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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迦谷基督徒聚会 
Christian Assembly of San Gabriel Valley 

本讀經講義盼望用最簡捷的方式將神的話提綱挈

領、直直地剖開‧在個人讀經時可作為大綱聖經使

用，在小組聚會時可作為查經資料使用。 
 

梁家聲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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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简介】 

一、著者、着时︰使徒保罗。 

 《提摩太前书》约在主后六十四至六十五年，保罗从罗马监狱被释放之后，再次被捕以

前，写于马其顿，当时正值保罗第四次旅行传道途中。 

 受书者提摩太系路司得人，极可能是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布道访问路司得时所结的福音果

子(参徒十四 6~7，21)。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母亲与外祖母均信主，且极其虔

诚，自幼教他读旧约圣经(提后一 5；三 15)。提摩太大部分时间跟随保罗事奉主，与他同

行、同工、同劳(参徒十七~二十)；甚至当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囚时，提摩太也与他同坐监

(腓一 1；西一 1 门 1)；提摩太确是保罗一生得意的助手。 

二、主题︰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提摩太前书、后书与提多书合称为教牧书信，因其显著的内容乃是论教会的管理与牧

养。提摩太前书特别教导提摩太如何抗拒错误的道理教训，如何管理并牧养教会，如何操练

自己作个基督耶稣的好仆人。 
 
三、钥节︰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
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
得永生的人作榜样。」(提前一 15~16) 

 「倘若我躭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
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 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提前三 15-16)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
样。」(提前四 12) 

四、钥字︰「嘱咐」；「真道」；「执事」；「信心」；「良心」；「敬虔」 

五、写作背景︰  

 当时保罗在马其顿旅行传道，而留提摩太在以弗所牧养教会(提前一 3)；一则提摩太还年

轻(提前四 12)，尚未熟练教牧工作，二则当时正流行各种异端教训(提前一 3~7；四 1~8；六

3~5，20~21)，故写了本书尽心地叮嘱。 

六、主旨要义︰ 

 提摩太前书为专论「教会与工人」的书卷，也是保罗对他亲爱的提摩太所发出的「嘱

咐」，嘱咐他如何应付传异端的人，如何保持教会在信仰上作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如何管理

教会的圣工和维持教会的秩序，如何选任教会的长老与执事，如何作群羊的榜样，牧养各等

各式的会众……等等。 

一、引言（1：1－2） 
二、关乎个人的劝勉（1：3－20） 
三、关乎教牧的劝勉（2：1－6：19） 
四、结语（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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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第一章 

内容纲要：                   持守信仰打那美好的仗   

一、引言(1-2) 
﹙一﹚写书者－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神是我们的「救主」，表明神是救恩的源头；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祂自己成

了我们的盼望；保罗乃奉神的命令作基督耶稣的大使，是奉差在地上代表基督的人。) 
﹙二﹚受书者－写信给那因信主作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字义为尊敬神，荣耀神) 
﹙三﹚祝福的话－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与你 

二、指斥异端的荒谬(3-11) 
﹙一﹚异端的本质 
  1.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 
   －好嘱咐(传达命令给)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传别的教义) 
   －也不可听从荒渺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 
  2. 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无补于神在信仰里的安排经营﹚ 
﹙二﹚爱是命令的总归 
  1.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命令的终极目的乃是神圣之爱 agape) 
  2.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好﹚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 
(「清洁的心」乃是纯洁的心，除神之外，别无所求所慕；「无亏的良心」就是好的是非之心，圣灵

感动我们的良心，向我们说话并作见证；「无伪的信心」乃是没有虚假的真信心。) 
  3. 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 
  4. 想要作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 
﹙三﹚律法的目的 
  1. 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 
  2. 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 
  3. 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弒父母和杀人的、 
      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 
罗 3:20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 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四﹚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 
(福音的内涵─基督耶稣，祂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福音的对象─众信徒，我们是彰显祂荣耀的器皿) 

三、保罗蒙恩的见证(12-17) 
﹙一﹚感谢基督的选派 
  1.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 
  2. 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他 
﹙二﹚神丰盛的恩典 
  1.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 然而我还蒙了怜悯、 
   －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作的 



 4

  2.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 
(神的怜悯带来主极度丰足的恩典，而主逾格的恩典使我们有信心和爱心。) 

﹙三﹚蒙怜悯的罪魁 
  1.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太 1:21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2.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 
(神怎样能改变保罗这样的罪魁，也照样能改变一切的罪人，只要我们接受祂的怜悯。) 

﹙四﹚保罗的称颂 
  1. 但愿尊贵荣耀归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 
  2. 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四、劝勉提摩太打美好的仗(18-20) 
﹙一﹚持守信仰所需的信心和良心 
  1. 我儿提摩太阿、我照从前指着你的豫言、将这命令交托你 
   －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2. 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 
(信心和无亏的良心是打属灵的仗所不可或缺的装备，并且两者息息相关：无伪的信心能帮助良心的

敏锐程度，无亏的良心能帮助持守信心；信心像货，良心像船，良心一有亏欠，信心立即漏失。) 

﹙二﹚鉴戒 
  1. 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信仰﹚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2. 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力山大. 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但、 
   －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讟了 
(「许米乃」是讲说复活的事已过的异端教师(提后二 17)；「亚力山大」指敌挡真道并陷害保罗的铜

匠亚力山大(提后四 14~15)。把他们交给撒但的目的，不是仅为惩罚他们，乃是为使他们知错悔改，

不再说那些毁谤、亵渎的话。) 
 
问题讨论： 

一、爱是从那里生出来的？请分享「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二、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怎样用得合宜？ 

三、保罗为何感受到主的恩典是格外丰盛？  

四、请试述良心有那些功用？如何才能有无亏的良心？ 

五、怎样准备为真道打仗？需要怎样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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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内容纲要：                  祷告的生活与敬虔的生活  

一、代祷生活的重要 - 神愿万人得救(1-6) 
﹙一﹚第一要为万人祷告 
  1.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恳求 request」指为某些特殊需要与缺乏而恳切祈求；「祷告 prayer」指一般的祷告、与神交通；

「代求 intercession」指为别人代祷；「祝谢 thanksgiving」指向神献上感谢和祝福。) 
  2.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3. 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基督徒有了纯正的信仰(一章)，还必须配上敬虔的生活(敬虔端正的度日)，才能蒙神悦纳；基督徒为

万人和一切有权位的祷告是合乎神的旨意，是神所喜欢的。) 

﹙二﹚为万人代祷，因基督耶稣是独一的中保 
  1.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tru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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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8:6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3. 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 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只有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祂就是神(约一 1)；祂又是道成肉身(约一 14)，祂也是完全的人。惟有主有

资格作中保，也只有耶稣一人，可以为万人付出赎价，而且是已经付了。) 

﹙三﹚保罗奉派的使命 
  1. 我为此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师傅 
  2. 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引导人接受正确的信仰；教导人认识正确的真理) 
  3. 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 

二、教会中敬虔的生活(7-12) 
﹙一﹚男人应息争祷告 
  1. 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论、〔争论或作疑惑〕 
  2. 举起圣洁的手 
出 17:11 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 
  3. 随处祷告 
(「圣洁的手」和「随处祷告」彼此息息相关。虔敬的生活(手是圣洁的)，支持并加强祷告的生活；而

祷告的生活，也有助于虔敬的生活(有圣洁的手可以举起)。) 

﹙二﹚女人应有正派衣饰与善行 
  1. 又愿女人廉耻、自守 
  2. 以正派衣裳为妆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妆饰 
  3. 只要有善行(美好的行为) 
  4. 这纔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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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3:3 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妆饰、 
彼前 3:4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这在 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三﹚聚会中的次序 
  1. 女人要沉静学道(安静地学习道理)、一味的顺服(凡事甘愿服在神的安排底下) 
  2. 我不许女人讲道﹙教训﹚、也不许他辖管(实施不合法的权威)男人、只要沉静 
林前 11:5 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诗 68:11 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 

(保罗不许女人权威式的教训，但却非禁止讲道的事，只是讲道时必须蒙着头，不越过本份而出头。) 
  3.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 
  4.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 
(神造人的先后次序-神是先创造男人；撒但引人犯罪的先后次序-撒但是先引诱女人，两者的先后次序

相反。照神的次序，结果是「甚好」(创一 27，31)；照撒但的次序，结果是堕落(创三 6，13)。) 

﹙四﹚关乎女人的应许 
  1. 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holiness with self-restraint) 
   －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创 3:16 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 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你必恋慕你丈夫、你

丈夫必管辖你。 

 
 
问题讨论： 

一、代祷的对象有那些？内容是什么？ 

二、请试述神愿意万人得救的道理为何？ 

1. 因为只有一位神─万族万民都同属一位真神 

2. 因为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除祂以外别无拯救 

3. 因为祂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代赎的对象包括一切世人 

4. 因为神为此目的差遣人作传道、使徒、教师 

三、保罗在此勉励男人如何过祷告生活？这给我们怎样的提醒？ 

四、保罗在此如何教导女人的衣着？又如何教导更相宜的「妆饰」？ 

五、男人与女人在聚会中的次序如何？为何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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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内容纲要：                              神的家就是活神的教会   

一、教会行政中监督﹙长老﹚职分的资格(1-7) 
﹙一﹚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 
徒 20:17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 
徒 20:28 圣灵立你们作全羣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羣谨慎、牧养 神的教会、就是

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或作救赎的〕 
(监督与长老实际上是相同的职位，不过监督是按其职责之性质，长老则是按其灵性程度而言。) 

 ﹙二﹚其个人的品德 
  1. 作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  2. 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  
  3. 有节制(temperate, sober)  4. 自守(self-controlled 庄重)    
  5. 端正(respectable 正派)  6. 乐意接待远人(hospitable)   
  7. 善于教导(teach)   8. 不因酒滋事(不酗酒)   
  9. 不打人(not violent)   10. 只要温和(gentle 温良)    
  11. 不争竞(与人无争)   12. 不贪财(not a lover of money) 
﹙三﹚其家庭的模范 
  1.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端端庄庄的使儿女们顺服﹞ 
  2.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本节将「自己的家」和「神的教会」作对比，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属世，一个属灵；一个是暂时

的家，一个是永远的家。一个人连自己的家都管不好，怎能将神的教会照管得好呢？) 

﹙四﹚成熟属灵生命与教外好名声 
  1. 初入教的不可作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 
  2.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作长老的人不一定都是有名望的人，但在外邦人中间必须有好的见证，活出基督来。) 
彼前 5:1 我这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

的人。 

彼前 5:2 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 神的羊、按着 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

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 

彼前 5:3 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作羊的榜样。 

二、教会行政中的执事(8-13) 
﹙一﹚作执事的条件 
  1. 作执事(仆人、服事者)的也是如此 

  2. 必须端庄(noble 庄重可敬)  3. 不一口两舌(not double-tongued 诚实)   
  4. 不好喝酒    5. 不贪不义之财   
  6. 要存清洁的良心(无亏的良心) 7. 固守真道(信仰)的奥秘  
  8. 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 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作执事 
徒 6:3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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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执事的条件 
  1. 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 2. 不说谗言(毁谤的话或搬弄是非的话) 
  3. 有节制    4. 凡事忠心 
﹙三﹚其家庭与属灵生命的长进 
  1. 执事只要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2. 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高台、阶梯，指受尊敬的地位)  
  3.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信仰)上大有胆量 

三、教会是活神的家并真理的柱石与根基(14-16) 
﹙一﹚保罗的盼望 
  1.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 
  2. 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二﹚教会的使命 
  1.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 
  2. 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柱石是高举真理的，根基是坚固真理的；教会是储藏真理的所在。) 
﹙三﹚保罗的灵歌 
  1. 大哉、敬虔(godliness 像神)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2.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约 1: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3. 被圣灵称义〔在灵性称义〕(彼前 3:18 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4. 被天使看见 (彼前 1:12 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事。)     
  5. 被传于外邦 (太 28:19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6. 被世人信服 (罗 1:16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7. 被接在荣耀里 (徒 1:9 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 
(敬虔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就是说，神从人身上出来了。当初神的生命如何在主耶稣（教会的头）身

上彰显出来，今天神的生命也如何在信祂的人（教会）身上彰显出来。) 

 

 

问题讨论： 

一、监督人选的资格有那几方面？在品德上、生命和恩赐上应具备什么条件？ 

二、监督在家庭见证和教外名声上，应具备怎样的条件，其原因安在？ 

三、执事的资格，在德性上、信仰上、家庭见证和就任上有何条件？ 

四、作执事的福气是什么？ 

五、教会是什么？教会的使命是甚么？  

六、何谓敬虔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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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内容纲要：                         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一、圣灵明说末世必有背道的事(1-5) 
﹙一﹚背道的原因 
  1.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信仰) 
  2.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圣灵是引导人，使人明白并进入真理(约十六 13)；邪灵是引诱人，使人离弃真道。) 
  3. 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 
﹙二﹚异端的道理 
  1. 他们禁止嫁娶 
创 2:18 耶和华 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2. 又禁戒食物﹝戒荤﹞ 
   －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 
创 9:3 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 
  3.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 
   －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鬼魔的道理要人靠自我禁欲修练成为圣洁，来蒙神悦纳，发展魂的能力。基督徒既不纵欲，也不禁

欲；靠主救赎得蒙神悦纳；藉十架丧掉魂生命，以得着灵生命。) 

二、作基督耶稣的好仆人(6-16) 
﹙一﹚在信仰的话和所跟随善美教训上得喂养 
  1. 你若将这些事题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minister 仆人) 
  2. 在真道的话语(信仰之道)、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好的教导)、得了教育(栽培养育) 
﹙二﹚操练敬虔(godliness) 
  1.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渺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2.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惟独敬虔(虔诚、像神)、凡事都有益处 
   －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3. 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敬虔」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提前三 16)，故真实的敬虔即指「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一

20) ；在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 度上不再是自己，而是基督活着，这就是敬虔的生活。) 

﹙三﹚劳苦努力坚持指望 
  1. 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 
  2. 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林后 1:10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3. 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 
 (若我们的指望在乎人的帮助、怜悯、同情，那么我们就会灰心丧志；若我们的指望在乎神，我们所

作的一切都存在神那里，就会甘心为主劳苦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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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信徒的榜样 
  1.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2.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 

言语(logos)－基督徒要说实话、造就人的好话和感谢的话。(弗四 25，29；五 4) 
行为(conduct)－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并蒙召的恩相称。(腓一 27；弗四 1) 
爱心(agape)－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约一 4:8) 
信心(faith)－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来十一 6) 
清洁上(purity)－在动机和行动上的纯洁，没有搀杂。 

﹙五﹚殷勤尽职 
  1. 你要以宣读(reading)、劝勉(preaching)、教导(teaching)为念、直等到我来 
  2.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借着豫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在按手时，若圣灵给一个被带到恩膏下的人有预言的祷告，这预言所说的特点，就要成为那人将来

生命与职事的特点。在这里，元首的权柄，借着代表的肢体，将当得的恩赐赐给那受按手的人。) 
  3. 这些事你要殷勤去作、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要长进需要我们殷勤，指全心被这些事占有；在此专心，指全人投入在这些事上。) 

﹙六﹚谨慎自己 
  1.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 
  2. 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自己」指自己的言行生活，亦即所谓的「身教」；「自己的教训」指向别人传讲的道理教训，亦

即所谓的「言教」，此两者必须并重且相吻合。) 
 
 

 

问题讨论： 

一、离弃真道的原因何在？保罗怎样描述这些假敬虔的人？ 

二、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对婚姻和食物的教训是什么？圣经正确的看法如何？ 

三、如何作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四、何谓敬虔？如何操练敬虔？ 

五、保罗劝勉提摩太怎样作信徒的榜样？应如何殷勤尽职？应如何谨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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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第五章 

内容纲要：                        牧养群羊治理教会  

一、劝各种年龄的圣徒如家人(1-2) 
﹙一﹚怎样劝老年人 
  1. 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 
  2. 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 
﹙二﹚怎样劝少年人 
  1. 劝少年人如同弟兄 
  2. 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 
  3. 总要清清洁洁的 
 (教会乃是神的家，在教会中对待众圣徒就应满有家的感觉。以劝勉取代严责，举止合宜存心清洁。) 

二、尊敬那真为寡妇的(3-16) 
﹙一﹚有儿孙的寡妇 
  1. 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指无倚靠并敬虔度日的寡妇） 
  2. 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 
   －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 
(圣徒看顾自己的家人，奉养孝敬、报答双亲，是一件讨神喜悦的事，看顾亲属才合乎信仰。) 

﹙二﹚独居无靠的寡妇与好宴乐的寡妇 
  1. 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 
   －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 
  2. 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 
   －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 
  3. 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三﹚记在册子上的寡妇 
  1. 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六十岁、从来只作一个丈夫的妻子 
  2. 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 
   －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 
﹙四﹚年轻的寡妇 
  1. 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他（指不应登记在册子上） 
   －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 
  2. 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起初的信心 faith﹚ 
  3. 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挨家闲游 
  4. 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 
  5. 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 
   －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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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救济寡妇的原则 
  1. 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 
  2. 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 
(信徒和教会当分工照顾寡妇。教会的责任是救济真无倚靠的寡妇，也就是(1)没有儿女或孙儿女

(v.4)；(2)没有同性亲属(v.8,16)；(3)年纪在六十岁以上(v.9)；(4)从来只作一个丈夫的妻子(v.9)；(5)过
去曾有行善的名声(v.10)；(6)不好宴乐，而专心仰赖神、祷告神(v.5~6)。) 

三、对长老(17-20) 
﹙一﹚长老应得的敬奉(honor) 
  1.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2.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3. 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申 25:4) 
  4. 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路 10:7) 
帖前 5:12 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 

﹙二﹚受理控告长老的原则 
  1. 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 
  2. 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 
(处理控告长老的事，既不可轻易采信告发者之词，也不可纵容姑息，必须公正地作到无枉无纵。) 

四、嘱咐提摩太(21-25) 
﹙一﹚对个人的嘱咐 
  1. 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 
   －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2. 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  
  3. 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分．要保守自己清洁 
  4. 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 
﹙二﹚明显与隐藏的罪 
  1. 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如同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后来才查出来) 
  2. 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 
太 10:26 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问题讨论： 

一、怎样劝戒教会中各等样的人？ 

二、按本段经文保罗将寡妇分为几类？教会应救济那类寡妇？ 

三、长老应作的工作是甚么？当得如何的敬奉？ 

四、给人行按手的礼、为何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分，应如何解释？ 

五、信徒对于健康、医治和饮酒之事应有甚么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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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内容纲要：                       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一、作仆人的当恭敬主人(1-2) 
﹙一﹚仆人十分尊敬自己的主人 
  1. 凡在轭下作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 
   －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 
林前 7:20 各人蒙召的时候是甚么身分、仍要守住这身分。 

﹙二﹚仆人加倍服事信道的主人 
  1. 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意服事他 
   －因为得服事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 
  2. 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 
(今天基督徒，对不信的上司要恭敬，有好见证；对信主的上司更应殷勤服事，因他是信主蒙爱的。) 

二、传异教与贪财的人(3-10) 
﹙一﹚对传异教者的指斥 
  1. 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logos)、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teaching) 
  2. 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词 
   －从此就生出嫉妒、分争、毁谤、妄疑 
   －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争竞 
  3. 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 
(这些人因浮夸而对属灵的事毫无知识；心地败坏，无止境的争论，把敬虔当作赚取钱财的途径。) 

﹙二﹚敬虔与知足 
  1. 然而敬虔(godliness)加上知足(contentment)的心便是大利了(great gain) 
   －因为我们没有带甚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甚么去 
  2.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三﹚贪财的危险 
  1.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2. 贪财是万恶之根 
  3. 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信仰)、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三、属神的人(11-16) 
﹙一﹚属神之人的生活与工作 
  1. 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2. 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3. 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好的见证 
腓 2:22 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明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 
(保罗在此要求提摩太实践神所呼召他的目的，与他在众人面前所作的见证，勇敢为持守信仰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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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守命令直到主显现 
  1. 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彼拉多作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 
  2. 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3. 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权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 
   －要将他显明出来(基督再来，向世人彰显荣耀) 
  4. 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归给他。阿们。 

四、末后的嘱咐(17-21) 
﹙一﹚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1.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  
   －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 
  2.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供给或作体贴〕 
  3. 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豫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太 6:19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太 6:20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二﹚嘱咐提摩太 
  1. 提摩太阿、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 
   －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 
  2. 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问题讨论： 

一、保罗如何教训作仆人的信徒？其动机和原因各如何？ 

二、保罗如何斥责传异教的人？ 

三、想要发财和贪财者的危险是什么？基督徒知足的缘由是什么？ 

四、保罗要提摩太逃避什么？要追求那些德性？  

五、保罗要提摩太守住什么命令？当如何守？ 

六、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嘱咐对今日重视今世学问的人有甚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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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书总结 
教会与工人 

一、引言(一 1~2) 
提前 1:1 奉我们救主 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提前 1:2 写信给那因信主作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 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

与你。 
 
二、教会是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一 3~三 15) 

﹙一﹚教会纯正的信仰(一章) 

1. 当防备的教训(一 3~11) 

2. 当效法的榜样和纯正的教训(一 12~20) 

提前 1:3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 
提前 1:4 也不可听从荒渺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 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 神在信上所立

的章程。﹙无补于神在信仰里的安排经营﹚ 
提前 1:5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亏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 
提前 1:13 我从前是亵渎 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

候而作的。 
提前 1:14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 
提前 1:15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提前 1:16 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

生的人作榜样。 
提前 1:18 我儿提摩太阿、我照从前指着你的豫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提前 1:19 常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 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二﹚敬虔的生活(二章) 

1. 祷告的生活(二 1~7) 

2. 男女的次序(二 8~15) 

提前 2:1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提前 2:2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提前 2:4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提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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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 2:6 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 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提前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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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 2:8 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论、〔争论或作疑惑〕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提前 2:9 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妆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妆饰.  
提前 2:10 只要有善行．这纔与自称是敬 神的女人相宜。 
提前 2:11 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 
提前 2:13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 
提前 2:14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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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会的组织(三章) 

1. 监督的品格(三 1~7) 

2. 执事的品格(三 8~13) 

提前 3:2 作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

善于教导. 
提前 3:3 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  
提前 3:4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或作端端庄庄的使儿女顺服〕 
提前 3:5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 神的教会呢。 
提前 3:6 初入教的不可作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 
提前 3:7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 
提前 3:8 作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  
提前 3:9 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 
提前 3:10 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 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作执事。 
提前 3:11 女执事〔原文作女人〕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 
 
三、敬虔的奥秘 - 神在肉身显现(三 14~六 19) 

﹙一﹚敬虔的生活 

1.  敬虔的本质(三 14~16) 

2.  敬虔的操练(四 1~9) 

提前 3:15 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 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 神的教会、真理

的柱石和根基。 
提前 3:16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 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或作在灵性称

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提前 4:1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提前 4:3 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或作又叫人戒荤〕就是 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

感谢着领受的。 
提前 4:7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渺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提前 4:8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惟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 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提前 4:9 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二﹚教牧的工人 

1.  忠心的教导(四 10~11) 

2.  榜样的生活(四 12~16) 

提前 4:10 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 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 神. 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

主。 
提前 4:11 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 
提前 4:12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 
提前 4:14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藉豫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提前 4:16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

的人。 



 17

﹙三﹚在为人上敬虔的操练(五 1~六 2) 

1.  对不同年龄和性别的人(五 1~2) 

2.  对寡妇和她们的家人(五 3~16) 

3.  对长老和工人(五 17~25) 

4.  对作仆人的(六 1~2) 

提前 5:1 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 劝少年人如同弟兄.  
提前 5:2 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 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 总要清清洁洁的。 
提前 5:3 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 
提前 5:5 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 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 
提前 5:17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提前 5:22 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 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分. 要保守自己清洁。 
提前 6:1 凡在轭下作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 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 
提前 6:2 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意服事他．因为得服事之益处

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 
 

﹙四﹚在内心里敬虔的操练(六 3~19) 

提前 6:6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提前 6:7 因为我们没有带甚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甚么去． 
提前 6:8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提前 6:10 贪财是万恶之根. 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提前 6:11 但你这属 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提前 6:12 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作了那美

好的见证。 
 

四、结语(六 20~21) 
提前 6:20 提摩太阿、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 
提前 6:21 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就偏离了真道。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历史背景： 

(1)徒 28 后，保罗得恩赦，为时约 62 年夏或 62 年秋（参腓 2：23－24；门 22 得释之盼望）。 

(2)被释后，如他所应许，随即打发提摩太到腓立比（腓 2：19－23）及以弗所去。 

(3)自己独自探望亚西亚众教会如以弗所、歌罗西、希拉波立、老底嘉等，如他所许给腓利门的话

（门 22）。 

(4)重回以弗所居住，处理许米乃与亚力山大的问题（提前 1：20）。提摩太来到，嘱咐他留下牧养

该地后（提前 1：3－4）便到访各处。 

(5)他先到马其顿（提前 1：3）（可能到腓立比），在那处书成提摩太前书（提前 3：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