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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十部分：早期书信 

信息 30——提多书 

写信给克里特的提多牧师 

提多书 

 

介绍 

保罗写给提多的信和提摩太前书有些地方很相像。保罗让提摩太留在以弗

所，让他规范小亚细亚的教会，同样，保罗让提多留在克里特岛，让他给

那里的各个城市的教会建立秩序。保罗在开篇都提到了假传道的危险

（1:10-16）。在两封信中保罗列出了作为领袖的要求。两封信中都强调教

会要用正确的教义理论去纠偏。 

 

提摩太前书总是用“救主”来指代神，在提多书中也是如此（1:3,4; 2：

10，，13；3:4,6）。很显然，耶稣被称为我们的救主，在提多书中也有接近

的神学理论：要证明在耶稣里的真正的信心，好行为就是证据。在这里反

复强调好行为的重要性（1:8,16;2：3，7，10，14；3：1，8，14），这一

点值得注意。 

 

一定要好好理解保罗提出的关于得救的神学理论。虽然人们经常以为雅各

是强调好行为的使徒，保罗是强调恩典和信心的使徒，但是从提多书中可

以看出保罗对于信仰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也有重要的看法（就像雅各一样）。

在基督里的信心是我们得救的根基——好行为是我们得救的果效。保罗在

提多书 2:10 中使用“装扮，荣耀”（kosmeo）。这个词指的是“装扮，装饰，

使美丽等”。这个词很好的总结了提多书中独特的主题。好行为可以是信心

的“装饰”。好行为是我们外在的表现，可以让我们的信心更引人注意。如

果得救的信心是内心的状态，那么好行为则是外在的表现，他可以表明信

心是真的，美的。所以根据新约圣经理论，信心和行为不能分开。伟大的

新教改宗神学家约翰加尔文曾经说，信心救赎人——但是救赎从来不是单

独靠着信心的。这是保罗和雅各关于救赎理论最准确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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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的问候：1:1-4 

和加拉太书一样，保罗在莎草纸上没有用很多篇幅进行冗长的介绍。相反，

他直接说明写这封信的原因——让提多一定要选择长老，并且教导克里特

的信徒真理，因为有人向他们进行谎言的教导。注意在开篇的句子当中，

保罗强调“真理带来虔敬”保罗不会仅仅提倡知识和理论的信心。当一个

人真的对神的真理理解了，产生回应了，结果就是在这个人的生命中所表

现出的虔敬。 

 

“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为了使神的选民信从与认识合乎敬虔

的真理——这真理是在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

适当的时机，藉着传扬福音，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我们

的救主神的命令交托给我的—我写信给在共同的信仰上作我真儿子的提

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给你！”（1:1-4） 

 

“神的拣选”指的是那些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救主的人。保罗想要“他们

信从与认识真理……”提多和提摩太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他们被拣选称

为克里特岛周围教会的牧师。保罗写道， 神是那位“无谎言的主”，他指

出克里特人的问题：哪里有假先知说谎言（1:12）。我们看到这里保罗第一

次使用“救主神。”在介绍中我们已经指出，这是在两封使徒书信中保罗非

常喜欢使用的对神的称谓。 

 

注意紧接着“救主神”，保罗就强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一点很

重要，因为保罗强调基督作为救主和神的神性。在 2:13 中，保罗强调基督

作为神的神性，“等候福乐的盼望，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的荣耀显现……” 

 

保罗这里的一个主要的担心就是有假教师，他们是犹太教背景的（1:10-14）。

犹太人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理论：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只相信一个神。

保罗在这封短信中教导的是三位一体的所有三个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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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中提到了圣灵的一个作用（3:5，6）。在当今，仍然有很多人之一三位

一体理论，尤其不认为耶稣的神性和救世主身份。这封信则特别强调这个

“正确的信条。” 

 

对长老的要求：1:5-9 

和提摩太前书 3:1-13一样，提多书中也列出了对领袖的要求。不过两者间

还有细微的差别。保罗更强调的仔细评估一个人的整体的生命状态，而不

是将各个特点进行分开评判。领袖是否对神不变的真理牢固的掌握了呢？

领袖是否在主要的生命方面——家庭，工作和社会中表现出虔敬和持久的

正直呢？ 

 

假教师的特点:1:10-16 

和以弗所的假教师（提摩太前书 1:6,7）不同的是保罗对克里特的假教师

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写。提到“那些受割礼的”，他想到犹太派基督徒（犹

太教教师想要使保罗相信外邦人首先要完全变成“犹太教徒”才能真正得

救——就像保罗在加拉太遇到的假教师）。 

 

“因为也有许多人不受约束，说空话欺哄人，尤其是那些奉割礼的人。这

些人的口必须堵住，因为他们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事教导人，败坏

人的全家。克里特人中有一个本地的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是恶

兽，贪吃懒做。”个见证是真的。为这缘故，你要严厉地责备他们，使他

们在信仰上健全。不要听犹太人无稽的传说和背弃真理之人的命令。在洁

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

都污秽了。他们宣称认识神，却在行为上否认他；他们是可憎恶的，是悖

逆的，不配做任何好事”（1:10-16）。 

 

在新约中有三处地方保罗引用非基督徒作者的话来说明一个问题（使徒行

传 17:28;哥林多前书 15:33；提多书 1:12）。这就像是现代的传道者、教

师，引用当代某人的话来说明某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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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保罗引用了克里特著名的先知，犹太教基督徒中的一位。虽然看上

去这像是对全部克里特人的批评，保罗不会如此评论（或者侮辱）整个一

群人，包括克里特岛上的基督徒。结合当时的语境，他是说假教师其实是

好说谎言的“骗子”。注意这里强调真正信心的外在证明，而在假教师身上

是没有的。“他们宣称认识神，却在行为上否认他”（1:16）人的生命（行

为）或者证明信心，或者否定信心。 

 

 

对教会不同群体的教导：2:1-10 

保罗已经教导了年长男性和女性；年轻的女性和男性；仆人（奴隶），不过

他还没有教导师傅。他一般强调尊严和圣洁的行为（2:1-6），这些可以反

映出耶稣对一个人周遭事情的影响。 

“……要凡事显出完美的忠诚，好事事都能荣耀我们救主神的教导”(2：

10)。 

保罗鼓励提多为跟随者们树立榜样（这和他在提摩太前书中对提摩太的鼓

励一样）。 

 

“你要显出自己是好行为的榜样，在教导上要正直、庄重，言语健全，无

可指责，使那反对的人，因说不出我们有什么不好而自觉羞愧”（2:7,8）。 

 

“正直”==诚实，自律，尊重，美德，良善（柯林斯分类词典）。保罗认定

将会有人反对提多——“那些反对你的人。” 

  

警察训练人去识别假币的时候，他们会让受训者反复触摸真币。这样他

们的触觉就会对真币非常熟悉，一旦遇到假币他们很快就会觉得“不对劲

儿”。 同样，要检验出属灵上的骗局就要对属灵的真理非常熟悉，这些

真理从神的话中可以找到。我们要不断地强调基督徒对来自神话语的真

理认识的重要性。因为错误和谎言在周围横行，唯一安全的路径就是要

“坚守合乎教义的可靠之道，就能将健全的教导劝勉人，又能驳倒争辩的

人“（提多书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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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他无可指摘的教导和正直的为人，那些想要诋毁他的人最终是自

取其辱。 

 

 

神的恩典和好行为：2:11—3:8 

在对人品格的教导中，保罗插入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解释，他说神的最终目

的是要将耶稣作为救主带给我们。这一部分将分散的章节结合起来。也是

一个比较长的部分，强调了这封信的主题：得救的恩典和好行为之间的关

系。我们要细细的来研读。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训练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

的情欲，在今世过克己、正直、敬虔的生活，等候福乐的盼望，并等候至

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的缘故舍己，为了要

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作他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2:11-14）。 

 

是的，救赎来自与神的恩典，这是神给所有人的普遍恩典。但是，救赎的

恩典并不是让我们可以任意犯罪的“入场券”，相反，神的恩典会让我们对

于“不圣洁说不” 对于追求正直和圣洁的生活说“是”。我们要顺服圣灵

并要“让他的灵带领我们”（加拉太书 5:25）。他会帮助我们追寻圣洁的行

为。同样，我们在这封信中看到保罗强调救赎的果实——好行为，这是受

神的话语的改变而发生的，让我们心意更新，在圣洁中成长。耶稣让人从

罪里的洁净，这样他们就变成了“渴望做好事”的人。 

  

你的生命是否活出了真理，并让周围的人看到了呢？神使用“肉身的真

理”和“启示的真理”来让世人认识他。就像保罗对哥林多人所说的那样

我们的生命是“活的信”：“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

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

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版上，乃是写在心版

上”（哥林多后书 3:2,3）。当周围的人观察你时，他们会从你身上看到

“基督的信，你的生命是否越来越像基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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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继续这个神恩典的话题，让我们情愿有好的行为。注意这部分的开头

和结尾，他都提到了好行为，在中间部分，他再次总结了救赎的本质，那

都是出于神的恩典而带给我们的。 

 

“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执政的、掌权的，要服从，预备行各样善事。

不要毁谤，不要争吵，要和气，对众人总要显出温柔。我们从前也是无知、

悖逆、受迷惑，作各样私欲和宴乐的奴隶，在恶毒、嫉妒中度日，是可恨

的，而且彼此相恨。但到了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和慈爱显明的时候，他救了

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而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

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藉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厚厚地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好让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

的。我愿你坚持这些事，使那些已信神的人留心行善。这都是美好且对人

有益的。”（3:1-9）。 

 

神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他救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行出好事来。

有些神学家认为保罗和雅各在关于得救的见解上，意见不一致，保罗的教

导认为得救是出于恩典，而雅各则认为，得救出于行为。根据这封写给提

多的信可以看出，这种认识并不准确。他们遗漏了保罗和雅各信息中的复

杂之处。是的，保罗倾向于强调通过信心得救；但这不是因为他放弃了通

过行为得救的理论体系，保罗一直反对假教师提出的靠行为得救的理论。

同时，保罗对于要通过好行为彰显得救的信心这一点也是反复强调的（比

如提多书中）。相比较，雅各（虽然也是犹太人）倾向于强调从信心的结果

而产生的行为，但这是因为他看到了在一些基督徒中有一种“便宜的恩典”

的误区：认为恩典是通往犯罪的免费入场券，得救也不是必须要改变生命。

雅各当然知道神的恩典，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完成了救赎。我们必须要

记住……耶稣还是雅各的“一半的兄弟”（他是约瑟和玛丽亚的地上的孩子，

生于童贞女玛丽亚诞生耶稣之后——马太福音 13: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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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真的认真研读保罗和雅各的文献，你就会知道他们是从两个不同的

角度在阐述同一个福音信息。 

 

提多书和雅各书的另外一个相似之处，它们都相信，信徒认识了真理后就

会活出真理的样子……“不要毁谤，不要争吵，要和气，对众人总要显出

温柔”(提多书 3:2)。 

 

“惟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

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雅各书 3:17）。 

 

回到假教师的问题：3:9-11 

在保罗给提多的教导的结束处，和开始部分一样，他都警告了假教师的危

害。这一定是当时克里特岛上的主要的问题。提多当然知道他一直在处理

那些麻烦制造者带来的麻烦，他们扰乱人心，甚至“败坏人的全家”（1:11）。

一定要把他们从教会生活中驱赶出去。 

 

“要远避愚拙的辩论、家谱、纷争和因律法而起的争辩，因为这都是虚妄

无益的。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后就要拒绝跟他来往；因为你知道

这样的人已经背道，常常犯罪，自己定自己的罪了”（3:9-11）。 

 

最后的话：3:12-15 

保罗决定在尼克波利（位于马其顿西边的一座城市）过冬，这表明他已经

从罗马监狱中被释放了。 

挑拨离间的人指的是破坏团结，造成分裂的人。保罗帮助提多和其他

领袖，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对付教会信众中这样的人：警告他们两次，

如果他们还要分门结党，就不再和他们来往。“如果你还是一意孤行要

争辩，挑拨离间，那我们就不欢迎你和我们继续待在一起。”这种话很

难说出口，不过挑拨者给教会带来的破坏却是深远的。要明确，直接，

诚实和带有尊重的说出这些话是需要勇气的。我们都要注意我们的言

行。在有人进行挑拨时，我们要为说出这样的话而祷告，求神赐给我

们智慧和勇气，让我们跟随提多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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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西纳律师和亚波罗要去做什么；但是保罗让提多确保他们的行

程无忧。同时，保罗又一次要求在克里特的基督徒要有好的行为： 

 

“我打发亚提马或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坡里来见我，

因为我已经决定在那里过冬。你要赶紧给西纳律师和亚波罗送行，让他们

没有缺乏。我们的人也该学习行善，帮助有迫切需要的人，这样才不会不

结果子。跟我同在一起的人都向你问安。请代向在信仰上爱我们的人问安。

愿恩惠与你们众人同在”（3:12-15）！ 

 

 

问题讨论 

1. 回顾关于好行为的篇章（1:8,16;2:3,7,10,14;3:1,8,14）。这封书信 

让你对得救的教义有了什么样的认识？讨论这句话：我们得救不是因着做

工；但我们得救是为了做工。 

 

2. 回顾 2:11-3:8。关注神的恩典。这部分让你对神奇异的恩典有哪些更

为深刻的认识？ 

 

3. 根据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思考假教导有什么样的危险。在当今教会，

你认为同样的问题是怎样呈现的？我们对此该如何做呢？ 

 

4.尽管保罗写信给年轻的牧师提多，不过信中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和应

用的地方。对你来说，其中哪些部分对你最有帮助，哪些部分让你还觉得

理解或者接受起来有困难？ 

 

补遗：提摩太前书的阅读解释 2:8-15 

*在提摩太前书的信息中我给了你们一些阅读的解释，这是我和雪莉一起完

成的。那段经文对教会中敬拜的男、女的行为进行了教导，但是理解起来

却很复杂。我要再次强调这不是对希腊原文的逐句“翻译”。这只是对它的

拓展性理解，基于当时的上下文和圣经教导中更为宽泛的语境完成的，其

中也涉及我们当今世界中男、女的角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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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要看到男性积极投身教会生活，而不是成为“沉默的亚当”，也就是被

动的男性。比如说，男性应该投入到教会的祷告事工中。男性应该用虔敬

的心在神面前敬拜，而不是彼此争辩。男性朋友们，你们可以避免令人不

快的争辩，这是有效祷告的前提。所以一起祷告吧，不要把祷告的事工留

给女人独自完成。 

 

女性朋友们，你们也有你们的主要责任。温和，自持，荣耀主，帮助社区。

你们可以让耶稣通过你们虔敬的品格和为他人做事的好行为显现出来。而

不要强调你们的外在形象，让人关注你们（这样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接受教导的时候需要秩序和安静，而不是喧闹和杂乱无章（特别是当你们

聚集在家庭中的时候）。女性要专心的听，用安静的心和受教的灵来学习

（这也适用于男性）。我不想让女性取代男性的作用，让他们以为女性应该

教导和领导教会。（此外，你们也应该注意到我在希腊文中所使用的时态，

我所强调的在这里的重要性，我不是说让女性在教会中要永远承担教导和

领袖的指责。你们应该了解我对于诸多女性同工的态度，对虔敬的妇女，

我是非常尊重的。当然，我也从女性同工身上学习到了很多。我只是不希

望女性管理男性。） 再回到我的观点：女性应该鼓励男性去完成神赐给他

们的领导职分，在教会，在家中承担保护、领导和祷告的指责。在此过程

中，女性要自我节制，因为女性的本性是要担任领导。 

最后，我要提醒。这些在教会中的秩序同样关系到神在创世时的旨意。亚

当是先被造的，之后他要承担领导和保护他妻子的责任。但是后来所发生

的事我们都知道了——蛇认准了夏娃，先欺骗了她。这样夏娃就陷在诱惑

当中了。但是，女性在教会中的重要作用会永远保留，在世上她也是那个

将神的孩子，耶稣基督带到世间的人。她是那个给世界源源不断带来新生

命的人，她有她独特的责任，通过她的信心和虔敬的品格，来培育和塑造

下一代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女性要特别认真的遵循她的“优良品格”的

原因——信实，爱，虔敬和正直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