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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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是 神 管家 須 可 責 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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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 就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 又能把爭辯的 駁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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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克里特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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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嚴嚴地責備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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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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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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這一生至少給我學到的一個功課，他知道他不可能在一個地方長長久久，

所以當他是一個巡迴佈道者的時候，怎麼把他所辛苦建立的教會延續下去，所以當他是 個巡迴佈道者的時候，怎麼把他所辛苦建立的教會延續下去，

能夠維持得美好，而且讓異端不會進去，讓破壞的勢力不會進入，

他必須找合適的人才，栽培人才是保羅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目標，也是他的使命。

所以他到任何地方，都是勸勉或者是自己親自栽培，

或者是找他的同工去栽培，保羅他就勸勉提多作這份的責任。

個作長輩的人如果不懂得青出於藍更勝於藍的 個重要性的話一個作長輩的人如果不懂得青出於藍更勝於藍的一個重要性的話，

這個長輩這一輩子沒有人接棒，他會累死的。

我知道很多的人，在他服事的這一生的時候，開始非常的好，我知道很多的人 在他服事的這 生的時候 開始非常的好

到後來卻因為沒有接棒的人，讓他把自己努力的成果卻在自己手上把它擱置了。

這麼多年，如果一個服事神的人，在服事的過程裡面沒有人接棒的話，

他一個人能做多久呢？做到七老八十，走不動了還要繼續撐下去嗎？

我也知道有的人在事奉的中間放不下去，甚至於把它據為己有。

我個人這麼多年，從保羅、從提多，我學到的功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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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這麼多年，從保羅、從提多，我學到的功課是：

「主啊！謝謝你，讓我不怕青出於藍的，更不怕勝於藍的人」。

我常常以這些從中間出來、可以好好服事主的人為榮、為美，

我再說：「我不夠資格成為是栽培他們的人，那是神自己栽培。」我常常提醒：我再說： 我不夠資格成為是栽培他們的人，那是神自己栽培。」我常常提醒：

「主啊！讓我的服事是長久的，讓這個服事是你在中間得完全的榮耀，

是你讓這個事工可以生生不息的，不要在我結束了、我停了，就結束了。」

我退休的時候是五十八歲，我跟主禱告說：

「主！但願接我棒的人不會因為我過去所做的成為他批判的對象；

相 地 讓我 把最 交給 然後我 外 地方再去開相反地，讓我可以把最好的交給他，然後我可以從另外的地方再去開始。」

感謝主，這都是從聖經裡面學到的功課。

保羅勸提多栽培的長老有一些資格的，這些資格是事奉神的人必須要常常提醒自己的。保羅勸提多栽培的長老有一些資格的，這些資格是事奉神的人必須要常常提醒自己的。

我最怕的是一些人資格不夠，卻讓他服事的時候，他會成為教會的重擔，

這個資格裡面包含他屬靈的生命、屬靈的恩賜，屬靈的品格。

華神最早創辦的時候，宗旨裡面提到，他們要栽培的一群的學生是

「靈命、學識、事奉，同討主喜悅的好的僕人。」

後來又再增加了 個「品格 我覺得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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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又再增加了一個「品格」。我覺得有道理的，

靈命、知識、事奉、品格，這就是如虎添翼一般。



所以保羅勸提多，要提多找人才的時候，一定注意到的是這個可以成為領導的人，

他本身要盡的本分，他要做的都講得非常的清楚他本身要盡的本分，他要做的都講得非常的清楚…
一、做長老或是做領導的人要「無可指責」。

代表這個人不會有任何的把柄、缺失，成為他服事的時候被人攻擊的口實。

其實我們在現在，在我們的這種環境裡面，大家很清楚不論你要到什麼位置，

如果有人找到你過去的一些不好的記錄的時候，我想這個人希望還要往下走，

大概是不容易的了 外邦人都是如此地要求 個人的品德如何的時候大概是不容易的了。外邦人都是如此地要求一個人的品德如何的時候，

我們成為主的僕人的人怎麼可以隨便？怎麼可以找人的時候是那麼輕易草率？

這裡的無可指責包含的是他的人品、居家、工作、過去的歷練、給人看到的記錄，這裡的無可指責包含的是他的人品 居家 工作 過去的歷練 給人看到的記錄

也許大家會說：「找這樣的人多難啊？怎麼可能找得到呢？」

上帝沒有要找的一個人是一下子就是完全的人，

而是在過程中間越來越討神的喜悅、越來越完全。

太五48 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那個完全是一個標準，是一個進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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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完全是 個標準，是 個進行式，

是一個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的一個過程。

二、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兒女也是信主的，提到的是他的家庭。

以前有人要找我證婚，我們有八堂課，每一堂課三個小時，要上婚前輔導課，以前有人要找我證婚，我們有八堂課，每 堂課三個小時，要上婚前輔導課，

我們要教他們怎麼作丈夫、怎麼作妻子、怎麼管理金錢等等。

可是現在好像很容易地，就在一些婚姻上不只是糟蹋、很容易地破碎，

然後讓兩個人，包括基督徒的婚姻在內，有的時候受到很多的虧損。

我在想其中有一件道理是我對我的家，我成家的那一刻，

這個責任在我身上是如何？我看重它？或者我不在乎它？這個責任在我身上是如何？我看重它？或者我不在乎它？

有一次在我證婚的一個場面上，我問新娘子：「妳為什麼要嫁給未來的丈夫？ 」

她沒有說任何一句話，她把她的頭往他的肩膀上一靠。她沒有說任何 句話 她把她的頭往他的肩膀上 靠

這一靠代表什麼？代表這個人值得她一輩子的倚靠、信賴。

這個不只是婚姻上的關係，這是一輩子夫妻兩個人

永遠、永遠地要信守的約定。約是一輩子，不容許破壞的。

所以保羅提醒提多，你要選的領袖，他的家庭如何？他跟他的孩子關係如何？

他跟他的妻子關係如何？請你注意這裡是男女兩性組成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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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他的妻子關係如何？請你注意這裡是男女兩性組成的家庭，

這些的關係如何？是非常重要成為選擇他能不能成為領袖的條件。

三、任何人在他們的生活裡面都不會「告他放蕩不服約束的」。

換句話說，在服事的上面沒有人告他們隨心所欲的、在他的生活裡面不檢點，換句話說，在服事的上面沒有人告他們隨心所欲的、在他的生活裡面不檢點，

然後在很多的東西不懂得約束、不懂得自我期許，

不只是讓人成為一個笑柄，更讓人因他憂傷。

但願每一個服事神的人都在神的面前不是隨便的、不是輕易、輕慢的，而是在

每一樣生活中間是非常小心，不讓任何破口成為將來在事奉上面的一個危機。

接著下來保羅提醒提多有 些是不可的接著下來保羅提醒提多有一些是不可的…
「不要任性」，是提醒他不要只圖利自己，讓自己以為滿，

而要懂得兼顧、懂得幫助人。而要懂得兼顧 懂得幫助人

當談到只圖滿足自己，以自我為中心，

請問這樣的人，你怎麼可能成為一個服事神的人呢？

所以保羅要提多小心一個人是自私慣的人，凡事都是以自我為中心，

所有的一切只想到我得什麼利，然後才去做什麼事的時候，

有利可圖比別人爭得快，而沒有利的時候或甚至於有危機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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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可圖比別人爭得快，而沒有利的時候或甚至於有危機的時候，

是推得比別人快的，這樣的人怎麼可能讓他成為一個領導的人？

「不能暴躁」，就是他的個性太過衝動、太過毛躁、太過激烈，

在言語上暴躁、在行為上暴躁，在生活上動輒跟人大小聲的，在言語上暴躁 在行為上暴躁，在生活上動輒跟人大小聲的，

然後跟人好像是要爭吵的這種狀況。

保羅提這個的時候一定是有所指的，

因為革哩底這個地區的人

動輒就跟人控告、跟人鬥毆，動輒就跟人法庭見，

這樣的情況怎麼可能在教會的領導人身上、能夠有這些條件呢？這樣的情況怎麼可能在教會的領導人身上、能夠有這些條件呢？

「不因酒滋事」，一般的人說喝點小酒沒有問題，可是酒也能亂性。

保羅勸提摩太偶而用點酒是為了暖身，像藥酒的功能，他沒有反對，保羅勸提摩太偶而用點酒是為了暖身 像藥酒的功能 他沒有反對

可是他提醒不要醉酒、不要酗酒。

當我們習慣於在酒裡面、沉湎於它的時候，

它就成為我們的主人，喝酒帶下來的危機太多了，

不只是酒能亂性以外，包含酒會讓一個人的人品破產，

酒會使一個人狂妄、一個人暴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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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會使 個人狂妄 個人暴力等等

我想我們在周遭也看到很多因為酒滋事的這群人。



「不打人」，原文是說「不做一個打擊別人的人」。

在我們的四周圍，我如果不想故意跟你面對面，我找別人來代替我作打手的，在我們的四周圍，我如果不想故意跟你面對面，我找別人來代替我作打手的，

我想這事多得多。一個作領導的人，如果我不懂得幫助弟兄姊妹度過難關、

不懂得提醒、不懂得傳道授業，包括後面解惑，甚至於排難解紛…，

如果我都不能做得到的話，我想我怎麼可能領導？

而動不動地就要作打擊者、找打手幫忙的話，這個團隊會四分五裂的。

「不貪無義之財 革 底 常有 個特色 是熱衷於貪圖財利「不貪無義之財」。革哩底人經常有一個特色，就是熱衷於貪圖財利，

不論用任何方法，只要得到財利，他們就趨之若鶩，

只要能夠得到財利，不管來的是有道、無道的，他們都會擁為己有。只要能夠得到財利 不管來的是有道 無道的 他們都會擁為己有

貪財，聖經講是萬惡之根，一個人在貪財上面讓財成為他的網羅的時候，

這個人的事奉只會帶下對教會的敗壞。

聖經很清楚講，有一分錢沒有還清的時候，他不可能從中間出來的，

因為你貪一毛錢，名義上還是貪，即或你說：「早知如此，我貪個幾億。」

請你不要忘了，當你動機不純的時候，有貪財的欲念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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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不要忘了，當你動機不純的時候，有貪財的欲念的時候，

那個貪就會使這個人整個被崩潰、整個被毀掉。

接著下來有一些是他要盡的本分…

要「樂意地接待遠人 作領導的人，他不能有勢利眼，要「樂意地接待遠人」。作領導的人，他不能有勢利眼，

他看任何一個人，不論他的貧窮、富貴，到教會來的時候，

只要他是陌生人，他一樣地禮遇、款待、接納。

教會是一個愛的團隊，所以沒有高下之分，沒有階級、地位之分。

從遠方來的人有需要的時候，他能盡上一己的責任幫助，這是他該盡的本分。

而這個從遠方來的 聖經告訴我們 有可能接待的人就是接待到了天使而這個從遠方來的，聖經告訴我們，有可能接待的人就是接待到了天使。

要「好善」。樂善好施，這是一個作領導的人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他不自私、他有好的行為，懂得怎麼跟人分享，怎麼懂得幫助人，所以他不自私、他有好的行為，懂得怎麼跟人分享，怎麼懂得幫助人，

我想這個是一個作領導的人，是必須要學的功課。

這麼多年好善，事實上是一個活水的江河，不見得所有東西都是要為自己，

如果能夠給人、跟人分享，那是何等美、何等好的。

感謝主，我從小享受到擁有到這些耶和華以勒的美，

所以在我人生到今天 從我手上經過的能夠成為給別人得幫助的不知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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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我人生到今天，從我手上經過的能夠成為給別人得幫助的不知凡幾。

謝謝主，完全沒有可誇，我只是學這個功課，作一個活水的導管。

要「莊重」。指在思想、在行為、在各樣的情緒上面能得到正確的控制管理，

使他的思想、動作、言語都合乎分寸，沒有任何踰矩、沒有任何越軌。使他的思想、動作、言語都合乎分寸，沒有任何踰矩、沒有任何越軌。

要「公平」。每一個人都是主的兒女，你為什麼用他？不用他？

服事神公平的法則、要求，沒有兩樣砝碼的水準，在教會非常在乎的。服事神公平的法則 要求 沒有兩樣砝碼的水準 在教會非常在乎的

所以公平、合宜、公義是一個事奉神的人，也是找人的時候一定要注意的。

要「聖潔」。無論希臘字跟希伯來字，都有相同的一些的基本意義，

譬如說是分別出來、歸耶和華為聖。

就是從神那裡所領受到，再回到我分別出來的地方，去影響他們、去改變他們，

這個分別出來、影響他們，這個過程都包括在聖潔的範圍裡面。這個分別出來、影響他們，這個過程都包括在聖潔的範圍裡面。

所以保羅勸提多：「你要找的人，是他不只是跟當地的人不同流合汙，

他還需要從神那裡領受神給他的一個聖潔的本質，然後成為神美好的見證。 」

弗四23-24 我們人是照著神在真理和仁義與聖潔所造的。

當我們被造的時候，有神聖潔的屬性在裡面，包含兩個層面，

個是真理 個是仁義 真理是內涵 仁義是行出來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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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真理，一個是仁義，真理是內涵，仁義是行出來的標準，

一個人裡外都和諧、裡外都聖潔，是上帝對這個人非常重要的要求。

要「自持」。就是要懂得自我約束、懂得自制、懂得自我管理。

這個時代不缺在前頭的人，缺少的是自我約束、自制、自我管理的人。這個時代不缺在前頭的人，缺少的是自我約束 自制 自我管理的人

要「堅守所教真善美的道理」。

一個領導的人，他必須在生活、在見證裡面，他要盡到的本分，要善於教導。

當領導的人這麼做的時候，我選出來的人是這樣的人的時候，會得到兩個果效：

1. 可以把純正的教訓用生活活在眾人面前。

2 讓眾人在我身上是沒有任何爭辯 是沒有縫隙可以插針2. 讓眾人在我身上是沒有任何爭辯，是沒有縫隙可以插針，

所以也因此我們可以對那些常常要找我麻煩的人，

因著我的生活這麼檢點、這麼守紀、安分守己等等，因著我的生活這麼檢點 這麼守紀 安分守己等等

他沒有任何可以找到把柄、找到缺口來破壞，

這樣的服事才能帶給教會、帶給弟兄姊妹幫助。

對於有問題的人，我們也可以因著我的生活實踐，是身體力行的，

我可以堵住一些破壞人的口，我可以從中間提醒、警告，

讓我的生活都在神合宜的路上，教會因我得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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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的生活都在神合宜的路上，教會因我得益處

弟兄姊妹因我的順服得上帝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