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个中保和救主

提摩太前书 2：1-8

2022年5月15日的讲道

克里斯·西克斯牧师

我們今年正在研究新城教理問答中的52個問題，因為這是對我們作為基督徒所相信的内容一個很好的總結。

我现在要读问题20，然后让我们一起读答案。

问题20：谁是救主？

唯⼀的救主是主耶稣基督，神永恒的⼉⼦，神在他⾥⾯成为⼈，亲⾝担当了罪的刑罚。

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他献出了他的宝血，为我们赎回自由。 耶稣来到地上，在我们和天堂之间架起了一

座桥梁。 我们今天要谈谈这座桥。 我们要看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一封信中的一些经文。 提摩太是一位年

轻的牧师。 保罗是提摩太的导师，他在帮助他成长为神子民的牧人。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神的话语。

提摩太前书 2：1-8 

1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2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

3 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4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5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6 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7 我为此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

言。

8 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40：8：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惟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生命和真理的源头。 耶稣，我们敬拜你，因为你充满了怜悯和爱。 圣

灵啊，请敞开我们的心扉，让我们被神的话语所改变。

阿们。

让我们一起查考这些经文，看看主今天要我们从他的话语中明白什么。 这里再次列出第1节和第2节。

“1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2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

看到第2节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我们怎样才能过上平安无事的生活？ 这听起来不错，不是吗？ 在这样的城

市有可能吗？ 在这样一个充满冲突和艰辛的世界里，这有可能吗？

要过上平安无事的生活，你必须从冲突和混乱中被拯救出来。 我们必须逃避保罗在第8节中提到的愤怒和争

论。 这些是拦阻我们追求平安无事的生活的东西。 但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我们生活中的冲突和争论

从何而来？ 它们来自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周围的其他人。 因为是人类造成了所有的冲突和混乱，所以我们

无法战胜这一切。 自亚当和夏娃以来，冲突和混乱一直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想过一种平安无事

的生活，我们需要一个来自上面，来自外面的人来拯救我们。

这是神在创世记3：15中应许给亚当和夏娃的。 在撒旦欺骗夏娃之后，神对撒旦说了这样的话：

“15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神应许亚当和夏娃的后裔会打败撒旦。 这个人也会被撒旦重伤。 但是这个人会打碎撒旦的头，战胜撒旦。

罪和死亡成为每个人的诅咒，因为亚当和夏娃听从撒旦而不是听从神。 但神解决了我们所制造的问题。 他

差遣耶稣来，通过他自己的死亡，给每个跟随他的人带来平安。



请注意保罗在1、4和6节中提到“万人”或“各人”的次数。 罪使我们都成了神的敌人。 人与神在纵向上

存在冲突。 罪也在地上使人跟人成为敌人。 横向存在冲突。 唯一能够同时解决纵向和横向冲突的人是那

位能代表双方的人。 一个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以他为中保。 中保是为了帮助陷入冲突或争论的双方而进

入这冲突或争论的人。 中保是为帮助另外两个人或两个团体重新和好。 我们在上周的讲道中看到了一个很

好的例子。

这是我们在路加福音5：17-26中看到的部分经文。

“17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

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

18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瘫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

19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

从瓦间把他连褥子缒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

20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

第17节说：“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 耶稣和他医治的大能就在那间屋子里。 镇上有个

瘫痪的男人，他想得到医治，但他不能走路。 他怎么能接近耶稣呢？ 他需要中保。 值得庆幸的是，这个

瘫痪的人有一些好朋友。

朋友们本可以把这些障碍解释为上帝发出的信息，即他们应该停止。 但圣灵显然给了这些家伙充满信心的

决心和充满盼望的信心，让他们坚持下去。 他们认为屋顶是可能会帮到他们的朋友的一种方式。 因为这些

人没有放弃，他们就成了有效的中保。 他们在瘫痪的人和耶稣的医治能力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我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房间里没有人瘫痪。 但我们都有一种严重的疾病。 我们在道德上是残缺的，我们无法

治愈自己。 在他写给罗马的信中，保罗描述了他与罪的惨烈的争战。 保罗是基督的门徒，但在罗马书7：

18-24中他说：

“18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19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

20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

21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22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

23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24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保罗把罪描述为一种寄生虫，它活在你我里面。 这就像一种接管了我们整个人的一种疾病。 这是一种我们

无法治愈的疾病。 相反，我们实际上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我们选择犯罪。 我们伤害了别人，也伤害

了自己。 我们无能为力，无力改变。 谁能释放我和你？ 我们需要一个救援人员，我的朋友们。 我们需要

一个拯救者和中保。

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想象一个法庭。 有一个法官和一个有罪的人。 神是审判官，正如我们在诗篇50：6中

读到的那样。 “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

神是完美和圣洁的，他的律法是良善和真实的。 你是有罪的人。 你违背了神的十诫和其他律法。 有时你

是行为上不顺服神。 有时你是思想或内心中不顺服神。 但我们都是有罪的。

如果我们环顾世界，看一看所有的冲突和混乱，我们就知道每个人都有罪。 保罗在罗马书3：10-12中是这

样说的。

“10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11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

12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站在神面前，他会审判我们的生活。 使徒约翰在启示录20：11-12中看到了审判日的

异象。

“11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

12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当我们站在作为审判官的上帝面前时，我们的希望是什么？ 有些人希望神会忘记我们的罪。 他们希望上帝

会说：“不要担心。 这不是一个大问题。 当有人伤害你时，你会这么说吗？ 当有人对你撒谎，或伤害你

的身体，或背叛你的信任时，你会怎么做？ 你能忽略它吗？ 不，您当然不能。 神是圣洁的，不能简单地

忘记我们的罪。 这意味着我们遇到了麻烦。

但因为神爱他的儿女，他有一个解决方案。 子上帝作为我们的中保走进法庭。 神的儿子耶稣对父神说话。

耶稣说：“父啊，我非常爱这个人。 我不希望他为自己的罪受苦和死亡。 请惩罚我，这样他就可以自由

了。 这就是我们的中保和救主所做的。”

请和我一起再看第5节和第6节：



“5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6 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耶稣是唯一有资格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的人。 因为只有耶稣既是神又是人。 我们有时称耶稣在十字架

上的工作为大交换。 交换是两个人互相给予一些东西。 如果我想从豪尔赫那里买一辆车，我会给他钱，他

也会把车给我。 当我们都给予一些东西并且我们都收到一些东西时，就会发生交换。 第6节说，耶稣献出

了他的生命，这样我们才能得到自由。

请看这张图片。 耶稣在一边，根本没有罪。 他是唯一一个一次罪都没有犯过的人。 我在另一边，被我的

罪染红了。 我是一个固执而独立的人，就像我的祖先亚当和夏娃一样。 我们都试图自己解决问题。 但是

我们无法靠自己解决罪的问题。 罪的污点沾满了我们的整个身体，它也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中。 它甚至玷污

了我们的善行，败坏了我们的良好意图。 我们怎样才能洗净我们的罪？ 它需要一个伟大的交换。

神是一位圣洁和公义的审判官。 我们的罪不能被简单地被忘记。 耶稣告诉天父，他愿意为我们的罪受到惩

罚，好叫我们得到饶恕。 我罪的污点在十字架上转给了基督。 我们的罪孽被放在了神无辜的羔羊耶稣身

上，他像一个有罪的人一样受苦和死亡。 这是个好消息！

当我信靠耶稣并相信他的名时，我的罪，羞耻，内疚和惩罚就都被洗去了。

还有更多的好消息。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饶恕。 没有耶稣，我们在属灵上就死了。 我们需要新生命才能

与神和好。 耶稣接受我们的罪和耻辱，好叫我们从耶稣那里得到圣洁和荣耀。

提摩太前书2：6说：

“6 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大交易扭转了从伊甸园就开始的那个问题。 罪和羞耻通过亚当和夏娃的罪进入世界。 但是，如果你相信耶

稣是你的主和救主，那么你的罪和羞耻就和耶稣一起被埋葬在坟墓里了。 当耶稣在复活节早晨复活时，我

们的罪和羞耻仍然埋在坟墓里。 耶稣复活了，他的羞耻被荣耀所取代。 他与我们分享了这一荣誉。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與耶穌一起活在自由和喜樂中。 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向天父祷告。 因为我们基于耶

稣完美的记录，而奉耶稣的名祷告。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在第8节中这样说：

“8 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如果你我被耶稣洗净了，我们就都有圣洁的手。 当我们与耶稣同行时，你和我都可以逃避愤怒和争论。 我

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向父神祷告，我们知道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谈谈祷告，来结束这篇讲道。 请和我一起再看第1节。

“1 1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你看到“代求”这个动词了吗？ 当你为某人代求时，你就是一个中保。 你还记得我们法庭上的场景吗？

耶稣来到法庭上为你代求。 他向天父祷告，并充当我们的中保。

这就是我们为人们祷告时所做的事情。 当然，我们不能做耶稣所做的事。 他是完美的中保，也是唯一能赦

免我们罪孽的人。 但我们可以为那些迷失和受伤的人代祷，并祈求天父帮助他们。 换句话说，我们首先允

许耶稣把我们带到父面前。 然后，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和女儿，我们也可以把别人带到父面前。 这两个要

素都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段经文中有所体现。

哥林多后书5：18-20说：

“18 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19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

20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弟兄姊妹們，神賜給我們难以置信的特權、責任和喜樂。 当我们看到周围的愤怒和争论时，我们会感到无

助。 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可以为我们迷失和受伤的邻居代祷。 我们可以成为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

大使。 神通过我们发出他的呼吁，使用我们向我们未得救的邻舍说出真理的话。 我们没有能力拯救任何

人。 我们无法治愈任何人。 但我们可以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就像那些把他们瘫痪的朋友带到耶稣面前的人

一样。 我们通过祷告，通过向他们展示圣经中的真理，并通过邀请他们敬拜，将人们带到耶稣面前。

我们委身做这些事情，因为也委身这样对我们。 现在让我们感谢他的救恩，也感谢他赐我们特权，让我们

能有幸参与祂在地上的国度工作。

耶稣，感谢你的伟大交流。 我们感到无助和内疚。 我们被自己的罪锁住了。 法官不得不惩罚我们。 但后

来你介入了。 你自告奋勇地成为完美的中保，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 你将我们的罪吸收进你的身体。 你

给了我们你的圣洁和荣耀。 因此，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奉你的名祷告，知道当我们为自己和他人祷告时，

天父会垂听我们的祷告。 圣灵，请提醒我们珍惜和使用这个祷告的恩赐。 我们奉耶稣大能的名这样祷告。

阿们。

One Voice Fellow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