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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病毒防範病毒入侵入侵
提摩太前書 1~11提摩太前書：一1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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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寫信給那因信主作我真兒子的提摩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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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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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 荒 無憑 話 無窮 家譜

杜榮華 博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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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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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有人偏離這些，反去講虛浮的話，

7 想要作教法師，卻不明白自己所講說的所論定的。

8 我們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8 我們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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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謊 誓 或 為 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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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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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這是照著可稱頌之 神交託我榮耀福音說的。

在還沒有進入到信息之前，我要先對提摩太前書的背景作一點介紹…
保羅是上帝所呼召的僕人，他履行了神所給他的使命成為一個宣教士保羅是上帝所呼召的僕人 他履行了神所給他的使命成為 個宣教士

在各地為基督建立教會，之後就繼續地帶領、牧養弟兄姐妹，

用上帝的真理來教導他們，讓弟兄姐妹屬靈的生命能夠漸漸地成長、茁壯

但是由於工作的需要，他不可能花很長的時間停留在一個教會裡面，

他又往下一個行程再繼續前進的時候，一些教會產生一些問題、或者有些需要，

所以保羅就派遣他的同工能夠繼續地代替他去執行教會的工作所以保羅就派遣他的同工能夠繼續地代替他去執行教會的工作

或當教會有問題、保羅就寫信告訴教會的同工，應當要如何處理教會的問題

保羅留下了許多的書信，都不是特別的神學的著作，保羅留下了許多的書信 都不是特別的神學的著作

在每一封書信都有他特別的用意，都是針對各個教會

不同的處境，特別針對教會的需要給他們諄諄教誨，

留 讓我 對神有 個清楚 完整 識留下了讓我們可以對神有一個清楚、完整的認識。

保羅的書信也可以說是神學的著作，透過保羅對神的認識、對神的領受，

以致於讓今天許多基督徒透過保羅的書信，知道如何跟神建立一個美好的關係，

3

以致於讓今天許多基督徒透過保羅的書信 知道如何跟神建立 個美好的關係

也讓我們知道在教會裡面應當如何地事奉。

在新約聖經有幾卷書被稱為是教牧書信—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後書、提多書，

這是保羅給個人的書信，特別提摩太、提多這兩位是教牧的同工，這是保羅給個人的書信 特別提摩太 提多這兩位是教牧的同工

是保羅宣教團隊的兩位重要的同工。

保羅寫信給他們的目地，無非是要指導他們作為事奉神的全職傳道人，

應當如何在的靈性上面，能夠繼續不斷地追求長進

把他的經驗、從神的領受，透過書信幫助提摩太、提多，

以致於讓他們知道：如何建立基督的教會，以致於讓他們知道：如何建立基督的教會，

解決教會的問題，牧養不同背景、不同需要的弟兄姐妹

在提摩太前後書，保羅反應出他對提摩太的關懷，在提摩太前後書 保羅反應出他對提摩太的關懷

以及保羅個人或者是提摩太個人，許多私人層面上的許多的事項，

以致於可以看見在其他的書信所比較少看到、透露出保羅的一些訊息。

在提摩太前書，保羅要提摩太一方面要留意教會裡面破壞的力量，

另外也要提摩太扮演好一個好的傳道人，

同時也幫助他如何在教會裡面建立長老 執事 以致於讓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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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幫助他如何在教會裡面建立長老、執事，以致於讓他有

團隊的事奉，能夠一起來興旺主的福音、建立主的教會。



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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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信給那因信主、作我真兒子的提摩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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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十六 提摩太是路司得人，並沒有講到他的父親，

很可能他的父親是一個希臘人、並沒有認識主。

生長在一個敬虔的家庭，母親友尼基、外祖母羅以是很好的基督徒，

她們從小就培育提摩太，生長在一個敬虔的家庭，提後三 他從小就明白聖經。她們從小就培育提摩太，生長在一個敬虔的家庭，提後三 他從小就明白聖經。

保羅第一次到路司得傳道的時候，提摩太信主，保羅跟這個家庭有很美好的互動。

經過三年的時間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時，他再回到路司得，經過三年的時間保羅第二次旅行佈道時 他再回到路司得

提摩太在靈性上已經有非常好的成長，許多的人都稱讚他，

當提摩太蒙神所召、保羅也看見這個年輕人，

在事奉、靈性上，很積極、很追求，

所以保羅接納提摩太成為他事奉團隊的同工之一。

保羅為他行了割禮、按手之禮，接納他、也賦予給他屬靈的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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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為他行了割禮 按手之禮 接納他 也賦予給他屬靈的權柄

就帶領提摩太在他的身邊，跟他一起同工、一起宣揚福音、一起建立教會。

特別在往後，整個保羅的工作行程裡面，常常當保羅力有未逮時，

他會派遣提摩太到教會替他執行一些任務，他會派遣提摩太到教會替他執行 些任務，

或者處理他分身乏術、教會所面對的問題，可見得提摩太深受保羅的器重。

不僅提摩太成為保羅重要的同工，而且從剛才聖經裡面我們看見—
保羅跟提摩太的關係非常非常的密切，保羅稱提摩太是他的「真兒子」，

提摩太並不是保羅所生的，但是因為保羅傳福音給他、栽培他、建立他，

可能保羅的年齡長一些，所以保羅看待他就好像是自己親生的兒子一樣可能保羅的年齡長一些，所以保羅看待他就好像是自己親生的兒子一樣

提摩太作為保羅的同工，不僅把保羅當作是他的老師、教練，

也把保羅當作是屬靈的父親，順服他、敬重他，不僅他們好像

有師生、父子的關係，也好像是朋友的關係一樣

在他們許多的工作的裡面，不是只有在工作一起配搭，

當保羅在他晚年、在他下監的時候，當他孤單、有需求，

我們可以從提摩太後書看見保羅寫信給提摩太，

盼望提摩太可以成為他的幫助，可以把他所需要的物資帶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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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提摩太可以成為他的幫助，可以把他所需要的物資帶給他，

所以我們看見保羅跟提摩太，他們的關係真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在我們人生信仰的旅程裡面，我們實在需要有保羅…
需要有保羅幫助我們、教導我們、陪伴我們、培植我們，以致於讓我們在信仰上，需要有保羅幫助我們 教導我們 陪伴我們 培植我們，以致於讓我們在信仰上，

能夠逐漸不斷地穩定成長。我就想到在我信主這一段很長的時間裡面，

在我的生命裡面，神為我預備了許多屬靈的保羅…
小學的時候，神透過一個主日學孫老師，教我有七年的時間，讓我在小學的階段、

在對信仰懵懂無知的時候，幫助我、啟迪我，以致於讓我從小就明白聖經。

在我大學時候的輔導饒孝楫牧師 在我認識他這三十多年裡面在我大學時候的輔導饒孝楫牧師，在我認識他這三十多年裡面，

不僅大學的時候他幫助我在信仰上、在生活上面，並且直到如今，

當我碰到生活上面、信仰上面、事奉上面有困難的時候，當我碰到生活上面 信仰上面 事奉上面有困難的時候

我仍然會去請教他，仍然會去尋求他對我的指引。

在我過去的教會帶領我有三十年時間的吳勇長老，

他常常透過個別的談話、透過講道，餵養我、幫助我，

以致於讓我在靈性上面，能夠有今天對神的認識、對神的事奉。

感謝神 神透過許多屬靈的保羅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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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神透過許多屬靈的保羅幫助我們，

不然我們一己的追求，對神的認識實在是太有限。

不僅我們需要有屬靈的保羅、我們也需要有屬靈的提摩太…
保羅把他對神的認識、從事奉裡面所經驗到的，他沒有保留的傳遞給提摩太，保羅把他對神的認識、從事奉裡面所經驗到的，他沒有保留的傳遞給提摩太，

無非要提摩太作一個忠心事奉主的人。今天我們在教會裡、在事奉裡面也是如此。

如果我們對神有一點點的認識、事奉有一點點的經歷，應當毫不保留的

當我們看見一些信主比我們要短淺的人、信主的年資比我們短的人，

應當毫不保留地要傾囊相授，把我們從神所領受的、所經歷的來幫助他們

讓我們的經驗成為他們的經驗，以致於讓他們可以減少許多摸索的路途讓我們的經驗成為他們的經驗，以致於讓他們可以減少許多摸索的路途

那保羅為什麼寫提摩太前書呢？寫作這本書原因是什麼？目的是什麼呢？

三14-15 我指望快到你那裏去，所以先將這些事寫給你，倘若我耽延日久，我指望快到你那裏去 所 先將這些事寫 你 倘若我耽延日久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保羅在馬其頓因為事工的耽延，所以他沒有辦法到以弗所去，而當以弗所教會

碰到困難的時候，他提醒提摩太要小心謹慎處理教會的問題跟困難，他要提摩太

盡忠職守、防範假教師，知道如何在教會設立同工、讓教會可以有好的發展。

這是保羅寫作提摩太前書的緣由、目的是要他知道如何來建立基督的教會，

8

這是保羅寫作提摩太前書的緣由、目的是要他知道如何來建立基督的教會，

要提摩太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就是教會，應當怎麼樣地來行。



最近台灣社會發生一些非常嚴重的事件，就是政府單位食品檢驗發現

在許多飲料、食物裡面，有不肖商人放進了違禁品、在許多飲料、食物裡面，有不肖商人放進了違禁品、

對人的健康有危害的東西，以致造成許多人心中的恐慌；

同樣的在教會，信徒靈性的成長、信仰的內容，

跟傳道人所傳講的真理有百分之百的關係。

保羅看見以弗所教會，面對一些錯誤、跟神的啟示不合的教訓，

慢慢地在危害教會 在破壞基督徒屬靈 健康已經慢慢地在危害教會、在破壞基督徒屬靈的健康，

所以在一3-4 保羅就對提摩太有一個鄭重的囑咐…
一3-4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3 4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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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跟前面保羅所講的書信有一些不太一樣，

通常保羅在一開頭都會對教會有一些的稱讚、肯定、鼓勵，

但是提前一3-4 保羅並沒有像以往一樣，先對教會肯定、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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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提前 3 4 保羅並沒有像以往 樣，先對教會肯定 稱讚，

為什麼會如此呢？可能有幾個原因…

1. 因為教會的問題太嚴重了，以致於保羅非常的心裡面焦急，

要趕緊地提醒、幫助提摩太，要提摩太來解決教會的問題。要趕緊地提醒、幫助提摩太，要提摩太來解決教會的問題。

2. 通常我們會講感謝的話、稱讚的話語，基於要跟受信者要建立

一個美好的關係，而保羅跟提摩太的關係已經夠親密了，個美好的關係 而保羅跟提摩太的關係已經夠親密了

保羅已經不再需要再跟提摩太再透過肯定、稱讚，來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在提摩太前書所探討的問題，並不是提摩太的問題，而是以弗所教會的問題，

羅 有像在寫 教會 書 先對教會有 感恩 稱讚所以保羅並沒有像在寫給一些教會的書信，先對教會有一些的感恩、稱讚。

在保羅對提摩太鄭重地囑咐裡面，要提摩太注意幾件事…
1 他要提摩太防範一些人不可以傳異教。1. 他要提摩太防範一些人不可以傳異教。

當看見這幾個字，我們會以為保羅大概禁止別的人傳別的宗教信仰，其實不是，

所謂的傳異教並不是傳別的宗教信仰，這裡的傳異教是指傳錯誤的教訓、

是跟保羅從神那裡所啟示的福音的真理不同的教訓。

這樣子的現象不是只有在以弗所教會曾經發生過，

如果你看加拉太書 哥林多教會 同樣的他們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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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加拉太書、哥林多教會，同樣的他們過去，

也都曾經面對一些假教師、假先知進到他們當中，來傳遞所謂的福音。

2. 不要聽從荒渺無憑的話語。

是一些沒有事實的根據、無稽的、荒誕的傳說，是不足為信的，是 些沒有事實的根據 無稽的 荒誕的傳說 是不足為信的

穿鑿附會、加添許多的事物，為了要造成人的吸引跟興趣，

所以有許多沒有聖經根據的東西，就在教會裡面流傳，

而這樣子的一些沒有根據的東西、荒謬的一些的言論，

就會對信徒的靈性造成極大的影響，當然也會影響基督徒對上帝的信心。

3 不要聽從那些無窮的家譜3. 不要聽從那些無窮的家譜。

猶太人非常非常看重家譜，因為家譜是證明他們身分最有利的一個憑證，

如果是君王、先知、祭司，更要透過家譜來印證到底他們的出身是如何如果是君王 先知 祭司 更要透過家譜來印證到底他們的出身是如何

而且家譜也是他們可以得著產業的一個憑據

當時有許多假先知、假教師，運用了舊約裡面許許多多的家譜，加上許多的人名、

加上自己的一些想像，就把這些家譜串成一些非常吸引人的、

新奇的一些道理，以致於透過這些家譜能夠讓人來認識神；

其實這一些家譜基本上對保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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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 些家譜基本上對保羅而言，

他說這些無窮的家譜其實對人的信仰並沒有真實的幫助。

為什麼保羅要告誡提摩太，要防範錯誤的教訓、荒渺無憑的話語、無窮的家譜？

乃是因為在教會裡面講論這一些事情，不僅對信徒的靈性沒有幫助、乃是因為在教會裡面講論這 些事情 不僅對信徒的靈性沒有幫助

對教會的建立成長沒有幫助，反倒會引起諸多的辯論、引起諸多的紛爭…
4 這等事只生辯論，並不發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在教會討論這些事，對於上帝所訂立的計畫是毫無建樹、毫無幫助的，

好像是毒素一樣，當毒素進到人的身體裡面，就會對人的身體造成危害

當這些錯誤的教訓進入到信徒的心裡面，就會對信徒的靈性造成破壞，當這些錯誤的教訓進入到信徒的心裡面，就會對信徒的靈性造成破壞，

而且也讓人跟神的關係造成極大的影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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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 這愛是從清潔的 和無虧的良 無偽的信 生出來的

基督信仰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愛」，

不僅神愛我們，也提到我們要愛神，

我們用愛神來回應祂對我們的愛

而且弟兄姐妹、人跟人之間也要彼此相愛

所以保羅囑咐提摩太，要他在傳講真理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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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保羅囑咐提摩太 要他在傳講真理的時候

一定要抓住信仰的核心，就是愛。



而這個愛是從哪裡生出來的呢？是從一個清潔、無虧的、無偽的信心，

從這樣的心生出來的，這個心代表是我們的一個內在的心態，從這樣的心生出來的，這個心代表是我們的 個內在的心態，

是我們一個事奉跟神的關係所表露出來的一個心態…
清潔的心，是沒有罪的、是單純的、是不受罪惡汙染的

無虧的良心，是美善的、是沒有缺陷的、是不偏不倚的良心

無偽的信心，是真實的、是美好的、它不是虛假的

當我們擁有了神所給我們的生命，當我們要事奉神，當我們擁有了神所給我們的生命，當我們要事奉神，

我們不能夠離開基督福音的中心就是「愛」。

求神幫助我們，讓我們每一個事奉神的人、也包括每一位弟兄姐妹，一定要留意—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每 個事奉神的人 也包括每 位弟兄姐妹 定要留意

到底我們所信的是什麼？所信的到底跟神所啟示的福音有沒有相合？

如果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不合乎聖經的一些理論，我們一定要提防它、

我們一定要拒絕它，免得當它進到教會裡面，

對我們個人、也對教會帶來極大的破壞。

我們要求神給我們有清潔的心、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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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求神給我們有清潔的心、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

以致於讓我們可以一生來事奉神，願神賜福祂的話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