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緊的事
提多書 第四課…

提多書 三1~8
提多書：三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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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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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要緊的事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暫停

音量、全螢幕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

請按

前後換片、暫停

課程綱要，可指定播映片號內容

開始播放

1

2

這一章的經文主要強調的點，都是讓我們怎麼跟四周圍的鄰居、環境、社區融合，
怎麼跟他們成為好的夥伴，而不讓彼此成為 個對立的麻煩人物。
怎麼跟他們成為好的夥伴，而不讓彼此成為一個對立的麻煩人物。
提多書就是要求我們跟整個的社會，公民應該善盡的本分，
我們不能缺少，而且必須做的標準是比別人的更高。
我常常會告訴弟兄姊妹這是應該的，因為我們既然成為主的兒女，
連這起碼的本分都做不到的話，我們會很羞愧的。

提多書 三9~15
提多書：三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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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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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所需用的，免得不結果子。
同我在 處
都問 安 請代問那
有
愛我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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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基督赦免我們，把我們從罪惡裡面救拔出來的時候，
耶穌基督赦免我們
把我們從罪惡裡面救拔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要給我們一個新造的生命，讓我們的舊事都過了，都要變成新的了，
既然是 個新的而且有新生的樣式 我們就應該按著聖經
既然是一個新的而且有新生的樣式，我們就應該按著聖經，
按著耶穌基督拯救我們、賜給我們的新的生命活在眾人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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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說聖經說我們是光是鹽，這是我們生命的本質，如果瞭解光鹽本身，
他們的表現都沒有自己的，當他們的功能發揮出來的時候，都是使別人得益處。
所以如果我們強調的是自我的一個中心，以自我為準，
社區和鄰里都要以我們為中心 我想最起碼我們會失去了 個
社區和鄰里都要以我們為中心，我想最起碼我們會失去了一個
應該有的標準的所行出來的一個造就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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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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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毀謗 不要爭競 總要和平 向眾 大顯溫柔
不要毀謗，不要爭競，總要和平，向眾人大顯溫柔。

1.「守法」，我們所在的地方不應該讓它次序是亂的、環境是髒的，人與人之間
只有個體沒有群體，只有個人獨立的作為沒有彼此相愛的群體的生活。

 作基督徒絕對不是難的事情，因為靠著那加給我們力量的主，凡事都做得到

2.「樂於服務」，就是要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我做出來的每一樣的事情，
可 讓別人參考效法學習 他也照著去做 就是我作在他們身上最大的善事
可以讓別人參考效法學習，他也照著去做，就是我作在他們身上最大的善事。

 今天如果是靠我們自己，說實話，別人打我的左臉，我也不會把右臉給他打，

我為什麼要委屈自己？可是因為我有主耶穌的生命的時候，我的價值觀改變、
我的跟人相處的藝術也不一樣了，所以我應該活出來的是用基督的愛，
用聖經的準繩真理，在所處的社會環境，作一個直接的、正向的影響

3.「謹言慎行」。這個時代不缺少說話的人，是缺少在話語上面沒有過錯的人，
求主特別憐憫教會是一個愛的所在，教會不容許
在言語行為是一個破壞性的、且是一個使人受害的。
所以按理講在教會裡面聽不到惡意的攻訐、
聽不到言過其實惡意的抹黑中傷這些，
因為那不是彼此相愛應該有的。

今天的社會，我憂心的是基督徒沒有該有的榜樣，
或者該盡的本分使他的鄰居朋友效法 以至於等到有任何問題出現的時候
或者該盡的本分使他的鄰居朋友效法，以至於等到有任何問題出現的時候，
沒有任何的聲音可以表達他跟眾人不同的，尤其他的光鹽的生命在哪裡？
我們都瞭解一個完全黑暗的環境，只要有五燭光的燈泡，
這個環境會變亮的，問題基督徒他是怎麼做？
會變亮
基
麼
所以保羅勸提多你一定要告訴教會的弟兄姊妹，
他們要順服作官的、掌權的等等。
他們要順服作官的
掌權的等等
剛剛我已經念了聖經的經文，我把它歸納整理成為幾個比較容易記得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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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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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希臘字是說我要站在正經事業的前面留心做，是你站在什麼地方的前面，
換句話說我們要站在一個善美愛的前面，然後好好努力去做的時候，
保羅說這是好的事，這是對人有益的。

5.「仁慈」，希臘字的意思，用公正慈悲的心努力讓自己不要落在違法的範圍裡面。
所以這裡提到的仁慈的時候是表達積極進取、讓自己成為美好的典範，
如果有人要找榜樣的時候，在教會都可以找得著。
盼望教會都是一個活的見證者，使眾人因此可以看到我們基督徒的愛的時候，
就把榮耀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

我很喜歡唱一首詩歌：以前我是怎麼樣的人，現在我是怎麼樣的人，
以前我在乎的是名利等等，現在我在乎的是主自己。
這些詞很清楚告訴我們既然我們是主的兒女 求主讓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這些詞很清楚告訴我們既然我們是主的兒女，求主讓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活在這個環境裡面是讓主滿意，讓眾人從我們身上
可以看到我們的神 而回轉歸向我們的神
可以看到我們的神，而回轉歸向我們的神。

6.「溫和」，指的是一個人可以完全地控制自己，表現的是一個
充分 合宜 忍耐的態度 對許多 來說 我們如果多有
充分、合宜、忍耐的態度。對許多人來說，我們如果多有
耶穌基督的生命一點，我們當然就多一點可以行得出來。
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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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的我們沒有得救之前，我們在罪上活都來不及了，
罪也沒有大小也沒有多少，一個犯罪跟犯一百個罪都是罪。
所以我求主保守也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不要輕易地在罪上有分，
不要輕易地讓我們成為一個無知悖逆，常常容易受人迷惑，
然後常常容易陷在罪惡裡的人，讓我們走在光明的環境裡面。

4.「寬大」，尊重別人說話的權利、尊重別人也有應該有的權利義務。
4.
寬大」 尊重別人說話的權利 尊重別人也有應該有的權利義務
談這些的時候，大家會不會發現許多民主時代的特質
事實上是從聖經、從教會開始發展出來的，
所以有一本書研究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民主的時候，
他們基本上結論都是—是教會帶給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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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好的榜樣，別人看哪裡呢？如果一個是主的兒女，
把主的道、把主的美都活不出來，別人從哪裡去認識我們的神呢？
求主讓我們不要太容易劃清界線，讓我們從愛的裡面無私地跟人分享。
彼此相愛有個定義很簡單的，就是沒有自己或者是放下自己，
或者是站在對方的立場愛他 學習完全的包容對待他
或者是站在對方的立場愛他，學習完全的包容對待他。
所以保羅的對愛的定義是非常美的，但願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經歷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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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這四堂的時間，我把《提多書》作一個結論跟大家分享…
1 我們是
1.
我們是一群滿了耶穌基督生命，活在眾人中間的一個是有活潑生命的人，
群滿了耶穌基督生命 活在眾人中間的 個是有活潑生命的人
所以我們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應該彰顯的是我們神的榮美，
應該彰顯的是使眾人得益處的一個美德，讓我們的教會漸近美善。
我們不可能一天完全，但是我們可以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

我有十二個字，是從《提多書》裡面學到的，跟大家一起分享…
1.「人才栽培」，就是因材施教。人才栽培一般是有教無類，這是清楚的，
1
「人才栽培
就是因材施教 人才栽培 般是有教無類 這是清楚的
可是也要有才幹的時候。因材施教的時候，按人的才幹、恩賜栽培塑造，
揮
對
者
揮
可以為主發揮更大的果效，位子擺對了、或者恩賜發揮得宜的話，
我想帶下來的不只他個人得到益處，也可以使教會弟兄姊妹得益處。

2. 教會是一群得到主憐憫，白白得到恩典的人。
既然我是從主那裡白白得來的 我也應該為主白白地捨去
既然我是從主那裡白白得來的，我也應該為主白白地捨去。
感謝神，保羅一路走，一路把他從神領受的，無論是神的真道、
無論是品格的塑造 提醒 建立 都毫無保留地告訴跟隨神的腳蹤的人
無論是品格的塑造、提醒、建立，都毫無保留地告訴跟隨神的腳蹤的人。
我們都是主的兒女，但願這一份的美德也在我們的生活裡面是如此地實踐。
讓我們心存感恩，我們白白從神那裡領受得著的，也讓我們白白地與人分享。
3. 當我們跟人相處的時候，求主幫助我們都要盡心竭力地把神
最美的標準活出來，一開始就學學會把最好的跟對方分享。
4. 要栽培接棒的人才。
要栽培接棒的人才
沒有人才，教會的事工不可能綿延不絕，不可能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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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教會的發展過程裡面，一定要非常扎實的教導，讓弟兄姊妹明白真理，
教會不是社團，教會是 個教育及教導神真理的地方
教會不是社團，教會是一個教育及教導神真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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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我們感謝你，
我們沒有一個人是為自己而活，
我們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而死，
我們或活或死都是你的人。

4. 榜樣的見證，我是神的僕人，我活出來的榜樣是要眾人可以學習，
然後讓眾人跟著我走在神的旨意裡面，走在神的道路裡面。
就像保羅說的：「請大家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
我也一樣對弟兄姊妹講：「請你們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樣。 」

因此主啊，求你讓我們從你的話裡面得激勵、得安慰，
讓我們在今生的歲月裡面，當我們無論在哪個環境裡面，
讓我們都是你榮耀的見證者。

5. 聖潔度日。在地上的歲月，求主保守讓我們不要落入汙穢骯髒的環境，
讓我們聖潔不沾染罪惡地過每一天的歲月。
6 以身作則，然後言行合一。
6.
以身作則 然後言行合

天父，謝謝你，求你幫助我們，
保羅勸提多的，
也在我們生活中間成為我們生命的實際經歷，
感謝主，願你祝福所有聽見你話的人。

7. 落實異象，讓神的異象很落實地推動給弟兄姊妹了解。
8 建立團契，是彼此相愛的團契。
8.
建立團契 是彼此相愛的團契
9. 自我管理與約束，不要作不安分不守己的事。
10 慈惠的關顧、體制的建立、規章的健全，
10.
讓我們懂得組織結構成為教會的祝福與幫助。

2.「羊群照顧」，很重要的是糧草無缺、不能缺少。
我們怎麼幫助弟兄姊妹？我常常聽前輩牧者說：
只要弟兄姊妹吃飽了，在屬靈的生命上得到飽足了，他一定會愛主愛人。
摩八11b 人饑渴不是因為沒有餅，不是因為沒有水，而是因為不聽耶和華的話。
「不聽」，希伯來文是人聽不見神的話，
12 以後，人到處去找有神的話的地方卻找不著，
因為未來末後的時代，遍地都有缺神的話的饑荒。
所以哪一個教會懂得把神的話教育、教導、餵養弟兄姊妹，
那個教會 定興旺 因材施教以後你要照顧
那個教會一定興旺。因材施教以後你要照顧，
怎麼照顧法？要餵養神的話使他得豐盛的生命。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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