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摩太前書 1:19; 4:1-9

警醒謹守-清潔無愧的良心
Being Watchful – A Clear & Blameless Conscience



我們如何警醒謹守?
How Can we keep Being Watchful ?



愛真理的心 A Love of Truth

對神單純的心 A Pure Devotion to God

恩慈感恩的心 A Gracious and Grateful Heart

真誠愛人的心 A Sincere Love

清潔的良心 A Clear Conscience



持守著信心和無愧的良心。
有些人把良心丟棄，

就在信仰上遭遇了海難；

提前 1:19【新漢語】



1  聖靈明確地說，在末後的時期，
必定有人離棄信仰，

專注於騙人的邪靈和鬼魔的教導。
2  這些教導是出於說謊者的弄虛作假；

這些說謊者的良心被熱鐵烙慣了。
3  他們禁止嫁娶，要人避開某些食物；

食物都是神所造的，
讓相信主又認識真理的人
懷著感謝的心領受的。

提前 4:1-9【新漢語】

(1/3)



4  因為神所造的㇐切都是好的，
人只要懷著感謝的心領受，

就沒有甚麼要拒絕了，
5 因為藉著神的話語和人的祈求，

這些都成為聖潔了。
6 你若把這些事指示弟兄們，

就是基督耶穌的好僕役，
常常在信仰的真理

和你素常所依從的美善教義上得到栽培。
(2/3)

提前 4:1-9【新漢語】



7 但那些世俗的、老婦的無稽傳說，
你不要聽取；

你倒要在敬虔方面操練自己；
8 因為操練身體益處有限，

但敬虔在各個方面都有益處，
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

9 這話是可信的，值得完全接受。

(3/3)

提前 4:1-9【新漢語】



1:19 常常存著信心和無愧的良心。
有些人丟棄良心，就在信仰上失落了。

提摩太前書

1:5  這囑咐的目的是出於愛；
這愛是發自純潔的心、

無愧的良心和無偽的信心。

在信仰上失落了 【新譯本】
在信仰上觸了礁 【和合本】



1  聖靈明確地說，在末後的時期，
必定有人離棄信仰，

專注於騙人的邪靈和鬼魔的教導。
2  這些教導是出於說謊者的弄虛作假；

這些說謊者的良心被熱鐵烙慣了。

提前 4:1-2【新漢語】



v. 1 … 末後的時期
… 騙人的邪靈 - 虛謊的邪靈 【新譯本】

v. 2 … 良心被熱鐵烙慣了 –

… 良心好像被燒紅的鐵烙了㇐般。【新譯本】

提前 4:1-2【新漢語】



良心
sunei/dhsi$ 

30x 新約 NT

2x 使徒行傳 Acts   
20x 保羅書信 Pauline 
5x 希伯來書 Heb
3x 彼得前書 I Pet 



1) 良心為辨別是非之心

14 沒有律法的外族人，
如果按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15 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們的心裡，

有他們的良心(是非之心)㇐同作證，
他們的思想互相較量，或作控告、或作辯護。

羅馬書 2:14-15 



2) 良心為行事為人原則

哥林多後書
1:12  我們引以為榮的，就是我們處世為人，

是本著神的聖潔和真誠，
不是靠著人的聰明，
而是靠著神的恩典，對你們更是這樣，
這是我們的良心可以作證的。

4:2 卻把暗昧可恥的事棄絕了；不行詭詐，
不摻混神的道，反而藉著顯揚真理，
在神面前把自己推薦給眾人的良心。



2) 良心為行事為人原則

哥林多後書

5:11 我們既然知道主是可畏的，
就勸勉眾人。我們在神面前是顯明的，
我盼望在你們的良心裡也是顯明的。



2) 良心為行事為人原則

哥林多前書 8, 10 章

拜過偶像的肉，可吃與否 ?

良心軟弱與否 ?



3) 保持清潔無愧良心

提後1:3 我感謝神，就是我像我祖先㇐樣，
以清潔的良心所事奉的神，
在禱告中晝夜不斷地記念你；

提前3:9 用清潔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奧祕。

彼前 3:16 但要用溫柔敬畏的心回答。
當存無愧的良心，使那些誣賴你們
這在基督裡有好品行的人，
在毀謗你們的事上蒙羞。



3) 保持清潔無愧良心

提前4:2 這教訓是出於說謊的人的虛偽，
他們的良心好像被燒紅的鐵烙了㇐般。

希 10:22 我們良心的邪惡既然被灑淨，
身體也用清水洗淨了，那麼，
我們就應該懷著真誠的心和完備的信，
進到神面前；

提多1:15 在清潔的人，㇐切都是清潔的；
但在污穢和不信的人，沒有㇐樣是清潔的，

連他們的意念和良心都污穢了。



3) 保持清潔無愧良心

彼前 3:21 這水預表的洗禮，現在也拯救你們：
不是除去肉體的污穢，
而是藉著耶穌基督的復活，
向神許願常存純潔的良心。

希 9:14 何況基督的血呢？他藉著永遠的靈，
把自己無瑕無疵的獻給神，
他的血不是更能潔淨我們的良心
脫離致死的行為，
使我們可以事奉永活的神嗎？



3) 保持清潔無愧良心

羅馬書 9:1 

我在基督裡說的是實話，並沒有撒謊，
因為我的良心在聖靈裡㇐同為我作證；



3) 保持清潔無愧良心

羅馬書 9:1 

我在基督裡說的是實話，並沒有撒謊，
因為我的良心在聖靈裡㇐同為我作證；



23:1 保羅定睛看著公議會的各人，說：
“各位弟兄，我在神面前，

行事為人㇐向都是憑著良心的。”

使徒行傳

24:16 因此，我常常勉勵自己，
對神對人要常存無虧的良心。



我們如何警醒謹守?
How Can we keep Being Watchful ?



愛真理的心 A Love of Truth

對神單純的心 A Pure Devotion to God

恩慈感恩的心 A Gracious and Grateful Heart

真誠愛人的心 A Sincere Love

清潔的良心 A Clear Conscience



v. 1 … 末後的時期
… 騙人的邪靈 - 虛謊的邪靈 【新譯本】

v. 2 … 良心被熱鐵烙慣了 –

… 良心好像被燒紅的鐵烙了㇐般。【新譯本】

提前 4:1-2【新漢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