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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淤泥而不出淤泥而不染染
提摩太後書：三1~9提摩太後書 三1 9

1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

2 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

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

3 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凶暴，不愛良善，

4 賣主賣友 任意妄為 自高自大 愛宴樂 不愛 神4 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 神，

5 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躲開。

6 那偷進人家、牢籠無知婦女的，正是這等人。那偷進 家 牢籠無 婦 是這等

這些婦女擔負罪惡，被各樣的私慾引誘，

7 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道。

前 庇怎樣 擋摩 這等 怎樣 擋真道8 從前雅尼和佯庇怎樣敵擋摩西，這等人也怎樣敵擋真道。

他們的心地壞了，在真道上是可廢棄的。

9 然而他們不能再這樣敵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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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然而他們不能再這樣敵擋；

因為他們的愚昧必在眾人面前顯露出來，像那二人一樣。

提後三 保羅要提摩太留意現在所處的環境跟時代，

保羅指出當時的時代所面對的種種問題，保羅指出當時的時代所面對的種種問題，

讓提摩太知道當時時代的特性

幫助提摩太，讓他不會受到當時的敗壞、罪惡的世界所影響

他鼓勵提摩太要保守聖潔，要了解這個時代的需要，

並且按著這個時代的需要，來供應、來傳講上帝的話語，

雖然身處在罪惡敗壞的世代，但是要讓他保守聖潔、雖然身處在罪惡敗壞的世代，但是要讓他保守聖潔、

出淤泥而不染，以致於能夠完成神透過他作為這個時代的見證人…

怎麼樣能夠出淤泥而不染呢？首先必須認識危險今日的光景，怎麼樣能夠出淤泥而不染呢？首先必須認識危險今日的光景

三1-5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

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

自誇 狂傲 謗讟 違背父母 忘恩負義 心不聖潔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聖潔，

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自約，性情凶暴，不愛良善，

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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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躲開。

保羅一開始，就一系列地針對所處的時代，

許多人性的問題、人的許多外在表現的許多現象，許多人性的問題、人的許多外在表現的許多現象，

做一系列的陳述，有幾個特點…
1. 所描繪的用詞全部都是負面的。

2. 所用的這些的字眼、字彙，在聖經裡面出現並不多，

有的甚至只有出現一次，所以實際上它所代表的含義，

至今並不清楚所描繪的到底是什麼意思。至今並不清楚所描繪的到底是什麼意思。

3. 總共列出十九項，是當時整個社會一個普遍的現象。

這十九項，大概可以把它分作四個大類…這十九項 大概可以把它分作四個大類…
1. 代表人跟神之間關係的破裂。

2. 代表的人心險惡的一個狀況。

3. 強調的是人的自我中心，人因為自我，所以不顧到跟神、

也不顧到跟人之間的關係。

4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有很多的阻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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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有很多的阻隔。

我們現在要分別按照這四個大項，來一一地做細說。



第一大類、人跟神之間的阻隔。

人內心裡面對神都有一些的渴望，人希望能夠認識神、人內心裡面對神都有 些的渴望，人希望能夠認識神、

希望跟這位看不見的神建立關係、希望從神那裡得著一切的福祉，

但是很可惜的—人是有限的、神是無限的，

人是有罪的、神是無罪的，

所以人想要用自己的辦法來尋找神，是沒有辦法尋找，

當人找不到神的時候，人就常常會用許多的事物來替代神。當人找不到神的時候，人就常常會用許多的事物來替代神。

到底人會用什麼事物來替代神呢？

一、謗讟，就是反叛神、悖逆神的意思，乃是因為謗讟 就是反叛神 悖逆神的意思 乃是因為

人想要以自己來作神，人想要自己來主宰一切，

所以當人想要任意妄為不要神作神，是想自己作神，

謗讟所代表的是人用自己來替代神。

可是當人想要自己作自己主宰的時候，

發現人能力實在太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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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人能力實在太有限了，

詩篇十六 人用別的來代替神，他的愁苦就加增。

二、人貪愛錢財，人想要用錢財來作為他的主人。

錢財的魔力非常的大，在這個世界，人想要以追求金錢錢財的魔力非常的大，在這個世界，人想要以追求金錢

來成為人的滿足、來成為人的安全感的所在。

我們期待賺更多的錢、希望錢能夠帶給我們生活品質的享受跟改善，

所以今天當人找不到神的時候，人就用金錢來作為他的主人。

三、人愛宴樂、不愛神，「宴樂」代表我們人生的享受。

我的意思不是說信主的人不必享受人生 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說信主的人不必享受人生，不是，

而是在那個時代人在生活裡面，貪求物慾、食慾、性慾的滿足，

所以整天在追求生活的享受，以生活享受來作為人生追求的目標。所以整天在追求生活的享受 以生活享受來作為人生追求的目標

殊不知人生不是只有身體的需要，人生還有精神、在心靈方面的需要，

更重要的，人還有靈魂的需要，如果沒有以神來當作我們人生的首位，

就算賺得再多的金錢、擁有再好的生活享受，

但是內心仍然充滿了許多的虛空、仍然有許多的不滿足。

不僅在保羅當時的時代 人用自己、用金錢、用宴樂來代替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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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在保羅當時的時代，人用自己、用金錢、用宴樂來代替神，

其實我們看今天的世代，何嘗也不是如此呢？

如同聖經所說的：人若賺得了全世界而賠上了自己的生命，

有什麼益處呢？還有誰能夠用金錢來換取生命呢？有什麼益處呢？還有誰能夠用金錢來換取生命呢？

人的生命才是最寶貴的，唯有回到那位創造我們、愛我們的主面前，

從祂的身上能夠得著最深的滿足、喜樂、平安。

人常常有著一副敬虔的外貌，但是卻背了敬虔的實意，

那個敬虔不是真正的、不是從內而發出的，只是一個外在的形式，

雖然人也期待運用許多的宗教來尋找到神 來找到這位創造我們的神雖然人也期待運用許多的宗教來尋找到神、來找到這位創造我們的神，

但是許多的宗教信仰、甚至有的基督徒，也把基督的信仰當作只是一個形式，

只是一個外表的儀式，我們遵守一些儀式想要討神的喜悅。只是 個外表的儀式 我們遵守 些儀式想要討神的喜悅

但是無論是形式也好、儀式也好，甚至有人把基督的信仰當作是一種祈福的信仰—
我盼望我的人生能夠得著更多的福分，所以我來信靠祂，

我希望從祂得著健康、福氣、金錢、很多的享受，

許多人信仰的心態根本就是錯誤的！

所以我們看見保羅所列的這十九項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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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看見保羅所列的這十九項裡面，

第一個我們所看到的是講到有關於人跟神關係的隔絕。

第二大類、人的自我為中心、充滿了自我，

以致看不見別人、當然更看不見神。以致看不見別人 當然更看不見神

這裡用到好多的辭彙有關於自我的：像專顧自己、自誇、狂傲、

自高自大…，都是描繪人心中沒有神，人就把自己無限量的膨脹。

可是當我們一個屬神的人被神的救恩所得著，應該要從自我裡面走出來，

我們應該把上帝的需要、把上帝的旨意、把別人的需要，放在我的需要之先。

在英文裡面有所謂的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這是英文的文法規則，在英文裡面有所謂的第一人稱、第二人稱、第三人稱，這是英文的文法規則，

但是希伯來人懂得人際之間的優先的次序，所以對希伯來文來講—

第一人稱是「他」、第二人稱是「你」、第三人稱才是「我」

就猶太人、就希伯來人他們正確的一個關係，是把神擺在生命的第一位，

然後把別人的需要擺在我生命的第二，然後把我擺在生命的第三。

因著有這個正確的次序，以致於我們的人生才有一個圓融的關係。

在當時的時代，整個社會敗壞罪惡的問題是因為人以自我為中心，

因為人的自我，讓我們就看不見別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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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的自我，讓我們就看不見別人的需要，

因為人的自我，讓我們就悖逆神、而不以神當神。



第三大類、人的心裡面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邪惡和詭詐。

這段經文用到不能自約、性情兇暴、不愛良善、忘恩負義、心不聖潔、賣主賣友…，這段經文用到不能自約 性情兇暴 不愛良善 忘恩負義 心不聖潔 賣主賣友 ，

都是講到在人的心裡面有許多的邪惡。

雖然人有一個美麗、端莊的外表，但是在人的內心裡面，

有許多的思想、意念，並不是別人所能夠了解的。

我可以把一些言語表達給你，但是絕對不敢把我內心裡面所想的、

甚至把我的動機告訴你，因為在我的思想、動機裡面，甚至把我的動機告訴你，因為在我的思想、動機裡面，

有許多是不堪的、骯髒的、汙穢的。

而在當時，這些人心裡面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邪惡，包括放蕩、不能夠控制自己，而在當時 這些人心裡面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邪惡 包括放蕩 不能夠控制自己

這裡的不能自約，就是不能夠自制、不能夠控制自己

而且提到的性情兇暴，就是不能夠控制我們的情緒，

不僅不能夠作情緒的主人、反倒作了情緒的奴隸，

不僅不能夠體會別人對我們的恩惠，反倒還忘恩負義，

不僅不能夠正當地來對待他，反倒當別人對待我們好的時候，

9

不僅不能夠正當地來對待他，反倒當別人對待我們好的時候，

忘記了他的恩典、反倒以惡來報善

第四大類、人際之間的關係是破裂的，這裡提到

違背父母、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都是講到人跟人之間關係的破裂。違背父母 無親情 不解怨 好說讒言，都是講到人跟人之間關係的破裂

夫妻之間、親子之間，應該是最親密的、最有更多的愛來彼此地對待跟表達的，

但是很可惜的，人因為心中充滿了各樣的邪惡，不僅我們不能夠體會

父母親養育我們的恩情，反倒我們悖逆、違背他們，

孝道在全世界、在人倫的關係裡面，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可是在當時的世代，我們看見許多的人不僅是違背父母，可是在當時的世代，我們看見許多的人不僅是違背父母，

而且根本不看重家人之間親情的關係。

以致於在面對跟其他人的相處裡面，有所謂的「不解怨」，以致於在面對跟其他人的相處裡面 有所謂的 不解怨」

就是不願意跟別人有和睦的關係，面對別人對我們的傷害、虧欠，

老是耿耿於懷、永遠都不能夠有一個饒恕的心。

整個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一個精神就是饒恕跟赦免，所以什麼是福音？

福音的核心就是神赦免我們的罪—當我們在祂面前承認的時候。

所以當我們面對那些虧欠 傷害我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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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我們面對那些虧欠、傷害我們的人，

我們也要用上帝所給我們饒恕的恩典來對待他們。

保羅用很簡單的篇幅就再再地讓我們看見—當時的世代

人跟神之間有很大的阻隔；人跟神之間有很大的阻隔；

人心中充滿著各樣的自我，以致於人看不見別人的需要；

人的內心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邪惡，所表現出來的種種行為沒有討神的喜悅；

人際之間也充滿了許多各式各樣的問題。

不僅我們要了解這樣的一個時代，我們也要看看當時這些的行為表現，

其實也是那些假教師他們的行為跟他們的表現其實也是那些假教師他們的行為跟他們的表現…
三6-9 那偷進人家、牢籠無知婦女的，正是這等人。

這些婦女擔負罪惡，被各樣的私慾引誘，常常學習，終久不能明白真道。

從前雅尼和佯庇怎樣敵擋摩西，這等人也怎樣敵擋真道。

他們的心地壞了，在真道上是可廢棄的。然而他們不能再這樣敵擋；

因為他們的愚昧必在眾人面前顯露出來，像那二人一樣。因為他們的愚昧必在眾人面前顯露出來，像那二人一樣。

他馬上轉變到在教會裡面影響弟兄姐妹的假教師的身上，

所以很明顯的剛才保羅所敘述的這些社會的現象，不僅是社會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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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羅 象 象

而這些的行為表現，也在一些假教師的身上來顯明出來。

這些假教師是怎麼工作的呢？他們的工作重點是進到信徒的家庭裡面，

是以破壞家庭來作為他們主要的訴求。是以破壞家庭來作為他們主要的訴求

家庭的制度，是整個社會許多關係裡面最最重要的制度之一，

許多因為破碎的婚姻帶來破碎的家庭，許多的家庭正在

陸續地瓦解當中，因為有許多的罪惡、因為人的許多的問題，

以致於讓家庭裡面的夫妻關係、親子的關係破裂。

而家庭裡面什麼樣的人容易受假教師的影響呢？經文裡面提到有 些的婦女而家庭裡面什麼樣的人容易受假教師的影響呢？經文裡面提到有一些的婦女，

當然我的意思不是說婦女就很容易受騙上當，不是，

而是在當時以弗所教會裡面，有一些婦女就受到這些異端、假教師的影響。而是在當時以弗所教會裡面 有 婦女就受到這 異端 假教師的影響

這些的婦女有什麼樣的特點呢？聖經說到這些婦女無知，因為她們無知，

很容易的、沒有分辨的能力，就受到假教師的影響，思想就被假教師所控制

然她 想來 真道 是 教師 傳講 是 謬 道雖然她們也很想來明白真道，但是假教師所傳講的就是錯謬的道理，

因為她們沒有分辨的能力，所以她們就落在各樣的迷惘裡面，

並且她們陷溺在各人本身的私慾的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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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她們陷溺在各人本身的私慾的裡面

以致於她們雖然學習、雖然渴慕，但是終究不能夠明白到底什麼是真道。



保羅引用了在出埃及記裡面

那些敵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兩個假教師，那些敵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兩個假教師，

保羅也說到這些假教師他們基本上

雖然他們在那裡做許多破壞的工作，

但是至終他們的心地是壞的、他們道德破產的，

並且他們不能夠與這位真神來作抗衡，

他們的工作到最後注定是要失敗的。他們的工作到最後注定是要失敗的。

求神幫助我們，讓我們透過提後三1-9

讓我們能夠了解這個時代、掌握這個時代的問題讓我們能夠了解這個時代 掌握這個時代的問題

讓我們也確切地知道這時代的需要，以致於

我們知道如何在這個時代成為神所合用的工人

讓我們出淤泥而不染，

並且讓我們能夠透過傳揚真道力挽狂瀾，

以致於讓這個時代許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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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於讓這個時代許多的人，

他們能夠找到真光、能夠回到真神的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