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十九課第五十九課 尊榮神的道尊榮神的道
提多書一-三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一1 神的僕人，耶穌基督的使徒保羅，憑著神選民的信心與敬虔真理的知識，
2 盼望那無謊言的神在萬古之先所應許的永生， 3 到了日期，藉著傳揚的工夫
把他的道顯明了；這傳揚的責任是按著神我們救主的命令交託了我。 4 現在寫
信給提多，就是照著我們共信之道作我真兒子的。願恩惠、平安從父神和我們
的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 5 我從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將那沒有辦完的事都
辦整齊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設立長老。 6 若有無可指責的人，只作
一個婦人的丈夫，兒女也是信主的，沒有人告他們是放蕩不服約束的，就可以
設立。 7 監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須無可指責，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
不打人，不貪無義之財； 8 樂意接待遠人，好善，莊重，公平，聖潔自持； 9

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就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又能把爭辯的人駁倒了。

建立有秩序的教會

革哩底教會有一些不是之處，

保羅盼望提多可以「將那沒有辦完的事都辦整齊了」

「辦整齊」 ─ 恢復秩序，有秩序的教會

開頭的問安 一1-4

‧有秩序的教會‧純正的教會 ‧實踐的教會

當保羅發現教會狀況、問題，會做診斷、開藥方。

教會所面對的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

因此寫信勸勉他的同工、朋友 ─ 提多。

教會的發展

保羅首先在那裡傳道，提多接續帶領

訓勉提多要訓練和委任當地的領袖

用「純正」描述道理，並不是神學理論，

而是使人健康、健全神的話語，

帶給人的是建立和造就，能使人健全；

帶來的不是混亂不安、恐懼、罪惡感。

保羅要提多在面對許多似是而非的異端時，

不須驚慌，只要傳講神純正的道理。

‧有秩序的教會‧純正的教會 ‧實踐的教會

05198 純正
健康的，健全的，健康狀況良好的
隱喻
1) 指信念不受誤導或撓擾的基督徒
2) 指承受恩典並信仰堅定的人

道 一1-4  

純正的道理

是對付錯謬教導

的最佳方法

保羅列舉出領袖所須具備的資格，

與假教師作強烈的對比。

希臘世界中這些品行上的缺點是非常普遍的

神的僕人卻要禁戒這些陋習，活出諸般的美德

‧有秩序的教會‧純正的教會 ‧實踐的教會

領袖─ 純正道理的教師 一5-9

教會中屬靈、經驗豐富的領袖，

應當負起責任處理錯謬的教導。

屬靈領袖的生命質素

多一7-8 神的管家必須「無可指責」

檢查自己的生命質素與品格狀況



‧有秩序的教會‧純正的教會 ‧實踐的教會

屬靈領袖的生命質素

不任性

不暴燥

不因酒滋事

不打人

不貪無義之財

樂意接待遠人

好善

莊重

公平聖潔

自持

自我中心，不接受別人的意見

壞脾氣，不接納別人的批評

有不良嗜好，沒有逃避試探

喜歡暴力，存害人的心，出口傷人，背後傷人

有不良動機，貪愛物質享受，不公平，不誠實

與別人有福同享，不自私

努力行善，不害人，為別人著想

性格成熟，處事待人穩重

生活有好見證，待人公平，有向善的心

能自我約束，有節制，有禮貌

應
當
避
免
的

應
當
追
求
的

‧有秩序的教會‧純正的教會 ‧實踐的教會

假教師─ 散播錯謬的人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一10 因為有許多人不服約束，說虛空話欺哄人；那奉割禮的更是這樣。
11 這些人的口總要堵住。他們因貪不義之財，將不該教導的教導人，敗
壞人的全家。 12 有克里特人中的一個本地先知說：克里特人常說謊
話，乃是惡獸又饞又懶。 13 這個見證是真的。所以，你要嚴嚴的責備
他們，使他們在真道上純全無疵， 14 不聽猶太人荒渺的言語和離棄真
道之人的誡命。 15 在潔淨的人，凡物都潔淨；在污穢不信的人，甚麼
都不潔淨，連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穢了。 16 他們說是認識神，行事卻和
他相背；本是可憎惡的，是悖逆的，在各樣善事上是可廢棄的。

假教師熱衷舊約律法，並不明白福音真理；

自稱認識神，但行為卻悖逆神，應當受嚴厲的責備。

‧有秩序的教會‧純正的教會 ‧實踐的教會

在潔淨的人，凡物都潔淨；

在污穢不信的人甚麼都不潔淨，連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穢了。

他們說是認識神，行事卻和他相背；

本是可憎惡的，是悖逆的，在各樣善事上是可廢棄的。

一15-16 天良污穢的問題

真正叫人污穢的是人邪惡的心和不信的心

人的心是一個過濾網，把善良和罪惡一一過濾

潔淨的人有基督掌管生命，可察覺神的良善

污穢不信的人對任何事物都覺得邪惡，將美善都玷污了

當心思意念充滿了美善，自然就沒有空位餘地留給邪惡了。

‧有秩序的教會‧純正的教會‧實踐的教會

在教會生活中見證純正的道理，尊榮神的道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二1 但你所講的總要合乎那純正的道理。 2 勸老年人要有節制、端莊、自守，在信
心、愛心、忍耐上都要純全無疵。 3 又勸老年婦人，舉止行動要恭敬，不說讒言，
不給酒作奴僕，用善道教訓人， 4 好指教少年婦人，愛丈夫，愛兒女， 5 謹守，貞
潔，料理家務，待人有恩，順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毀謗。 6 又勸少年人
要謹守。 7 你自己凡事要顯出善行的榜樣；在教訓上要正直、端莊， 8 言語純全，
無可指責，叫那反對的人，既無處可說我們的不是，便自覺羞愧。 9 勸僕人要順服
自己的主人，凡事討他的喜歡，不可頂撞他， 10 不可私拿東西；要顯為忠誠，以致
凡事尊榮我們救主神的道。 11 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 12 教訓我們除
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慾，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 13 等候所盼望的福，
並等候至大的神和我們（或作：神─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 14 他為我們
捨了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又潔淨我們，特作自己的子民，熱心為善。 15

這些事你要講明，勸戒人，用各等權柄責備人；不可叫人輕看你。



‧有秩序的教會‧純正的教會‧實踐的教會

保羅將注意力轉移到教會中一切信徒身上：

透過提多去勸勉他們，活出言行一致的基督徒生命

呼籲信徒要有基督徒的品德，這種品德能使真道更吸引人

二10下 凡事尊榮我們救主 ─ 神的道。

每一個屬主兒女能夠活出純正的信仰，

在品德行為當中尊榮主的道。

這處經文成為整卷書信的中心思想。

太五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福音真道倍覺榮美尊貴，就是透過每一屬主兒女的好行為。

‧有秩序的教會‧純正的教會‧實踐的教會

保羅對教會各年齡階層都有不同勸勉，

一10 分別對長幼男女各有忠告。

勉勵提多以身作則，並用傳道人權柄

勸戒信徒過自律、敬虔、公義的生活，

藉此答覆那些反對基督的人。

將救恩的含義活現出來，

強調基督徒生活善行的重要。

教導提多如何與不同年齡的會友相處，

成為信徒的榜樣，

放膽及自信地教導人。

‧有秩序的教會‧純正的教會‧實踐的教會

二11-14 恩典的教義：最全面論及善行的信仰根據

神救世恩典的教育作用 ─

給予信徒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盼望。

耶穌基督就是恩典的媒介，

道成了肉身、受死和復活的整個啟示。

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

教訓我們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慾，

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

並等候至大的神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

他為我們捨了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

又潔淨我們，特作自己的子民，熱心為善。

‧有秩序的教會‧純正的教會‧實踐的教會

神又賜給我們能力和智慧，叫我們可以

按著神的心意而生活，多多行善。

我們便可以帶著一顆熱切期望的心，等候盼望基督的再來。

救恩的內涵 ─

耶穌基督的代死使我們能夠脫離罪、

有能力行善，過得勝的基督徒生活；

能力之源來自聖靈。

基督已經救我們脫離罪惡，

使我們不再受罪惡的轄制。

二15 這些事你要講明，勸戒人，用各等權柄責備人；不可叫人輕看你



‧有秩序的教會 ‧純正的教會‧實踐的教會

基督徒的社會責任，對教會以外人的善行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三1 你要提醒眾人，叫他們順服作官的、掌權的，遵他的命，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2 不要毀謗，不要爭競，總要和平，向眾人大顯溫柔。 3 我們從前也是無知、悖
逆、受迷惑、服事各樣私慾，和宴樂，常存惡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
恨。 4 但到了神─我們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愛顯明的時候， 5 他便救了
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
新。 6 聖靈就是神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救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 7 好叫我們因
他的恩得稱為義，可以憑著永生的盼望成為後嗣。 8 這話是可信的。我也願你把這
些事切切實實的講明，使那些已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經事業。這都是美事，並且與人
有益。 9 要遠避無知的辯論和家譜的空談，以及紛爭，並因律法而起的爭競，因為
這都是虛妄無益的。 10 分門結黨的人，警戒過一兩次，就要棄絕他。 11 因為知
道這等人已經背道，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還是去做。 12 我打發亞提馬或是推
基古到你那裡去的時候，你要趕緊往尼哥坡里去見我，因為我已經定意在那裡過
冬。 13 你要趕緊給律師西納和亞波羅送行，叫他們沒有缺乏。 14 並且我們的人
要學習正經事業（留心行善），預備所需用的，免得不結果子。 15 同我在一處的
人都問你安。請代問那些因有信心愛我們的人安。願恩惠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有秩序的教會 ‧純正的教會‧實踐的教會

保羅將信心和行為這兩個真理融會在一起，

解答善行在一個信徒生命中所佔的重要位置。

三個段落中，都提到「善行」：

三1-800 信徒的社會責任：

預備行善、留心行善

三9-110 避免無謂的辯論：

已背道者無善行可言

三12-15 末了的問安：

留心做正經事業 ─ 留心行善，

乃是要彼此接待服事

‧有秩序的教會 ‧純正的教會‧實踐的教會

恩典的教義：全面教導善行的信仰根據 三4-7、二11-14

但到了神我們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愛顯明的時候，

他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

乃是照他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聖靈就是神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救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

好叫我們因他的恩得稱為義，可以憑著永生的盼望，成為後嗣。

保羅總括基督為我們所做的救贖工作：

由充滿罪惡的生命，轉換成由聖靈引領的新生活

罪都被洗淨，不單用洗禮的水，更指依靠依靠基督的寶血基督的寶血

我們承認基督為主和基督的救贖工作，

得著永生和各樣的福分，聖靈在心裡不斷更新我們，

這都不是我們賺得來的或是配得的，這全都是神的恩典。

‧有秩序的教會 ‧純正的教會‧實踐的教會

幫助新的一代成為教會領袖

提摩太前書三章 提多書一章

個人品德

領導性功能

家庭關係

警告

無可指責、有節制、自守、
端正、不縱酒、不爭競、不貪財、

溫和、教外有好名聲

一個妻子的丈夫、
好好管理己家、兒女端莊順服

好接待遠人、善於教導

無可指責、不縱酒、不任性、
不暴燥、不貪不義之財、莊重、

自持、公平、好善、聖潔

好接待遠人、以純正教化人

一個妻子的丈夫、
兒女信主服約束

不是初入教者

立志訓練教會中新一代基督徒，成為教會的領袖教會的領袖；

幫助我們，在甄選下一代領袖所依循的準則準則。

─ 如何甄選教會領袖



‧有秩序的教會 ‧純正的教會‧實踐的教會

幫助新的一代成為教會領袖

是領袖在生命上的流露，以生命來影響下一代的生命。

在我們今天服事的群體中，會不會有未來的屬靈偉人？

願意在生命中成為年青人的榜樣，培育養成他們成為接棒人。

讓我們不只在聖工中盡心竭力，更栽培門徒、下一代的領袖，

引導我們以自己生命的榜樣，做一個屬靈的師傅。

禱告禱告
親愛的耶穌，你是最偉大的教師，

栽培門徒，也引導、訓勉我們 ─

使萬民都作主的門徒！

我們渴望自己的生命不只敬虔端正來服事你，

更有影響力，成為栽培門徒的人，

幫助我們儆醒，成為下一代信徒的好榜樣。

讓我們成為有吸引力的，讓人願意跟我們一樣來服事你。

我們的生命是用恩典做成的，讓恩典成為馨香的祭物，

吸引屬主的兒女不斷承接信仰服事的棒子，來跟隨你。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提多書那一句經文代表著整卷書信的中心思想？

提多書有那兩段經文論及恩典的教義，

是新約聖經中最全面論及善行的信仰根據？

click 左下角 可以閱讀解答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提多書那一句經文代表著整卷書信的中心思想？

提多書有那兩段經文論及恩典的教義，

是新約聖經中最全面論及善行的信仰根據？

二10下凡事尊榮我們救主神的道

二11-14 敬虔生活的信仰根據

三4-700 謙和待人的信仰根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