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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善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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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提多書三章 1─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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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眾人大顯溫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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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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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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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於人有益。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是 2018年最後一個主日，不曉得各位在 2018年開始的時候有沒有立

下一些新年新希望的志願，到了這個主日，你應該回想一下 2018年立下的那些

志願是不是都有達成。 

    今天的經文提多書第三章一開始的時候，它就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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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善事、行善或做好事是我們基督徒並不是很喜歡常常拿出來談的事情或是主題。 

    為什麼？或許社會上有其他的團體、機構，甚至其他的宗教好像比我們教

會更會行善；也或許行善不欲人知，就是我們覺得應該要做的，即便要行善，

要低調的去做，左手做的不要讓右手知道，所以我們不喜歡把它拿出來談，漸

漸地我們不喜歡談這個主題。 

    我們會思想到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基督徒也行善，那我們基督徒的行善跟

一般人所謂的行善有不同嗎？答案如果是有所不同的話，到底不同在哪裡？我

們從今天的經文當中希望可以看到一些線索來幫助我們了解。 

 

革哩底的背景 

    保羅寫信給提多，聖經提到保羅讓提多在革哩底牧養教會，所以我們要透

過這卷書信去了解一下革哩底到底是什麼地方。提多書第一章一開始第 4節就

說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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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前留你在革哩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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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留提多在革哩底基本上有兩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辦他當時可能跟提



多一起在革哩底做了一些福音的工作，但是有一些工作他覺得還沒有辦成，要

提多把這些事都辦整齊了；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提多在各城設立長老。所以我們

對革哩底這個地方也稍微做一點點了解。 

    革哩底在什麼地方呢？它事實上是一個島，這個島在希臘愛琴海最南端，

它是希臘最大的一個島，但是如果從整個地中海來看的話，它大概是第五大島，

這個島的大小大概是台灣島的四分之一，人口現在大概有六十萬人。革哩底的

英文名字叫 Crete，也有寫成 Kriti，本來這個島是希臘文化的起源，很多希臘

文化開始的時候是從這個島開始的。 

    這個島在聖經當中也出現過很多次，特別我們注意到使徒行傳二十七章那

時保羅到了革哩底島。其實不是他自願的，因為在當時他在耶路撒冷辯駁自己

的一些身份，耶路撒冷官長沒有發現他有什麼罪，所以他要上告到羅馬皇帝，

後來就有一個押解他的船帶著他，從耶路撒冷要到羅馬，途中經過了革哩底島。 

    在使徒行傳二十七章出現了很多革哩底島城市的名字，譬如說：第 7節出

現「撒摩尼」，第 8節出現「佳澳、拉西亞城」，第 12節出現「非尼基」，這些

城的名字被記下來。在聖經裡頭，當然剛剛我們在提多書第一章有講到「保羅

要提多在各城設立長老」，所以這些城市的名字也被記下來了。 

    其中有一個城我覺得很有意思，在使徒行傳第七章第 8節叫佳澳。其實它

們的名字都是照著英文或者希臘文來翻的，佳澳這個名字不是照著音來翻的，

這個名字原文就是 Fair Haven，就是漂亮的小港口，所以和合本把它翻成佳澳，

有點像我們叫蘇澳或南方澳，那個「澳」就是一個漂亮的小港口──佳澳，這

些名字就成為各城的代表。 

    在革哩底島原來的住民很像非利士人的祖先，他們性情上是非常好動、孔

武有力，是做海中的工作、是英勇的水手，他們也是很有名的划船夫；但是在

另外一方面，他們的道德、名聲卻是非常的惡劣。希臘文當中有一個字就是用

革哩底這個名字翻譯出來的另外一種名字。革哩底叫 Crete，但是希臘文當中

的說謊者叫 Kretizo，你可以想像嗎？如果 China、Chinese，我們把台灣 Taiwan、

Taiwanese這樣的名字翻譯成另外一種形容某一種人的特質的話，那是很屈辱

人的，就是革哩底人是專門說謊的人。 

    Kretizo，革哩底人就是說謊的人，這也可以證明在提多書第一章第 12節，

在「革哩底人中的一個本地先知說：革哩底人常說謊話，乃是惡獸，又饞又懶」。

很可能保羅自己到了那個地方也被騙過，所以在 13 節就說「這個見證是真的」，

要不然他也只說「我聽說的」。他自己說：這見證是真的，他大概也被騙過。所

以他說「你要嚴嚴的責備他們，使他們在真道上純全無疵。」 

 

革哩底人信仰中的參雜 

    為什麼要嚴嚴的責備他們呢？一開始就要講責備，為什麼不嚴嚴的、開始

的、好好的、耐心的、有愛心的好好地勸他們呢？一開始就要這樣講？！原來

革哩底人接受信仰其實可以追溯到使徒行傳第二章，在那時，各地來的人在耶

路撒冷就說起了鄉談（就是方言），所以第二章第 11 節有講到當中有革哩底人，

很可能在那次聖靈的大復興以後，有一些革哩底人回到了革哩底之後，開始了

敬拜耶穌。 



    所以保羅帶著提多，可能在他離開了羅馬（他被囚在羅馬大概有兩次，在

第一次跟第二次中間的時候），他可能到了革哩底島，在那個地方要建立教會，

使教會在各城都能夠卓壯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革哩底人雖然接

受了基督的信仰（有一些人），但是他們的信仰當中仍然有許許多多希臘文化留

下來的一些很不好的影響，其中有一個影響就是他們原來信奉的是宙斯，而宙

斯是他們希臘人當中的天神。 

    當他們信了耶穌以後，他們把神的觀念跟宙斯的觀念常常混淆在一起。宙

斯是統管宇宙的神，而宙斯有一個很嚴重的缺點就是宙斯打敗了眾神之後，他

統管了宇宙；但是宙斯是一個擁有眾多情人、並且與許多的女神以及人間的女

人也外遇的人，他生了無數的孩子。希臘神話當中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就是宙

斯的王后赫拉跟宙斯在那邊有一些她在抓姦的這些故事情節。 

    在這些故事情節當中，這些希臘人，特別是革哩底人就有個想法，覺得宙

斯如果是這樣的神，他可以騙，然後在感情上又很豐富、又可以通姦，可以做

很多、很多這些婚外情的事情，你想想看：說謊跟性的道德上的不忠貞，這成

為革哩底人的家常便飯的事情，難怪 Kretizo 是說謊的人，但是更隱含另外一個

問題是他們在性上面的不忠貞。 

 

提多要在革哩底教會做的二件事 

    這樣一個問題也不僅是一般的人，在教會當中就有一些比較早回來的人已

經成為教會的領袖了，這些領袖就開始說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這些人的見

證很不好。所以保羅就告訴提多說：你要告訴人，你到各城去按立長老；你要

告訴人，這些長老的一個職分，他們應該要怎麼樣看。 

    剛好今天有三位執事要按立成長老，所以我們再把提多書第一章的長老、

監督的職分再看一次。他說「若有無可指責（在第一章第 6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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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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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意接待遠人，好善，莊重，公平，聖潔自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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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有一些爭辯的人要駁倒他呢？原來在教會裡這些原來已經信主的，

他們好像儼然已經成為教會的領袖，但是他們在教導一些不正確的事情。所以

第一章第 10節就繼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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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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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長老必須持守那個真道、了解真理，而且他自己本身的

道德──特別在性的道德上面必須要無可指責。這樣一個很重要的事情，保羅

就委託了提多要在革哩底的教會當中去做。 

    進入到第二章之後，他就繼續告訴提多說：你不只要設立長老，而且你要

將真理告訴所有的人（包括老年人、少年人、婦人、主人、僕人），要注意哪些

事情、要做哪些事情。基督的信仰除了自己的私人領域──在他的家中要怎麼

做，更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公共的領域要怎樣顯出來。第二章第 7節他就說

「你自己凡事要顯出善行的榜樣」，要顯出來，你不能夠把這樣的信仰只是當作

稀鬆平常，自己得著了，但是任何行為都沒有改變。 



福音就是救眾人的恩典 

    到了第二章的 11節，它說「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原來的

聖經裡頭，如果照順序翻譯的話，應該是神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然後怎麼樣

來形容這個恩典呢？這個恩典是救眾人的，這個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了。

這個救眾人的恩典顯明出來之後是什麼呢？這個就是福音，福音就是救眾人的

恩典。 

    感謝神，上個星期在聖誕主日的時候，世冠牧師帶領我們從馬太福音第一

章 21節到 23節，那裡講到的是福音，福音是耶穌、福音是以馬內利。耶穌的

名字意思就是要把他的百姓從罪惡當中救出來；而「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

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太一：23）所以這個

福音有二個特點，一個就是把人從罪惡救出來，第二個特點就是上帝要與我們

同在。 

 

二個等候 

    「救出來、神與我們同在」，然後呢？就這樣子嗎？所以保羅要提多告訴他

們：除了這樣以外，這個福音跟你現在的生活是大大有關係的、是息息相關的；

這個息息相關的事情就是在第二章 12節，他就繼續說：這樣的一個福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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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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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13節有二個等候──「等候所盼望的福」，然後又「等候至大的

神、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這個福音上帝給我們了，救拔我們從罪惡出來，上

帝要親自與我們同在，然後叫我們等候、等候、等候。 

    我們等候是不做任何事情的等候嗎？其實這段聖經也告訴我們（往下 14節、

15節），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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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贖我們，做自己的子民，要「熱心行善」；而且他要提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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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知道提多必然在革哩底會遇到很多的困難、阻擋，他要提多記得：你

「用各樣的權柄要勸人」，而且甚至需要的時候，不只是講明而已，你要責備人，

告訴他們脫離罪惡，潔淨了以後要做上帝的子民。有這樣的一個背景，我們才

進入到第三章當中。 

 

需要行善的原因 

    第三章當中，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福音不僅要顯明、要講明，而且很重要

的就是你要有真正的好行為，因為好的行為是跟這個福音相稱、對應的事情，

他要他講明，他要勸人，所以第三章第 1節就開始講到「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善事」這個主題在提多書當中不斷的出現，我們今天從第一章和第二章

來看做善事的四個態度，從第三章這段經文當中來看做善事的三種需要的行動。

我們先講四種需要的態度，講四種需要的態度之前，我們還是要問一下：為什

麼？為什麼我們需要行善？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理由是神要我們行善，但是有

另外一種很重要的理由是如果你曾經被那些作惡的人對待過，當他們不行善來



對待你的時候，你是不是曾經因為這樣來受苦呢？ 

    其實我們深深受那些不行善的事情或人的苦，不是嗎？不論那個不行善是

我們自己、或者那個不行善是來自於其他的人對我們，很多時候很可能是我們

不行善，所以我們去對了別人，讓他們受苦；也很多時候我們的受苦是來自於

別人不願意行善而加給我們的。 

    你被別人騙過嗎？你被作惡的人對待過嗎？你因為別人很偷懶，所以你受

苦過嗎？如果這一些你都會點頭的話，那你有沒有過你偷懶害了別人？我常常

有這些事情去害了自己的妻子。如果那就是你的話，保羅說：那也是我！在第

三章的第 3節，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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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陰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 

 

我們都是可恨，又是彼此相恨的 

    保羅先說「我們」，英文原來希臘文裡是講 we ourselves，我們、我們自

己。保羅說到我自己也是這樣，我從前是無知的。當他講我們的時候，你知道

這個多數，寫給提多的話，那個「我們」就是保羅加提多（今天再加至少鍾牧

師也是這樣）。 

    就是這些人是無知的、是悖逆的、是受迷惑的、是有嫉妒的心，是存惡毒

的（陰毒）。惡毒跟陰毒，我有一次問弟兄說：這二個有什麼不一樣？他說：惡

毒跟陰毒有個差別，惡毒就是正面給你一刀，陰毒就是背面給你一刀。是可恨，

又是彼此相恨的，英文叫做 hated by other and hating one another。就是

不但恨別人，而且是彼此相恨的。有嗎？ 

    你回想一下在辦公室裡面有沒有這種問題？常常很多辦公室的政治就是這

樣子，會不會是這樣子？如果你就是這樣的人，你自己是恨別人的人，你又是

彼此相恨的人，保羅說：我也是，我從前就是這樣的人，難怪第一章第 12節就

說「革哩底就是這樣的人」，它說「革哩底人常常說謊話，乃是惡獸，又饞又

懶。」 

    這個讓我們想到三種不一樣壞人的時候，我又很快地去聯想到詩篇第一篇

第 1節就說「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有三種

惡人，一種叫做惡人的計謀，第二種叫做罪人的道路，第三種是褻慢人的座位。

我們從前就是這樣的人，聖經不斷的告訴我們說：如果你在沒有相信神之前是

這樣子的人，現在你不要做這樣的人。當然我們願意行善的緣故也是因為神愛

我們，所以我們願意把我們自己去做一些改變。 

愛善 

    我們剛剛講到如果你要行善的話，從第一章跟第二章我們看見四種行善的

態度。我們先看第一種，第一種就是在第一章的第 8節，講到長老的職分時，

他說：長老裡頭是「樂意接待遠人」，第二個就是「好善，莊重，公平，聖潔自

持」。我們注意到「好善」這個字，希臘文叫(fila,gaqon) FILAGATHOS，FILA 就是

愛，AGATHOS 是善。 

    「愛善」，愛什麼善呢？英文很多譯本把它翻為 a lover of good，你是愛

那個 good的 lover，你就是愛善的人；你是很像詩篇第一篇第 2節、第 3節講



到的「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

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像這樣的人。

這樣的人是喜愛好、喜愛善、喜愛上帝律法的人，喜愛做很好事情的人、喜愛

結好果子的人。所以第一個好的態度、做善事的態度就是好善（a lover of 

good）。 

 

在善事上經得起考驗 

第二個態度在第一章第 16節，它說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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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剛好讓我們有一

個反向的學習，有一些人說他們自己是認識神的，但是他們做的事情剛好相反，

所以他們在各樣善事上是可廢棄的。 

和合本的翻譯比較難理解，什麼叫「可廢棄」、「善事可廢棄」是什麼意思？

標準英文版 ESV是把它翻譯成 unfit for any good work，它是 unfit（還是有

一點點難理解）。那什麼叫 unfit？怎麼樣是 fit呢？新漢語譯本翻譯的可能比

較容易理解，它說：在各樣善事上都經不起考驗，也就是在善事上我們要經得

起考驗。什麼叫「經得起考驗」？就是當我們說「我們認識神」的時候，我們

要做一些事情，我們做事情是不是能夠跟這善事是相稱的、是經得起考驗的。 

我想到在美國讀神學院的時候，剛去第一年的這個聖誕節，我在波士頓讀

書，那個時候覺得有點孤單，想要去找住在 Virginia我妹妹那個地方。從波士

頓要開到維吉尼亞是一個蠻漫長的路程，如果順利開車的話，起碼要開個十二、

十三個小時，所以我希望一天可以開到。 

很早就起床，然後就開、開、開、開、開，終於過了紐約──很塞車，又

過了；後來覺得很期待經過 New Jersey的時候可以很順利過去。但是沒想到已

經到了早上十點、十一點，咦？怎麼 New Jersey路上非常、非常的塞車。在塞

車的時候，我在心裡就非常、非常的不耐煩，因為我一直在算說：哇！糟糕了，

現在在這邊多塞一個小時的話，到了妹妹家就幾點、幾點這樣。所以越塞越不

耐煩、越塞越不耐煩。 

邊開車的時候就很生氣，然後前面有一台車超過來的時候，更生氣！有什

麼好超的，難道這樣一段，你就快幾秒鐘嗎？正在自己這樣想的時候，剛好要

過一個收費站；過那收費站的時候（那時候 2007年，還沒有電子收費），我就

發現了一件事情，前面那個車子付過路費的時候停了很久，跟那個人講了很久

的話。 

我心裡覺得：你幹嘛講那麼久的話？你就錢付了，趕快過去。你知道那一

排有十幾個收費站，在那邊等候的時候，早一點過去，說不定早五分鐘（收費

站的確有差）。那個人過去了以後，輪到我的時候，收費員就跟我說：前面那位

先生幫你付了！我當下覺得很羞愧，然後侶君、還有三個孩子就說：Daddy，你

應該過去的時候搖一下車窗，跟他謝謝一下這樣子，因為我剛剛在後面的時候

一直在罵他。 

這叫在善事上經不起考驗。Unfit！很多時候我們說我們是基督徒，我已經

信主了，不只是信主，我是要預備做牧師了，可是在各樣的善事上，事實上我

們還沒有預備好、還經不起考驗。行事你有跟他相背嗎？這是第二個。所以第



一個態度是好善，第二個態度是在善事上經得起考驗。 

 

顯出榜樣 

第三個態度是在第二章第 7節。第二章第 7節說「你自己凡事要顯出善行

的榜樣；在教訓上要正直、端莊。」你自己要顯出善行的榜樣。顯出榜樣是 a 

model of good work，就是你自己能夠把那樣一個善行做出來，而且成為眾人

的榜樣。這是第三個態度。 

 

熱心 

第四個態度是在第二章第 14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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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熱心為善」是另外一

個態度，就是你要非常、非常渴慕想要做這個善事，zealous 有那個大發熱心，

想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四個態度，第一個是愛，喜愛做善的事情；第二個態度是經得起考驗；

第三個是顯出榜樣；第四個是熱心。有這四個態度，我們再進入到第三章當中

來看，怎麼樣行善呢？行善有三個我們需要去做的行動。 

 

預備行各樣善事 

第一個行動就是剛剛三章第 1節讀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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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行動就是要預備。其實

順服作官的，有時候說簡單很簡單、說難也蠻難的，因為很多時候作官的常常

作威作福，或者不體察民意。還好台灣是可以批評政府的，但是我們是否在各

樣的事情當中都預備。 

請各位注意到「預備行各樣善事」這個預備是一個很重要的行動，不只是

說說而已，預備是幫助我們能夠了解為什麼我們要預備，因為這段聖經當中第

4節到第 7節告訴我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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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為我們所行的義，不是！我們得了救、蒙了

恩，不是因為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有三個事情，第一個就是照他的憐憫，

第二個是藉著重生的洗，第三個是聖靈的更新。 

其實福音不僅僅是關乎得救（得救是稱義，在上帝面前你被稱義了、你得

救了），但是得救之後，一個人領受了上帝福音的好處，也關乎成聖。這裡面我

們了解了是上帝的憐憫，可是也藉著重生的洗。我們藉著他愛子耶穌的寶血洗

淨了，所以我們在他面前有一個完美無瑕的地位，但是我們的生命還是要經歷，

天天經歷聖靈的更新。 

英文這二個字可能會比較容易去理解，重生是 regeneration，更新是

renew，就是有一個新的生命會生出來，regeneration，這個生命生出來以後不

斷會被更新，變得更好、更好、更好，不斷的成聖，這叫 renew。這二件事情

其實展現出來的就是神的生命在我們裡面，所以我們可以把那個好的行為展現

出來。 



向眾人大顯溫柔 

不是因為有好的行為所以稱義，乃是因為有上帝的恩典在我們生命當中、

有上帝的更新在我們當中，所以我們可以不斷有好的行為。難怪剛剛第三章第

2節又告訴我們說「不要毀謗，不要爭競，總要和平，向眾人大顯溫柔。」為

什麼要加上這一句呢？其實福音的好處裡面，不僅僅是要順服那做官的，也不

要跟人吵架、不要跟人爭論，要向眾人大顯溫柔。 

這裡面這個「眾人」原文就是 everyone每一個人，不是只是向一個人、兩

個人，不是向可愛的人、不是向信友堂的兄姊妹而已，向所有的人你都要向他

們大顯溫柔，你可以做到嗎？其實我很難做到，但是我知道是聖經告訴我們說：

當你有聖靈更新的時候，你是否也可以去做？把上帝的榮耀、上帝的善、上帝

的美反應出來，做在別人的身上，這就是聖經告訴我們的。 

 

如何預備 

那麼怎麼樣預備呢？預備其實有兩個很清楚的重點，或者把它算成三個也

可以，二個就是讀經禱告算一個，另外一個就是關心周遭的人。如果把讀經、

禱告算成二個的話，就是三件事情──讀經、禱告，再加上關心周圍的人。 

我們需要跟上帝有好的關係，以致於我們天天被聖靈更新；我們也需要常

常關心我們周遭的人，所以我們知道上帝透過我們在我們周遭的人要做哪些的

事情，這就是預備。所以第一個行動就是預備，預備行各樣善事。 

 

留心做正經事業 

第二個行動是留心。各位注意到第 8節它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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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經事業就是留

心做善事、留心行善。）這都是美事，並且於人有益。」所以這番話告訴我們

說：要留心，英文就告訴我們叫 carefully to devote 留心去做，你要 devote，

你要專心致志的去做善事，但是你要 carefully去專心的、細心的，而且很用

心的、刻意的、很仔細的去注意這些事情，然後專心的去做這些事情。所以這

個叫做「留心行善、留心作正經事業」。 

這不是叫我們去創業，不是！每天的事情裡面，其實我們都在做正經事業。

基督徒要做正經事業，基督徒要留心行善，這是美事。這些美事是從上帝來的；

這些美是上帝祂自己榮耀的反應，是一個 reflection，就好像是一個鏡子一樣，

是反射出來的。如果你有上帝的形象在裡面，你自己也會反映出來上帝的善、

上帝的美。 

而且這個留心和仔細是非常重要的，不仔細不行的。為什麼？因為到第三

章第 9節它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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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些都是虛妄無益的。」當我們不留意的時候，你知道你的時間、

你的注意力就會被一些虛妄的事情──不管是爭論也好、或者是你看一些沒有

意義的事情也好、或你花在一些沒有意義的時間上面也好，這些都會變成虛妄

無益的。 

你會有一段時間其實很遠離神，你說：這一段時間我想不起做了哪些在上



帝面前比較好的事情。如果你有過（我也有過）看很長的電視，但是你不知道

你在做什麼，你做了一些事情，但是這些事情其實都不是神要你做的，這就是

虛妄，所以你需要仔細的、專心的、留心的去把你的時間用在這些事情的上面。

這是第二點。 

 

學習正經事業 

第一點是要預備行各樣的善事，第二點是要留心行善，留心做正經事業，

第三點是學習。學習行善這件事情，我們注意到第三章的 13節跟 14節，13節

說「你要趕緊給律師西納和亞波羅送行，叫他們沒有缺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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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告訴我們要學習正經事業，這學習有時候就是剛好機會來了你可以學

習。在 13節裡頭就剛好有一些機會保羅看見了，他告訴提多說：現在有個機會，

有一個短宣隊要出去了──律師西納跟亞波羅他們這個短宣隊要出去了，你要

替他們送行，為他們預備一些他們需要的。這剛好是機會教育，需要去學習的。 

今天在教會裡面有很多的機會、很多的場合讓我們去學習，這些學習是要

我們去做的，所以有三項實際的行動要我們去行善。第一個是預備行各樣善事，

第二個是留心做正經事，留心行善，第三個就是學習正經事業，就是學習行善

的事情。 

 

我們的人 

最後，除了四項學習行善的態度，還有三項行善的行動以外，我要提醒各

位注意到 14節，14節開始的時候說「並且我們的人要學習正經事業」，「我們

的人」，保羅特別告訴提多說「我們的人」，這裡「我們的人」很可能有一個層

次的區別。 

這個「我們的人」應該是保羅團隊的人──保羅跟提多團隊的人，可能有

一個牧養、領導、核心基督徒的團隊，可能有一個像台北信友堂「我們的人」

（我們台北信友堂弟兄姊妹就是「我們的人」），我們的人要特別專心，我們要

學習正經事業，我們要預備所需用的，免得不結果子；我們的人要被注意到，

因為提多自己就是保羅很重要的同工。 

我們注意到提多在聖經當中出現許多次，在哥林多後書稱提多「是我的弟

兄提多、我的同伴，一同為你們勞苦的提多」；在提多書第一章裡面他說到「作

我真兒子的」提多，在加拉太書第二章第 1節的時候，他說「過了十四年，我

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並帶著提多同去。」 

按照教會傳統的歷史（沒有記載在聖經裡），保羅在殉道的時候，有兩位同

工最後見證他的殉道，一位就是路加、另外一位就是提多。提多在保羅的生命

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同工，還有提多其他的同工在一起，這就是「我們的人」。

我們自己在神面前其實不應該分黨結派，可是講到行善的時候，講到要專心致

志服事神的時候，這時候可以講，因為我們的人你要更高的標準，我們的人你

要更高的了解說：你那個被神呼召來服事神的職份很重要，因為那個是很重要

的生命。 



 

在好事上富足 

我相信這件事情保羅也交代了提摩太，不僅交代提多，也交代提摩太。在

提摩太前書第六章，保羅也提醒提摩太說：你「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

足（提前六：18）」，如果你要富足的話，在好事上富足。我們的人，其實很多

事情我們要提醒我們的同工一起來做，各位弟兄姊妹都是我們的同工、都是我

們的人。 

在教會裡面，台北信友堂有二軌十部，不管是團契部或者事工部，我們都

有許許多多的事奉可以一起同工的。我在這裡只舉幾個例子或許你可以去參與

的，譬如說：在宣教上，你可以關心弱勢的教會，你去關心那些移工的教會，

關心宣教師和關懷他們的家人，你可以參加短宣隊；在教育部，你可以去幫忙

整理教會的圖書館圖書；在牧養部，你可以參加星期三的禱告會、星期天的守

望禱告會、星期五的探訪隊、星期六的探訪隊，你可以長期去關心長者；在兒

童部，你可以去擔任兒童主日學的老師。如果你是青年人，你可以去參加或者

是參與青少年的輔導。 

你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你可以做招待，你可以做很多、很多，只要你願

意！不管是預備、不管是留心、不管是你希望把自己奉獻在這些事情當中。你

希望你自己成為一個富足的人嗎？如果你希望成為一個富足的人，保羅提醒說：

讓我們在好事上富足，讓我們在行善的事情上富足。 

 

在好事上與上帝同工 

不要羞於說我們行善，因為我們基督徒的行善是反應上帝的善、反應上帝

的美，是上帝真理告訴我們要行善，我們不只是反應出來，我們是一種回應上

帝、與上帝同工。當我們在好事上與上帝同工的時候，就符合了保羅在以弗所

書二章 10節告訴我們的，「我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

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神在基督耶穌裡已經造了我們，祂在還沒有創造這個世界之前就認識了我

們，祂預備我們，預備我們做什麼呢？預備我們行善事──上帝預備我們要一

起做的事情；上帝自己就是美善的源頭，上帝自己親自要把這樣福分給我們  

──我們今天唱的詩歌裡面，快樂歌第三節。 

我非常喜歡快樂歌，不只是因為它是貝多芬寫的，也因為這個歌詞裡面它

說：「主好給與，主喜赦罪，永遠祝福施恩惠；主是生命、喜樂源頭，賜人安息

最佳美；神是父親，基督是兄，愛中生活皆主民；求教我們相愛相親，同享屬

神大歡欣。」 

一定有一些事情是我們可以做的，我們不可能做（像戴牧師說）所有的事

情，但是我們也不可能一件事情都不做。我們在善事上要有分，我們在好事上

有分，我們在上帝託付我們的這些職份上面要常常思想。求神幫助我們！ 

最後我引用約翰衛斯理的一段話，他說「在行所有的好事上」，英文是這麼

說的，他說「Do all the good you can，盡你所可能的來做好的事情；By all 

the means you can ，用各樣的方法；In all the ways you can，就是用各種



方式；In all the places you can，在各樣的地方、場合；At all the times 

you can，在所有的時間當中；To all the people you can，給那所有的人；

As long as ever you can，當你還有一口氣息的時候，你應該要這麼做。」 

 

    我們低頭禱告： 

    主，我們感謝祢！謝謝主祢在基督裡造成了我們，我們是祢的工作，我們

也知道，主我們有這樣一個重生的生命是祢在創世以前為我們所預備的。主，

盼望我們在新的一年即將要來到之前，主，我們預備好我們自己，好叫我們知

道我們怎麼樣反映出神的善、神的美、神的真理在我們生命當中，讓我們預備

祢要我們所行的。我們一起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林玉卿姊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