貧窮的，因這不是真

正的富有。什麼才是真正的富有呢？一個敬虔、知足的人，

他沒有需求，這是個富有的人，因他要的都有了。這才是真

正的富有，對自己所擁有的感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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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繼續解釋，何為知足，他說： 

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提摩太

前書 6:7) 

當你死的時候，你會像所有在你之前離開的人一樣，留下每

一件東西，一分錢也帶不走。 

“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約伯記 1：21） 

我們沒有帶什麼來，也不能帶什麼去。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提摩太前書 6:8) 

有多少人因不知足，而帶來真正的貧窮，永遠不滿足現有

的，永遠想要再多一點。不知足的心，讓許多人頻臨破產的

邊緣。“有衣有食就當知足”你有東西吃、有衣服穿，要感

謝讚美主！當知足。 

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 (提摩太前書 6:9a) 

如果發財是你的目標，你的動力、你人生的目的，那麼， 

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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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在敗壞和滅亡中。(提摩太前書 6:9b) 

富有的人比我有更多的引誘，有錢人有很多地方可花錢。我

不需煩惱許多事，只因我沒錢，我不被它們引誘，因為我付

不起。但一個富有的人，會遇到各樣的試探，是你做夢也想

不到的。所以聖經說，“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

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叫人沈在敗壞和滅亡

中”。 

貪財是萬惡之根．(提摩太前書 6:10a) 

這是很實在的名言，請注意，保羅沒有說“錢財是萬惡之

根”。你是不是常聽人這麼說？保羅可不是這麼說的。錢財

本身是中性的，不好也不壞，完全看你對錢財的態度。“貪

財才是萬惡之根”。 

雅各書第四章一節說：“你們中間的爭戰是從那裡來的

呢？ 

豈不是從肉體之私慾和貪戀而來的嗎？”世上所有的戰爭，

爭鬥以及妒忌的背後就是貪愛錢財，貪財是萬惡之根。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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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追蹤所有的惡，最後都歸結到貪心、貪愛錢財。今天世界

這樣混亂，都是因為人的貪心而造成的。 

不是因為我們用盡了所有的天然資源，不是因為世界不夠

大，容不下所有人口，也不是因為我們不能餵飽每個人。世

界的問題是人如何用錢，去年全世界所有的國家花了超過一

兆美元，在國防預算上，買武器毀滅敵人，花了一兆美元。

如果我們用這一兆美金，去發展農業，世界上就不會有任何

一個挨餓的人；然而今天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吃不飽，因

為沒有足夠的食物。 

不是因為我們不能生產足夠的糧食，也不是因為我們沒有足

夠適於耕種的土地，乃是因人的貪心，而走錯了方向。製造

炸彈比種玉米更賺錢，所以說人的貪心，貪愛錢財乃是萬惡

之根。如果不是貪愛錢財，今天我們不會有吸毒的問題，而

吸毒問題的根源是什麼？為什麼有人會走私毒品呢？這些問

題的根本是貪愛錢財，如果不是貪愛錢財，今天就不會有人

賣淫，如果不是貪愛錢財，那麼地球上很多問題就不會產生

了。貪愛錢財是萬惡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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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貪愛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

透了 (提摩太前書 6:10b)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觀察，因為一般人們所相信的謊言正好相

反。通常的謊言讓我們以為，只要我有足夠的錢，我就會快

樂。保羅說，這些達到目的的人，被引誘離了真道，使自己

陷入許多的愁苦中。有意思的是，我所認識最富有的人，同

時也是我所知道最不快樂的人，怎麼會這樣呢？ 

有一天他們請我吃中飯，他們傾訴出他們的悲哀、痛苦和寂

寞。有一人告訴我，他無法知道別人是不是真正的愛他。他

說，雖然有許多女人對他表示好感，投懷送抱，但他不知道

她們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愛他。他結了三次婚，那些女人都從

他那兒拿了不少錢，他現在面臨一個困難的選擇。因為最後

一任太太，在法庭上得到不少的利益，一定有許多其他女人

在動腦筋：我也想退休了，跟一個男人生活六個月就有退休

金可拿，多好！他說：我不知道她們是否真正愛我。真可

悲，沒有真愛，也無法知道她們是否是真心的，是不是很悲

哀？這個人很有錢，但他不知道別人是真正愛他，還是圖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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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錢，他們是不是因他有錢才親近他？他們是不是在打他

錢的主意？真是可憐的家伙啊！ 

我有個堂兄弟很有錢，但這可憐人在菲律賓某叢林中，拿着

蝴蝶網追蝴蝶。他這樣過生活打發時間，因為他有萬貫家

產，沒有工作過一天。生活對他是枯燥、乏味的，唯一能夠

令他興奮的事就是追蝴蝶，多可憐？和他比起來，我是非常

富有的了。 

但你這屬 神的人、要逃避這些事、(提摩太前書 6:11a) 

逃避什麼？逃避貪愛錢財。 

追求公義、(提摩太前書 6:11b) 

不要追求錢財，發財之後，不要貪戀更多，要追求公義，

追求 (提摩太前書 6:11a) 

敬虔、(提摩太前書 6:11c) 

又再次提到“敬虔”。 

信心、愛心、忍耐、溫柔 、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持定永生．你為此被召．也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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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美好的見證。(提摩太前書 6:11d-12) 

歸根究底，什麼是你生命的中心呢？想要有錢？若想要發財

是你生命的中心的話，那你將是個悲慘的人。如果神是你生

命的中心，你將成為富有。神要祝福你，你的生命會圓滿。

所以讓神成為你生命的中心，將公義、敬虔成為你生命的中

心，那你是真正富有的人，享受真正的富有、永恆的富有。 

我這可憐堂兄弟的悲哀之一是，他只有一個女兒能繼承他的

財產，這女兒是個智障兒，雖然她擁有幾百萬，但她住在

Ojai一個療養院裡，無法照顧自己。她的祖母最近去世，

另外又留給她七百萬，都在生活基金托管當中，她沒辦法享

用這些錢，只能在療養院把花生醬塗在餅乾上，真是悲哀

啊！ 

我去探訪她，她說，“我有個很特別的食譜，讓我作給你嚐

嚐”。她把花生醬塗在餅乾上請我吃。可憐的孩子，我實在

很同情她，她雖有那麼多錢，我不會為了那些錢而願意變成

她。我更不愿意和那位堂兄弟掉換位置，擁有他所有的錢，

卻在菲律賓的叢林中跑著追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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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神為中心的生命，是一個滿足的生命、一個快樂，圓滿的

生命。 

我在叫萬物生活的 神面前、並在向本丟彼拉多作過那美

好見證的基督耶穌面前囑咐你、(提摩太前書 6:13) 

彼拉多問耶穌：“你是王嗎？”耶穌說：“我為此而生，

也為此來到世間”（約 18：37） 

好一個告白，這是個凝重的囑咐，“我在叫萬物生活的神

前，並在耶穌基督前囑咐你”。 

要守這命令、毫不玷污、無可指責、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顯現．(提摩太前書 6:14) 

他給了他們這一個命令，什麼命令？讓神成為你生命的中

心，追求公義和敬虔。我在神面前囑咐你這樣做，直到主再

來。讓神成為你生活及心思意念的中心。耶穌怎麼說呢？耶

穌說：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了”。（太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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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有縱和橫兩個平面。縱的是你和神的關係，是你生

命繞著轉的軸。如果你和神的關係處在不好的狀態，那麼你

和人的關係也會出問題，失去平衡。這是今天世界的問題。

人們試著過一個平衡的生活，他們掙扎，奮力要過一個平衡

的生活，與別人有個平衡的關係。他們不停的努力去找人際

關係的平衡，花了許多錢去看心理醫生、心理學家試着去找

平衡點。卻不知道生活不平衡，關係不平衡的原因乃是由於

你與神的關係不對，你生命中垂直的軸離開了中心。 

保羅給了提摩太上乘的忠告。將神擺在你生命的中心，將敬

虔、公義放在你整個人的中心。我在神前囑咐你這樣做，直

到耶穌顯現。因為如果你生命的中心正確，如果你和神的關

係是對的，那你會是個很富足的人。因為它將影響你生命中

其他每一個人際關係。如果你和神的關係是對的，其他的關

系也都會是對的。即使和魔鬼都有正確的關係，因為當你和

神的關係對時，你每次見到魔鬼都會打敗他。你會和你所擁

有的東西保持正確的關係。因為其實萬物都是神的，只是交

你托管，你會智慧地運用它們。你和人會有對的關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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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相愛及給予。 

神這垂直的軸在中心，橫的那面自動落在對的地方，你無法

下功夫，想在橫面上來糾正橫的軸。一般世人不明白真理，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你想要在這關係上下功夫，當你在此

點下功夫，卻又把其他五個人際關系給搞渣了。花太多時間

試著把這個關係弄好，別的又都變壞了，好不容易這個弄好

了，一轉身，哦！又有其他的！所以你抓了另一個，試着要

努力於這個關係，當你糾正這邊時，另一邊又不平衡了。 

所以你窮盡一生去求平衡；事實上，你只需要回到垂直的

軸，弄好與神的關係，先求神的國和神的義。所有其他的事

都會解決了，這些事都要加給你了。這是為什麼保羅這樣慎

重地囑咐提摩太，把你和神的關係弄對。將神放在中心，追

求公義和敬虔。 

到了日期、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就是那獨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裡、是人未曾看

見、也是不能看見的 (提摩太前書 6:15) 

當耶穌來時，將顯示誰是真正獨一的神，“那可稱頌獨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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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就是那獨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

近的光裡，是人未曾看見的。”（約 1）。在約翰福音第一

章，我們讀到，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將他表明出

來。”（約 1：18） 

耶穌會向我們顯示，誰才是獨一的真神。 

財富不是一個真神。財富是假神，但卻成為許多人的神。許

多人崇拜財富，那是他們生命的中心。請注意！並不是只有

有錢人才以錢為生命的中心，甚至貧窮人比富有人更有貪戀

錢財的問題，因為窮人常以為，財富能解決他們的一切問

題，而富人知道不是這樣的，他們的錢，有時也不能解決煩

惱。 但是窮人以為是如此的。財富能解決我所有的問題，

所以事實上貪財對窮人有更強烈的動力。錢財不是真神，是

假神。當耶穌顯現時，他會顯給我們看誰才是真神，可配得

稱頌，獨有權能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所以保羅說：“提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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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

的錢財．只要依靠真神。(提摩太前書 6:17a) 

這整段要指出的是，到底誰是你的神，在你的心中，是金錢

嗎？對錢的慾望嗎？你是不是過一個敬虔公義的生活呢？服

事唯一又真又活的神呢？“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

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要信靠活神”。 

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神 (提摩太前書 6:17b) 

這句話太棒了！神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世界上所有的錢，

也買不到當你坐在沙灘上，看著夕陽落到小島背後時，所感

受到的那股震憾。你可盡情地享受那燦爛的晚霞，安靜的與

神相交。在森林中散步，聞聞松針，聆聽瀑布，及溪水和小

鳥的歌唱，還有松鼠的饒舌，多豐富的經驗。神厚賜百物給

我們享受，神要你享受生命。神要你生命中有完全的喜樂，

祂已經給你法則，照著它們去作，你可以有一個充滿喜樂的

生命。 

我們的問題是，我們常不同意神的法則。許多時候，我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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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神定的規則太嚴厲了，它們害我沒有喜樂可言，或妨礙我

作些快樂及刺激的事。我發現自己背叛了神的法則，還要強

辭爭辯地說：“神啊！你不對，你知道嗎？不讓我那樣做是

不公平的，因為如果我能那樣做的話，我會真的有喜樂。每

次我們藐視神的法則時，結果總會給自己帶來痛苦和悲傷。 

神已給我們喜樂的法則，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

惟喜愛耶各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

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

所作的盡都順利。惡人並不是這樣，乃像糠粅被風吹散。

因此，當審判的時候，惡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義人的會

中，也是如此。（詩篇 1：1－5） 

“快樂的人是將神放在他生命中心的人。因為神是我生命的

中心，所以我能享受所有神賜給我的。我能豐富地享受，因

為“神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 

因此，“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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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人、〔供給或作體

貼〕(提摩太前書 6:18) 

“供給人”是幫助有需要的人，這樣作是， 

為自己積成美好的根基、預備將來、叫他們持定那真正的

生命。(提摩太前書 6:19) 

耶穌打了一個比喻，許多人不明白。那比喻說到一個僕人發

現他快被解雇了。他的主人說，把你所經營的交代清楚，然

後，你可以走路了。僕人心裡想，我怎麼辦呢？向人討飯？

怪不好意思的；鋤地呢？又沒有力氣，哦！我知道怎麼做

了，他開始把欠他主人債的一個個叫來。你欠我老闆多少

錢？我欠一百石麥子；拿你的帳單來，塗去一百，寫五十。

叫了另一個欠債的來，你欠我老闆多少？一百簍油，塗掉，

寫五十，他把所有的賬單都減半，心想一旦被解雇，他可以

說，記得我一筆勾消了你帳單上的五十簍油嗎？現在我手頭

緊，你能幫助我嗎？他利用目前的職權，為自己的將來作打

算。他知道他不能永遠坐在這職位上，日子不多了，他還有

一個禮拜就要失業了，所以利用現在的職權為將來作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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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說，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這裡比喻出了問題，誇

獎他？不是應該定他的罪嗎？他應該把他下在監裡，他竟然

誇獎這不義的管家。耶穌說，因為今世之子在處事之上，比

光明之子更加聰明。因此，你們當善加使用這不義的錢財，

當你死的時候，可以被接到永恆的帳幕裏去。 

耶穌到底在說什麼呢？現在我有這機會，能積財寶在天上；

但是我不會永遠有這樣的機會，有一天我會死去，死後就再

也沒有機會，為自己積財寶在永恆的天上倉庫了。只有當我

還在這世上時，才有機會這麼作。 

耶穌說，“利用不義的錢財”，你的錢財在天上一文不值，

在世上不值很多，但在天上卻一文不值。即使當你死後，還

能帶著滿皮箱到天堂的門口說，彼得，看我帶了什麼東西

來，帶我到你們里面最好的房間去。彼得會說，“那堆是什

麼垃圾？你的錢在天堂不通行了”，“我帶來的都是黃金

啊”，“把它丟在街上和土混和一下，我們這兒就是用那東

西作柏油鋪馬路呢！”。 

所以現在是我唯一能積財寶，在天上永恆之倉庫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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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咐富有的人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

人”這樣他們可以為自己積財寶在天上的倉庫，為將來打好

基礎，能夠進入永遠的國度。” 

 “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銹壞，也

沒有賊挖窟窿來偷。” （馬太 6：20） 

在世上富足，在天上貧窮，你在世上會有多久？一百年？你

在天上會有多久？在世上貧窮，在天上富足。那一個比較好

呢？我擁有的不多，生活艱難，但我有起碼所需的。我快

樂，我滿足，我沒有真正的需求，我很富有。但更好的是那

“永恆的富有”。 

多年前我在考慮就業的問題，要從事作醫生或牧師，我要在

那裡得富足？現在或永遠；對我來說永遠富有比暫時富有更

有意義。積財寶在天上，在那里我可以永遠享受；這遠比積

攢現今的財富，卻只帶來痛苦、爭吵和不安，更有意義。這

是真正的富有。 

提摩太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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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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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知道今天世界上最大的科學騙局是什麼嗎？進化論。他

們稱它為科學，其實是叫錯了。進化論這個理論一點也不科

學，是所謂的科學詐騙。 世俗的虛誤！保羅叫提摩太躲避

虛談、污穢的談論。 

已經有人自稱有這學問、就偏離了真道。願恩惠常與你們

同在。(提摩太前書 6:21) 

這是保羅給提摩太的第一封信。 

天父，我們感謝你美好的勸導，願我們留心聽您的話。主，

願我們確切地追求，愿意將基督放在我們生命的中心，將敬

虔放在我們全人的中心。主，保守我們不聽仇敵的迷惑和謊

言，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不讓我們以錢財為動機，以錢財

為中心，因貪財乃是萬惡之根，貪財毀了這麼多人。求神給

我們智慧，把你放在第一位，奉耶穌的名，阿們。 

願主賜福你下禮拜的日子，願你們離去之後，開始豐富地享

受他所賜你的一切。開始享受神的兒女所擁有的永恆的富

足。願神幫助你從繁忙的生活中抽空享受你所擁有的。願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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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觀賞藍天，白雲。去沙灘，坐在那與神交通。享受神所

給你的。當你把神擺在中心，與祂相交，同行時，你的生命

將蒙受更多祝福，越加的豐盛。奉主耶穌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