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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德的「寄托」一詞只見於保祿
寫給弟茂德的兩篇牧函。 

 
•這也是保祿惟一向自己的弟子弟
茂德談及「寄托」這詞。 

前言 



• 希臘及羅馬時期均有把錢銀儲蓄
生利，借款貸款的習慣，並有嚴
格的法律來管制及保障物主的主
權，是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義務。 
 

• 這種思想可能影響了保祿，因而
有「信德的寄托」的說法。 

前言 



• 出谷時代，梅瑟法律已有「託管」
和賠償的法律(出22:6-14)，涉及金
錢，物品，牲畜的寄托。 

• 馬加伯時代更有不少寡婦孤兒的金
錢寄存在聖殿的寶庫內，由司祭保
管(加下3:10-15)。 

• 託付不限於財物，也可以是人。多
俾亞傳中的撒辣的母親將自己的女
兒託付給青年多俾亞(多10:13)。 

舊約中的「寄托」 



• 弟茂德名字的原意是「敬畏天
主」，名字首見於宗16:1-3。 

• 父親是希臘人，是保祿第二次傳
教時(約公元50年)在呂斯特辣被
收為徒，悉心裁培，稱他為信德
上的「真子」(弟前1:2)。在其後
的傳教旅程中，弟茂德大部份時
間都跟隨左右。 

弟茂德與保祿關係 



弟茂德與保祿關係 

• 保祿給他行割損禮，以便融入猶
太人團體，方便日後向猶太人宣
講福音，不受輕視。 

• 在保祿第二次旅程中，他曾被派
往得撒洛尼教城去堅固該處信友
的信德(得前3:1-2)。旅程結束後
他與保祿一起上耶路撒冷。 



弟茂德與保祿關係 

• 保祿的第三次旅程(公元35-57年)
繼續與他同他同行。旅程結束後
保祿回耶路撒冷被捕，有學者認
為第茂德也相隨。 

• 保祿在羅馬被囚時，相信他也曾
一起被監禁，因獄函(斐、哥、費)
的致候辭中也有提及。後被釋(希
13:23)。 



弟茂德與保祿關係 

• 從保祿的給弟茂德的第一封牧函
中，可推知保祿在第一次獲釋後
把他留在厄弗所，代表自己管理
教會。 
 

• 保祿第二次被囚於羅馬時寫了第
二封信給他，要在自己去世前再
見他一面。 



弟茂德與保祿關係 

• 信中勸勉膽小的弟茂德要刻苦
耐勞，常回憶聖神所賜的恩寵，
勉力保管所受的「寄托」。 



• 此詞三見於聖經，皆在弟茂德前、
後書。 
 

• 第一封勉勵他要保管所受的寄托：
「弟茂德啊！要保管所受的寄托，
要躲避凡俗的空談，和假冒知識之
名的反論」(弟前 6:20)。 

「寄托」這詞的有關新約經文  



「寄托」這詞的有關新約經文  

• 第二封再次叮囑他保管好這「寄
托」：「依賴住在我們內的聖神，
保管你所受的美好寄托」(弟後
1:14)， 

• 並表達他對天主聖神的信心：
「因為我知道我所信賴的是誰，
也深信他有能力保管我所受的寄
托」(弟後1:12) 



「 寄 托 」 的 希 臘 原 文 是
(παραθήκη，parathéké)，是信
賴，交托之意，此字出自另一個希
臘文(παρατίθημι，paratithémi)，
有「存放」、「呈奉」、「奉上」
之意：「父啊! 我把我的靈魂交托
在你手中」(路23:46)。 

「寄托」的意義 



「寄托」的意義並非出自保祿。另
有一個類似的字(didómi)，也有類
似的思想，是交托，存放，使之生
利的意思：「給誰的多，向誰要的
也多；交托誰的多，向誰索取的也
格外多」 (路12:48)；還有塔冷通
的比喻(瑪25:14)。 



• 要把他一生致力辛勞的寶藏託付
給他的弟子。他用了一個強有力
的辭「寄托」，意即受之於人，
傳之與人。亦藉此表示這任務重
要而且神聖。 

• 這些道理在以前的書信中已提及，
現作一總結，作為他臨終的囑託。 

保祿的「寄托」的含意 



保祿所寄托的，是他所知和所領悟
的耶穌的一切，諸凡教義，倫理，
聖事，聖統制以及全部聖經，都在
此「寄托」的範圍內。 
 
1. 有關祂的言行、道理及祂的天主
性：(鐸1:3,4；2:11-14) 

「寄托」的內容 



「寄托」的內容 

2. 他的降生： 
「因為天主只有一個 ，在天主與人
之間的中保也只有一個，就是降生
成人的基督耶穌」(弟前2:5)；「無
不公認，這虔敬的奧蹟是偉大的：
就是衪出現於肉身，受證於聖神，
發顯於天使，被傳於異民，見信於
普世，被接於光榮。」(弟前3:16) 



「寄托」的內容 

3. 苦難及救贖 ： 
• 弟前2:3-6，弟前4:9-10，弟前

6:12-13 
 
• 「衪為我們捨棄了自己，是為救

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洗淨我們，
使我們能成為衪的選民，叫我們
熱心行善。」(鐸2:14) 



「寄托」的內容 

4. 復活： 

 
你務要記住：根據我所傳的福音，
達味的後裔耶穌基督從死者中復
活了。(弟後2:8)， 



「寄托」的內容 

5. 審判： 
•如果我們堅忍到底，也必與他一同為
王；如果我們否認他，他也必要否認
我們；如果我們不忠信，他仍然是忠
信的，因為他不能否認自己。(弟後
2:12,13)， 

•「我在天主和那要審判生死者的基督
耶穌前，指著衪的顯現和衪的國，懇
求你：務要宣講真道…(弟後4:1-8) 



「寄托」的內容 

6. 光榮的再來： 
「務要保守這訓今，不受玷污，
無可指摘，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的顯現：在預定的時期使人看
見這顯現的，是那真福，惟一全
能者，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弟前6:14, 15)，(弟後4:1-8) 



「寄托」的內容 

7. 因救主的來臨所顯示的，宗徒們
盡力所宣揚的有關救援的奧秘 ： 
(弟後1:9-12)； 
「天主的僕人，作耶穌基督宗徒的保祿
──為引天主所選的人，去信從並認識
合乎虔敬的真理…衪到了適當的時期，
就藉著宣講顯示了衪的聖道；我就是照
我們救主天主的命令，受委托盡這宣講
的職務(鐸 1:2-4)。 



「寄托」的內容 

8. 以信德而成義等： 
 
但當我們的救主天主的良善，和
衪對人的慈愛出現時，衪救了我
們，並不是由於我們本著義德所
立的功勞，而是出於衪的憐憫，
藉著聖神所施行的重生和更新的
洗禮，救了我們。(鐸3:4,5)  



「寄托」的內容 

9. 還有舊約上的教理及教訓，都
屬於這寄托的範圍： 
 
凡受天主默感所寫的聖經，為教訓、
為督責、為矯正、為教導人學正義，
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
適於行各種善工。(弟後3:16-17) 



「寄托」的內容 

10. 教會的聖事： 
「他救了我們，並不是由於我們本著
義德所立的功勞，而是出於他的憐憫，
藉著聖神所施行的重生和更新的洗禮，
救了我們。這聖神是天主藉我們的救
主耶穌基督，豐富地傾注在我們身上
的，好使我們因衪的恩寵成義，本著
希望成為永生的繼承人。(鐸3:5-7；另
見弟前4:14，弟後1:6) 



11. 聖統制： 
教友之上有「長老」，或稱「主教」：
不要疏忽你心內的神恩，即從前因預
言，藉長老團的覆手賜於你的神恩。
(弟前4:14)， (弟前5:17)；「我留你
在克里特，是要你整頓那些尚未完成
的事，並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設
立長老」(鐸1:5) 

「寄托」的內容 



「寄托」的內容 

11. 聖統制 (續)： 
 
• 他們各管一城(鐸1:5)， 
「那些善於督導的長老，尤其那些
出力講道和施教的人，堪受加倍的
敬奉」(弟前5:17)， 



「寄托」的內容 

12. 督導教會，治理天主的教會： 
 
「誰若不知管理自己的家庭，如何
能照管天主的教會？」(弟前3:5；另
見宗20:28) 



「寄托」的內容 

13. 執事的要求： 
執事也必須端莊，不一口兩舌，不飲
酒過度，不貪贓；以純潔的良心 ，保
持信德的奧蹟。這些人應當先受試驗，
如果無瑕可指，然後才能作執事。女
人也必須端莊，不誹謗；有節制，凡
事忠信。執事應當只作過一個妻子的
丈夫， 善於管理自己子女和家庭，
(弟前3:8-13)。 



「寄托」的內容 

14. 倫理及聖德： 
亦即牧函上所說的「善工」，又必須
有行善的聲望，例如： 
 
「同樣，善工也是顯明的；即使不明顯，
也不能隱瞞住。」(弟前5:25)；教育過兒
女，款待過旅客，洗過聖徒的腳，賙濟
過遭難的人，勤行過各種善工。(弟前
5:10)； 



「寄托」的內容 

15. 是積財於天的寶藏： 
「至於今世的富人，你要勸告他們，
不要心高氣傲，也不要寄望於無常的
財富，惟獨寄望於那將萬物豐富地供
給我們享用的天主。又要勸他們行善，
在善工上致富，甘心施捨，樂意通財，
為自己積蓄良好的根基，以備將來能
享受那真正的生命。」(弟前6:17-19) 



「寄托」的內容 
16. 行善： 
教友應盡力行善，尤其是聖職人員： 
所以人若自潔，離開卑賤的，必然成
為貴重的，聖潔的，有益於主人的，
便行各種善工的器皿。(弟後2:21)；
「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適於行各種善
工。」(弟後3:17)，「你該顯示自己
為行善的模範，在教導上應表示純正
莊重，」(鐸2:7) 



• 因為善工能使人得救： 
 
「他救了我們，並不是由於我們本
著義德所立的功勞，而是出於他的
憐憫，藉著聖神所施行的重生和更
新的洗禮，救了我們。」(鐸3:5)； 
(弟後1:9) 

「寄托」的內容 



「寄托」的內容 

17. 要戒避及駁斥一切罪惡及偽善： 
 
「聖神明明地說：在最後的時期，有
些人要背棄信德， 聽信欺詐的神和魔
鬼的訓言，這訓言是出於那些偽善的
說謊者…」 (弟前4:1-5)； 



「寄托」的內容 

你應知道：在末日，困難的時期
必要來臨，因為那時人只 愛自己、
愛錢…他們雖有虔敬的外貌，卻
背棄了虔敬的實質；這等人，你
務要躲避(弟後3:1-5)。 



「寄托」的內容 

若有人講異端道理，不順從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的健全道理，與那合乎虔敬的教
訓 ，他必是妄自尊大，一無所知…的確，
虔敬是一種獲利的富源， 但應有知足的
心…至於那些想望致富的人…墮入羅網
和許多背理有害的慾望中，這慾望叫人
沉溺於敗壞和滅亡中…有些人曾因貪求
錢財而離棄了信德，使自己受了許多刺
心的痛苦(弟前6:3-10)。 



• 因為它們阻止人行善： 
 
「這樣的人自稱認識天主，但在行
為上卻否認天主，他們是可憎惡的，
悖逆的，在一切善事上是無用的。」
(鐸1:16) 

「寄托」的內容 



所以「信德的寄托」一詞，實際上是
保祿牧函中所說的：「天主的道理、
聖道」(弟前6:1；鐸2:10)，「信德的
好教訓，好教育」(弟前4:6)，是「值
得完全接納的話」(弟前 1:15)，是
「確實的話」(弟前3:1，4:9，弟後
2:11，鐸1:9，3:8)，更是「信德及愛
德的健全道理」(弟後1:13) 

「寄托」的不同名稱 



• 保祿所寄托之物乃是天主的啟示，
所以不屬於保祿。 
 

• 這些寄托之物來自天主，它通過
耶穌基督向人啟示，通過保祿傳
播。 

物主及來源(一) 



物主及來源(二) 

「因為衪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並得
以認識真理，因為天主只有一個 ，
在天主與人之間的中保也只有一個，
就是降生成人的基督耶穌，…而我也
是為了這事，被立為宣道者和宗徒
──我說的是實話，並非說謊 ──在信
仰和真理上，做了外邦人的教師。」
(弟前2:4-7) 



物主及來源(三) 

• 這些道理要傳給萬民是天主的旨
意： 
 

「奉天主的旨意，為傳佈在基督耶
穌內所恩許的生命， 作基督耶穌宗
徒的保祿，致書給可愛的兒子弟茂
德。」(弟後1:1-2) 



物主及來源(四) 

「天主的僕人，作耶穌基督宗徒的
保祿──為引天主所選的人，去信從
並認識合乎虔敬的真理，衪到了適
當的時期，就藉著宣講顯示了他的
聖道；我就是照我們救主天主的命
令，受委托盡這宣講的職務。」(鐸
1:1,3) 



物主及來源(五) 

• 天主揀選保祿去完成這項工作： 
 
「我感謝那賜與我能力的我們的主
基督耶穌，因為他認為我忠信，就
派定了我服役。」(弟前1:12) 
 
• 所以保祿所說的都是天主的話。 



物主及來源(六) 

• 因為他盡忠地履行了他的職責，
為使這職責及天主的聖道(信德的
寄托)能傳諸後世，保祿在他將死
之際，托付給他的弟子弟茂德： 

 
「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
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
了 。」(弟後4:7) 



• 「信德的寄托」是教會的寶庫，
但這寶庫是任人取用的。 
 

• 正如塔冷通的比喻，作為主人的
天主把這「信德的寄托」交了給
世人，祂希望世人能夠像忠僕般
善用生息。 

利用 



• 保祿勸勉弟茂德從師傅手中接受了
這「寄托」，用來勸勉教訓他人： 

 
「你要拿這些事去指導和教訓人，直
到我來時，你要專務宣讀、勸勉和教
導。你要專心做這些事，全神貫注在
這些事上，為使眾人看出你的進步。」
(弟前4:11，13，15) 

利用 



利用 

• 並要追求及明暸聖經上的各種教訓:  
 
「你自幼便通曉了聖經，這聖經能使你
憑著那在基督耶穌內的信德，獲得得救
的智慧。凡受天主默感所寫的聖經，為
教訓、為督責、為矯正、為教導人學正
義，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
適於行各種善工。」(弟後3:15-17) 



• 這寶庫已是天主對人類的全部啟示，
它是惟一的真理，完備無缺，任何
人都不能對它再增添什麼。 

• 這是我們在現今的信仰生活中所能
得到所有的信德的啟示，這啟示已
終結，完全結束，直至我們再得到
最高最大的啟示為止。 

利用的原則(一) 



利用的原則(一) 

「我們現在只是運用現有的理智去設
法明暸這些啟示，要直到面對面觀看
的那一天才能看得清楚：「我們現在
是藉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
就要面對面的觀看了。我現在所認識
的，只是局部的，那時我就要全認清
了，如同我全被認清一樣。」(格前
13:12) 



利用的原則(二) 

• 隨著人的苦心研究，理智所及，及
聖神引領下，由其中明暸更深的奧
理 
 

• 這只是增加了對它的暸解，絕非給
它作任何增補。任何所謂的增補，
都是異端邪說。 



「我還與你們同在的時候，給你們
講論了這些事；但那護慰者，就是
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來的聖神，他
必要教訓你們一切，也要使你們想
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 」(若
14:25-26) 



什麼是天國寶庫的新舊東西？ 

本課金句 
 

凡成為天國門徒的經師，就好像一個
家主，從他的寶庫裡，提出新的和舊
的東西。( 瑪 13:52) 



什麼是天國寶庫的新舊東西 ？ 聖
經，傳承，禮儀。 

本課金句 
 

凡成為天國門徒的經師，就好像一個
家主，從他的寶庫裡，提出新的和舊
的東西。( 瑪 13:52) 



反省自己信仰生活上 
這些東西的比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