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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迦谷基督徒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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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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簡介】 

一、著者、著時︰使徒保羅。 

 《提摩太前書》約在主後六十四至六十五年，保羅從羅馬監獄被釋放之後，再次被捕以

前，寫於馬其頓，當時正值保羅第四次旅行傳道途中。 

 受書者提摩太係路司得人，極可能是保羅在第一次旅行佈道訪問路司得時所結的福音果

子(參徒十四 6~7，21)。他的父親是希臘人，母親是猶太人；母親與外祖母均信主，且極其虔

誠，自幼教他讀舊約聖經(提後一 5；三 15)。提摩太大部分時間跟隨保羅事奉主，與他同

行、同工、同勞(參徒十七~二十)；甚至當保羅第一次在羅馬被囚時，提摩太也與他同坐監

(腓一 1；西一 1 門 1)；提摩太確是保羅一生得意的助手。 

二、主題︰在神的家中當怎樣行 

提摩太前書、後書與提多書合稱為教牧書信，因其顯著的內容乃是論教會的管理與牧

養。提摩太前書特別教導提摩太如何抗拒錯誤的道理教訓，如何管理並牧養教會，如何操練

自己作個基督耶穌的好僕人。 
 
三、鑰節︰ 

 「基督耶穌降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
罪魁。然而我蒙了憐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切的忍耐、給後來信他
得永生的人作榜樣。」(提前一 15~16) 

 「倘若我躭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行，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
理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不以為然．就是 神在肉身顯現、被聖靈稱義、
被天使看見、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提前三 15-16) 

 「不可叫人小看你年輕；總要在言語、行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
樣。」(提前四 12) 

四、鑰字︰「囑咐」；「真道」；「執事」；「信心」；「良心」；「敬虔」 

五、寫作背景︰  

 當時保羅在馬其頓旅行傳道，而留提摩太在以弗所牧養教會(提前一 3)；一則提摩太還年

輕(提前四 12)，尚未熟練教牧工作，二則當時正流行各種異端教訓(提前一 3~7；四 1~8；六

3~5，20~21)，故寫了本書盡心地叮囑。 

六、主旨要義︰ 

 提摩太前書為專論「教會與工人」的書卷，也是保羅對他親愛的提摩太所發出的「囑

咐」，囑咐他如何應付傳異端的人，如何保持教會在信仰上作真理的柱石和根基，如何管理

教會的聖工和維持教會的秩序，如何選任教會的長老與執事，如何作群羊的榜樣，牧養各等

各式的會衆……等等。 

一、引言（1：1－2） 
二、關乎個人的勸勉（1：3－20） 
三、關乎教牧的勸勉（2：1－6：19） 
四、結語（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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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第一章 

內容綱要：                   持守信仰打那美好的仗   

一、引言(1-2) 
﹙一﹚寫書者－奉我們救主神、和我們的盼望基督耶穌之命、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羅 
(神是我們的「救主」，表明神是救恩的源頭；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穌帶給我們永生的盼望，祂自己成

了我們的盼望；保羅乃奉神的命令作基督耶穌的大使，是奉差在地上代表基督的人。) 
﹙二﹚受書者－寫信給那因信主作我真兒子的提摩太(字義為尊敬神，榮耀神) 
﹙三﹚祝福的話－願恩惠憐憫平安、從父神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 

二、指斥異端的荒謬(3-11) 
﹙一﹚異端的本質 
  1.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 
   －好囑咐(傳達命令給)那幾個人、不可傳異教(傳別的教義) 
   －也不可聽從荒渺無憑的話語、和無窮的家譜 
  2. 這等事只生辯論、並不發明神在信上所立的章程﹙無補於神在信仰裏的安排經營﹚ 
﹙二﹚愛是命令的總歸 
  1. 但命令的總歸就是愛(命令的終極目的乃是神聖之愛 agape) 
  2. 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虧﹙好﹚的良心、無偽的信心、生出來的 
(「清潔的心」乃是純潔的心，除神之外，別無所求所慕；「無虧的良心」就是好的是非之心，聖靈

感動我們的良心，向我們說話並作見證；「無偽的信心」乃是沒有虛假的真信心。) 
  3. 有人偏離這些、反去講虛浮的話 
  4. 想要作教法師、卻不明白自己所講說的、所論定的 
﹙三﹚律法的目的 
  1. 我們知道律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 
  2. 因為律法不是為義人設立的 
  3. 乃是為不法和不服的、不虔誠和犯罪的、不聖潔和戀世俗的、弒父母和殺人的、 
      行淫和親男色的、搶人口和說謊話的、並起假誓的、或是為別樣敵正道的事設立的 
羅 3:20 所以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行律法、能在 神面前稱義．因為律法本是叫人知罪。 

﹙四﹚這是照著可稱頌之神交託我榮耀福音說的 
(福音的內涵─基督耶穌，祂是神榮耀所發的光輝；福音的對象─眾信徒，我們是彰顯祂榮耀的器皿) 

三、保羅蒙恩的見證(12-17) 
﹙一﹚感謝基督的選派 
  1. 我感謝那給我力量的、我們主基督耶穌 
  2. 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他 
﹙二﹚神豐盛的恩典 
  1. 我從前是褻瀆神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 然而我還蒙了憐憫、 
   －因我是不信不明白的時候而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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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裏有信心和愛心 
(神的憐憫帶來主極度豐足的恩典，而主逾格的恩典使我們有信心和愛心。) 

﹙三﹚蒙憐憫的罪魁 
  1. 基督耶穌降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太 1:21 他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惡裏救出來。 
  2. 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然而我蒙了憐憫、 
   －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切的忍耐 
   －給後來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 
(神怎樣能改變保羅這樣的罪魁，也照樣能改變一切的罪人，只要我們接受祂的憐憫。) 

﹙四﹚保羅的稱頌 
  1.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不能朽壞不能看見永世的君王、獨一的神 
  2. 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四、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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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兒提摩太阿、我照從前指著你的豫言、將這命令交託你 
   －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2. 常存信心、和無虧的良心 
(信心和無虧的良心是打屬靈的仗所不可或缺的裝備，並且兩者息息相關：無偽的信心能幫助良心的

敏銳程度，無虧的良心能幫助持守信心；信心像貨，良心像船，良心一有虧欠，信心立即漏失。) 

﹙二﹚鑑戒 
  1. 有人丟棄良心、就在真道﹙信仰﹚上如同船破壞了一般。 
  2. 其中有許米乃和亞力山大. 我已經把他們交給撒但、 
   －使他們受責罰、就不再謗讟了 
(「許米乃」是講說復活的事已過的異端教師(提後二 17)；「亞力山大」指敵擋真道並陷害保羅的銅

匠亞力山大(提後四 14~15)。把他們交給撒但的目的，不是僅為懲罰他們，乃是為使他們知錯悔改，

不再說那些毀謗、褻瀆的話。) 
 
問題討論： 

一、愛是從那裡生出來的？請分享「命令的總歸就是愛」？ 

二、律法的功用是什麼？怎樣用得合宜？ 

三、保羅為何感受到主的恩典是格外豐盛？  

四、請試述良心有那些功用？如何才能有無虧的良心？ 

五、怎樣準備為真道打仗？需要怎樣的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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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第二章 

內容綱要：                  禱告的生活與敬虔的生活  

一、代禱生活的重要 - 神願萬人得救(1-6) 
﹙一﹚第一要為萬人禱告 
  1.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 
(「懇求 request」指為某些特殊需要與缺乏而懇切祈求；「禱告 prayer」指一般的禱告、與神交通；

「代求 intercession」指為別人代禱；「祝謝 thanksgiving」指向神獻上感謝和祝福。) 
  2. 為君王和一切在位的也該如此 
   －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度日 
  3. 這是好的、在神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 
(基督徒有了純正的信仰(一章)，還必須配上敬虔的生活(敬虔端正的度日)，才能蒙神悅納；基督徒為

萬人和一切有權位的禱告是合乎神的旨意，是神所喜歡的。) 

﹙二﹚為萬人代禱，因基督耶穌是獨一的中保 
  1.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truth) 
  2. 因為只有一位神、在神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降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來 8:6 如今耶穌所得的職任是更美的、正如他作更美之約的中保．這約原是憑更美之應許立的。 
  3. 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 到了時候、這事必證明出來。 
(只有主耶穌是神的兒子，祂就是神(約一 1)；祂又是道成肉身(約一 14)，祂也是完全的人。惟有主有

資格作中保，也只有耶穌一人，可以為萬人付出贖價，而且是已經付了。) 

﹙三﹚保羅奉派的使命 
  1. 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師傅 
  2. 教導他們相信、學習真道(引導人接受正確的信仰；教導人認識正確的真理) 
  3. 我說的是真話、並不是謊言 

二、教會中敬虔的生活(7-12) 
﹙一﹚男人應息爭禱告 
  1. 我願男人無忿怒、無爭論、［爭論或作疑惑］ 
  2. 舉起聖潔的手 
出 17:11 摩西何時舉手、以色列人就得勝、何時垂手、亞瑪力人就得勝。 
  3. 隨處禱告 
(「聖潔的手」和「隨處禱告」彼此息息相關。虔敬的生活(手是聖潔的)，支持並加強禱告的生活；而

禱告的生活，也有助於虔敬的生活(有聖潔的手可以舉起)。) 

﹙二﹚女人應有正派衣飾與善行 
  1. 又願女人廉恥、自守 
  2. 以正派衣裳為妝飾、不以編髮、黃金、珍珠、和貴價的衣裳為妝飾 
  3. 只要有善行(美好的行為) 
  4. 這纔與自稱是敬神的女人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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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前 3:3 你們不要以外面的辮頭髮、戴金飾、穿美衣、為妝飾、 
彼前 3:4 只要以裏面存著長久溫柔安靜的心為妝飾．這在 神面前是極寶貴的。 

﹙三﹚聚會中的次序 
  1. 女人要沉靜學道(安靜地學習道理)、一味的順服(凡事甘願服在神的安排底下) 
  2. 我不許女人講道﹙教訓﹚、也不許他轄管(實施不合法的權威)男人、只要沉靜 
林前 11:5 凡女人禱告或是講道、若不蒙著頭、就羞辱自己的頭. 因為這就如同剃了頭髮一樣。 

詩 68:11 主發命令、傳好信息的婦女成了大群。 

(保羅不許女人權威式的教訓，但卻非禁止講道的事，只是講道時必須蒙著頭，不越過本份而出頭。) 
  3. 因為先造的是亞當、後造的是夏娃 
  4. 且不是亞當被引誘、乃是女人被引誘、陷在罪裏 
(神造人的先後次序-神是先創造男人；撒但引人犯罪的先後次序-撒但是先引誘女人，兩者的先後次序

相反。照神的次序，結果是「甚好」(創一 27，31)；照撒但的次序，結果是墮落(創三 6，13)。) 

﹙四﹚關乎女人的應許 
  1. 然而女人若常存信心、愛心、又聖潔自守(holiness with self-restraint) 
   －就必在生產上得救 
創 3:16 又對女人說、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女必多受苦楚. 你必戀慕你丈夫、你

丈夫必管轄你。 

 
 
問題討論： 

一、代禱的對象有那些？內容是什麼？ 

二、請試述神願意萬人得救的道理為何？ 

1. 因為只有一位神─萬族萬民都同屬一位真神 

2. 因為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除祂以外別無拯救 

3. 因為祂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代贖的對象包括一切世人 

4. 因為神為此目的差遣人作傳道、使徒、教師 

三、保羅在此勉勵男人如何過禱告生活？這給我們怎樣的提醒？ 

四、保羅在此如何教導女人的衣著？又如何教導更相宜的「妝飾」？ 

五、男人與女人在聚會中的次序如何？為何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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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第三章 

內容綱要：                              神的家就是活神的教會   

一、教會行政中監督﹙長老﹚職分的資格(1-7) 
﹙一﹚人若想要得監督的職分、就是羨慕善工．這話是可信的 
徒 20:17 保羅從米利都打發人往以弗所去、請教會的長老來。 
徒 20:28 聖靈立你們作全羣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也為全羣謹慎、牧養 神的教會、就是

他用自己血所買來的。［或作救贖的］ 
(監督與長老實際上是相同的職位，不過監督是按其職責之性質，長老則是按其靈性程度而言。) 

 ﹙二﹚其個人的品德 
  1. 作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  2. 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  
  3. 有節制(temperate, sober)  4. 自守(self-controlled 莊重)    
  5. 端正(respectable 正派)  6. 樂意接待遠人(hospitable)   
  7. 善於教導(teach)   8. 不因酒滋事(不酗酒)   
  9. 不打人(not violent)   10. 只要溫和(gentle 溫良)    
  11. 不爭競(與人無爭)   12. 不貪財(not a lover of money) 
﹙三﹚其家庭的模範 
  1. 好好管理自己的家、使兒女凡事端莊順服﹝端端莊莊的使兒女們順服﹞ 
  2. 人若不知道管理自己的家、焉能照管神的教會呢 
(本節將「自己的家」和「神的教會」作對比，一個小，一個大；一個屬世，一個屬靈；一個是暫時

的家，一個是永遠的家。一個人連自己的家都管不好，怎能將神的教會照管得好呢？) 

﹙四﹚成熟屬靈生命與教外好名聲 
  1. 初入教的不可作監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落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裏 
  2. 監督也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恐怕被人毀謗、落在魔鬼的網羅裏 
(作長老的人不一定都是有名望的人，但在外邦人中間必須有好的見證，活出基督來。) 
彼前 5:1 我這作長老、作基督受苦的見證、同享後來所要顯現之榮耀的、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老

的人。 

彼前 5:2 務要牧養在你們中間 神的羊、按著 神旨意照管他們．不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

心．也不是因為貪財、乃是出於樂意。 

彼前 5:3 也不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乃是作羊的榜樣。 

二、教會行政中的執事(8-13) 
﹙一﹚作執事的條件 
  1. 作執事(僕人、服事者)的也是如此 

  2. 必須端莊(noble 莊重可敬)  3. 不一口兩舌(not double-tongued 誠實)   
  4. 不好喝酒    5. 不貪不義之財   
  6. 要存清潔的良心(無虧的良心) 7. 固守真道(信仰)的奧祕  
  8. 這等人也要先受試驗. 若沒有可責之處、然後叫他們作執事 
徒 6:3 當從你們中間選出七個有好名聲、被聖靈充滿、智慧充足的人、我們就派他們管理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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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女執事的條件 
  1. 女執事也是如此、必須端莊 2. 不說讒言(毀謗的話或搬弄是非的話) 
  3. 有節制    4. 凡事忠心 
﹙三﹚其家庭與屬靈生命的長進 
  1. 執事只要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好好管理兒女和自己的家 
  2. 因為善作執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高臺、階梯，指受尊敬的地位)  
  3. 並且在基督耶穌裏的真道(信仰)上大有膽量 

三、教會是活神的家並真理的柱石與根基(14-16) 
﹙一﹚保羅的盼望 
  1. 我指望快到你那裏去、所以先將這些事寫給你 
  2. 倘若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神的家中當怎樣行 
﹙二﹚教會的使命 
  1. 這家就是永生神的教會 
  2. 真理的柱石和根基 (柱石是高舉真理的，根基是堅固真理的；教會是儲藏真理的所在。) 
﹙三﹚保羅的靈歌 
  1. 大哉、敬虔(godliness 像神)的奧祕、無人不以為然 
  2. 就是神在肉身顯現(約 1:14 道成了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理。)  
  3. 被聖靈稱義［在靈性稱義］(彼前 3:18 按著肉體說他被治死．按著靈性說他復活了。) 
  4. 被天使看見 (彼前 1:12 天使也願意詳細察看這些事。)     
  5. 被傳於外邦 (太 28:19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靈的名、給他們施洗。) 
  6. 被世人信服 (羅 1:16 我不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切相信的。)  
  7. 被接在榮耀裏 (徒 1:9 他們正看的時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雲彩把他接去。) 
(敬虔就是神在肉身顯現，就是說，神從人身上出來了。當初神的生命如何在主耶穌（教會的頭）身

上彰顯出來，今天神的生命也如何在信祂的人（教會）身上彰顯出來。) 

 

 

問題討論： 

一、監督人選的資格有那幾方面？在品德上、生命和恩賜上應具備什麼條件？ 

二、監督在家庭見證和教外名聲上，應具備怎樣的條件，其原因安在？ 

三、執事的資格，在德性上、信仰上、家庭見證和就任上有何條件？ 

四、作執事的福氣是什麼？ 

五、教會是什麼？教會的使命是甚麽？  

六、何謂敬虔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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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第四章 

內容綱要：                         基督耶穌的好執事   

一、聖靈明說末世必有背道的事(1-5) 
﹙一﹚背道的原因 
  1. 聖靈明說、在後來的時候、必有人離棄真道(信仰) 
  2. 聽從那引誘人的邪靈、和鬼魔的道理 
(聖靈是引導人，使人明白並進入真理(約十六 13)；邪靈是引誘人，使人離棄真道。) 
  3. 這是因為說謊之人的假冒、這等人的良心、如同被熱鐵烙慣了一般 
﹙二﹚異端的道理 
  1. 他們禁止嫁娶 
創 2:18 耶和華 神說、那人獨居不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2. 又禁戒食物﹝戒葷﹞ 
   －就是神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謝著領受的 
創 9:3 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你們的食物、這一切我都賜給你們如同菜蔬一樣。 
  3. 凡神所造的物、都是好的. 若感謝著領受、就沒有一樣可棄的 
   －都因神的道和人的祈求、成為聖潔了 
 (鬼魔的道理要人靠自我禁慾修練成為聖潔，來蒙神悅納，發展魂的能力。基督徒既不縱慾，也不禁

慾；靠主救贖得蒙神悅納；藉十架喪掉魂生命，以得著靈生命。) 

二、作基督耶穌的好僕人(6-16) 
﹙一﹚在信仰的話和所跟隨善美教訓上得餵養 
  1. 你若將這些事題醒弟兄們、便是基督耶穌的好執事(minister 僕人) 
  2. 在真道的話語(信仰之道)、和你向來所服從的善道上(好的教導)、得了教育(栽培養育) 
﹙二﹚操練敬虔(godliness) 
  1. 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老婦荒渺的話、在敬虔上操練自己 
  2. 操練身體、益處還少．惟獨敬虔(虔誠、像神)、凡事都有益處 
   －因有今生和來生的應許 
  3. 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敬虔」就是神在肉身顯現(提前三 16)，故真實的敬虔即指「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腓一

20) ；在我們的思想、言語、行為、態度上不再是自己，而是基督活著，這就是敬虔的生活。) 

﹙三﹚勞苦努力堅持指望 
  1. 我們勞苦努力、正是為此．因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的神 
  2. 他是萬人的救主、更是信徒的救主 
林後 1:10 他曾救我們脫離那極大的死亡、現在仍要救我們、並且我們指望他將來還要救我們。 
  3. 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導人 
 (若我們的指望在乎人的幫助、憐憫、同情，那麼我們就會灰心喪志；若我們的指望在乎神，我們所

作的一切都存在神那裡，就會甘心為主勞苦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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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信徒的榜樣 
  1. 不可叫人小看你年輕  
  2. 總要在言語、行為、愛心、信心、清潔上、都作信徒的榜樣 

言語(logos)－基督徒要說實話、造就人的好話和感謝的話。(弗四 25，29；五 4) 
行為(conduct)－行事為人要與基督的福音，並蒙召的恩相稱。(腓一 27；弗四 1) 
愛心(agape)－沒有愛心的、就不認識神．因為神就是愛。(約一 4:8) 
信心(faith)－人非有信，就不能得神的喜悅。(來十一 6) 
清潔上(purity)－在動機和行動上的純潔，沒有攙雜。 

﹙五﹚殷勤盡職 
  1. 你要以宣讀(reading)、勸勉(preaching)、教導(teaching)為念、直等到我來 
  2. 你不要輕忽所得的恩賜 
   －就是從前藉著豫言、在眾長老按手的時候、賜給你的 
(在按手時，若聖靈給一個被帶到恩膏下的人有預言的禱告，這預言所說的特點，就要成為那人將來

生命與職事的特點。在這裏，元首的權柄，藉著代表的肢體，將當得的恩賜賜給那受按手的人。) 
  3. 這些事你要殷勤去作、並要在此專心、使眾人看出你的長進來 
(要長進需要我們殷勤，指全心被這些事佔有；在此專心，指全人投入在這些事上。) 

﹙六﹚謹慎自己 
  1. 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些事上恆心 
  2. 因為這樣行、又能救自己、又能救聽你的人 
(「自己」指自己的言行生活，亦即所謂的「身教」；「自己的教訓」指向別人傳講的道理教訓，亦

即所謂的「言教」，此兩者必須並重且相吻合。) 
 
 

 

問題討論： 

一、離棄真道的原因何在？保羅怎樣描述這些假敬虔的人？ 

二、邪靈和鬼魔的道理對婚姻和食物的教訓是什麼？聖經正確的看法如何？ 

三、如何作基督耶穌的好執事？ 

四、何謂敬虔？如何操練敬虔？ 

五、保羅勸勉提摩太怎樣作信徒的榜樣？應如何殷勤盡職？應如何謹慎自己？  

 



 11

提摩太前書第五章 

內容綱要：                        牧養群羊治理教會  

一、勸各種年齡的聖徒如家人(1-2) 
﹙一﹚怎樣勸老年人 
  1. 不可嚴責老年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 
  2. 勸老年婦女如同母親 
﹙二﹚怎樣勸少年人 
  1. 勸少年人如同弟兄 
  2. 勸少年婦女如同姐妹 
  3. 總要清清潔潔的 
 (教會乃是神的家，在教會中對待眾聖徒就應滿有家的感覺。以勸勉取代嚴責，舉止合宜存心清潔。) 

二、尊敬那真為寡婦的(3-16) 
﹙一﹚有兒孫的寡婦 
  1. 要尊敬那真為寡婦的（指無倚靠並敬虔度日的寡婦） 
  2. 若寡婦有兒女、或有孫子孫女、便叫他們先在自己家中學著行孝、報答親恩 
   －因為這在神面前是可悅納的 
(聖徒看顧自己的家人，奉養孝敬、報答雙親，是一件討神喜悅的事，看顧親屬才合乎信仰。) 

﹙二﹚獨居無靠的寡婦與好宴樂的寡婦 
  1. 那獨居無靠真為寡婦的 
   －是仰賴神、晝夜不住的祈求禱告 
  2. 但那好宴樂的寡婦、正活著的時候、也是死的 
   －這些事你要囑咐他們、叫他們無可指責 
  3. 人若不看顧親屬、就是背了真道、比不信的人還不好 
   －不看顧自己家裏的人、更是如此 
﹙三﹚記在冊子上的寡婦 
  1. 寡婦記在冊子上、必須年紀到六十歲、從來只作一個丈夫的妻子 
  2. 又有行善的名聲、就如 
   －養育兒女、接待遠人、洗聖徒的腳、救濟遭難的人、竭力行各樣善事 
﹙四﹚年輕的寡婦 
  1. 至於年輕的寡婦、就可以辭他（指不應登記在冊子上） 
   －因為他們的情慾發動、違背基督的時候、就想要嫁人 
  2. 他們被定罪、是因廢棄了當初所許的願﹙起初的信心 faith﹚ 
  3. 並且他們又習慣懶惰、挨家閒遊 
  4. 不但是懶惰、又說長道短、好管閒事、說些不當說的話 
  5. 所以我願意年輕的寡婦嫁人、生養兒女治理家務、不給敵人辱罵的把柄 
   －因為已經有轉去隨從撒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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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救濟寡婦的原則 
  1. 信主的婦女、若家中有寡婦、自己就當救濟他們、不可累著教會 
  2. 好使教會能救濟那真無倚靠的寡婦 
(信徒和教會當分工照顧寡婦。教會的責任是救濟真無倚靠的寡婦，也就是(1)沒有兒女或孫兒女

(v.4)；(2)沒有同性親屬(v.8,16)；(3)年紀在六十歲以上(v.9)；(4)從來只作一個丈夫的妻子(v.9)；(5)過
去曾有行善的名聲(v.10)；(6)不好宴樂，而專心仰賴神、禱告神(v.5~6)。) 

三、對長老(17-20) 
﹙一﹚長老應得的敬奉(honor) 
  1. 那善於管理教會的長老、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 
  2. 那勞苦傳道教導人的、更當如此 
  3. 因為經上說、『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不可籠住他的嘴。』(申 25:4) 
  4. 又說、『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路 10:7) 
帖前 5:12 弟兄們、我們勸你們敬重那在你們中間勞苦的人、就是在主裏面治理你們、勸戒你們的． 

﹙二﹚受理控告長老的原則 
  1. 控告長老的呈子、非有兩三個見證就不要收 
  2. 犯罪的人、當在眾人面前責備他、叫其餘的人也可以懼怕 
(處理控告長老的事，既不可輕易採信告發者之詞，也不可縱容姑息，必須公正地作到無枉無縱。) 

四、囑咐提摩太(21-25) 
﹙一﹚對個人的囑咐 
  1. 我在神和基督耶穌並蒙揀選的天使面前囑咐你、要遵守這些話 
   －不可存成見、行事也不可有偏心 
  2. 給人行按手的禮、不可急促  
  3. 不要在別人的罪上有分．要保守自己清潔 
  4. 因你胃口不清、屢次患病、再不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點酒 
﹙二﹚明顯與隱藏的罪 
  1. 有些人的罪是明顯的、如同先到審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隨後跟了去的(後來才查出來) 
  2. 這樣、善行也有明顯的．那不明顯的、也不能隱藏 
太 10:26 所以不要怕他們．因為掩蓋的事、沒有不露出來的、隱藏的事、沒有不被人知道的。 

 

問題討論： 

一、怎樣勸戒教會中各等樣的人？ 

二、按本段經文保羅將寡婦分爲幾類？教會應救濟那類寡婦？ 

三、長老應作的工作是甚麽？當得如何的敬奉？ 

四、給人行按手的禮、為何不可急促？不要在別人的罪上有分，應如何解釋？ 

五、信徒對於健康、醫治和飲酒之事應有甚麽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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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第六章 

內容綱要：                       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一、作僕人的當恭敬主人(1-2) 
﹙一﹚僕人十分尊敬自己的主人 
  1. 凡在軛下作僕人的、當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 
   －免得神的名和道理、被人褻瀆 
林前 7:20 各人蒙召的時候是甚麼身分、仍要守住這身分。 

﹙二﹚僕人加倍服事信道的主人 
  1. 僕人有信道的主人、不可因為與他是弟兄就輕看他．更要加意服事他 
   －因為得服事之益處的、是信道蒙愛的 
  2. 你要以此教訓人、勸勉人 
(今天基督徒，對不信的上司要恭敬，有好見證；對信主的上司更應殷勤服事，因他是信主蒙愛的。) 

二、傳異教與貪財的人(3-10) 
﹙一﹚對傳異教者的指斥 
  1. 若有人傳異教、不服從我們主耶穌基督純正的話(logos)、與那合乎敬虔的道理(teaching) 
  2. 他是自高自大、一無所知、專好問難、爭辯言詞 
   －從此就生出嫉妒、分爭、毀謗、妄疑 
   －並那壞了心術、失喪真理之人的爭競 
  3. 他們以敬虔為得利的門路 
(這些人因浮誇而對屬靈的事毫無知識；心地敗壞，無止境的爭論，把敬虔當作賺取錢財的途徑。) 

﹙二﹚敬虔與知足 
  1. 然而敬虔(godliness)加上知足(contentment)的心便是大利了(great gain) 
   －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來、也不能帶甚麼去 
  2.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三﹚貪財的危險 
  1. 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落在網羅、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裏 
   －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 
  2. 貪財是萬惡之根 
  3. 有人貪戀錢財、就被引誘離了真道(信仰)、用許多愁苦把自己刺透了 

三、屬神的人(11-16) 
﹙一﹚屬神之人的生活與工作 
  1. 但你這屬神的人、要逃避這些事、追求公義、敬虔、信心、愛心、忍耐、溫柔 
  2.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3. 你為此被召、也在許多見證人面前、已經作了那美好的見證 
腓 2:22 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他興旺福音與我同勞、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 
(保羅在此要求提摩太實踐神所呼召他的目的，與他在眾人面前所作的見證，勇敢為持守信仰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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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守命令直到主顯現 
  1. 我在叫萬物生活的神面前、並在向彼拉多作過那美好見證的基督耶穌面前囑咐你 
  2. 要守這命令、毫不玷污、無可指責、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 
  3. 到了日期、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就是那獨一不死、住在人不能靠近的光裏、是人未曾看見、也是不能看見的 
   －要將他顯明出來(基督再來，向世人彰顯榮耀) 
  4. 但願尊貴和永遠的權能、都歸給他。阿們。 

四、末後的囑咐(17-21) 
﹙一﹚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 
  1.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不要自高、也不要倚靠無定的錢財  
   －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神 
  2. 又要囑咐他們行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樂意供給人［供給或作體貼］ 
  3. 為自己積成美好的根基、豫備將來、叫他們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太 6:19 不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壞、也有賊挖窟窿來偷． 
太 6:20 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不能壞、也沒有賊挖窟窿來偷． 

﹙二﹚囑咐提摩太 
  1. 提摩太阿、你要保守所託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虛談、和那敵真道似是而非的學問 
   －已經有人自稱有這學問、就偏離了真道 
  2. 願恩惠常與你們同在 
 
 

問題討論： 

一、保羅如何教訓作僕人的信徒？其動機和原因各如何？ 

二、保羅如何斥責傳異教的人？ 

三、想要發財和貪財者的危險是什麼？基督徒知足的緣由是什麼？ 

四、保羅要提摩太逃避什麼？要追求那些德性？  

五、保羅要提摩太守住什麼命令？當如何守？ 

六、保羅對提摩太最後的囑咐對今日重視今世學問的人有甚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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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總結 
教會與工人 

一、引言(一 1~2) 
提前 1:1 奉我們救主 神、和我們的盼望基督耶穌之命、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羅、 
提前 1:2 寫信給那因信主作我真兒子的提摩太．願恩惠憐憫平安、從父 神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

與你。 
 
二、教會是神的家-真理的柱石和根基(一 3~三 15) 

﹙一﹚教會純正的信仰(一章) 

1. 當防備的教訓(一 3~11) 

2. 當效法的榜樣和純正的教訓(一 12~20) 

提前 1:3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人、不可傳異教、 
提前 1:4 也不可聽從荒渺無憑的話語、和無窮的家譜. 這等事只生辯論、並不發明 神在信上所立

的章程。﹙無補於神在信仰裏的安排經營﹚ 
提前 1:5 但命令的總歸就是愛. 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虧的良心、無偽的信心、生出來的。 
提前 1:13 我從前是褻瀆 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了憐憫、因我是不信不明白的時

候而作的。 
提前 1:14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穌裏有信心和愛心。 
提前 1:15 基督耶穌降世、為要拯救罪人. 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 
提前 1:16 然而我蒙了憐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切的忍耐、給後來信他得永

生的人作榜樣。 
提前 1:18 我兒提摩太阿、我照從前指著你的豫言、將這命令交託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提前 1:19 常存信心、和無虧的良心. 有人丟棄良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了一般。 
 
﹙二﹚敬虔的生活(二章) 

1. 禱告的生活(二 1~7) 

2. 男女的次序(二 8~15) 

提前 2:1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 
提前 2:2 為君王和一切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度日。 
提前 2:4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提前 2:5 因為只有一位 神、在 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降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提前 2:6 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 到了時候、這事必證明出來。 
提前 2:7 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師傅、教導他們相信、學習真道。我說的是

真話、並不是謊言。 
提前 2:8 我願男人無忿怒、無爭論、［爭論或作疑惑］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 
提前 2:9 又願女人廉恥、自守、以正派衣裳為妝飾、不以編髮、黃金、珍珠和貴價的衣裳為妝飾.  
提前 2:10 只要有善行．這纔與自稱是敬 神的女人相宜。 
提前 2:11 女人要沉靜學道、一味的順服。 
提前 2:13 因為先造的是亞當、後造的是夏娃。 
提前 2:14 且不是亞當被引誘、乃是女人被引誘、陷在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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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會的組織(三章) 

1. 監督的品格(三 1~7) 

2. 執事的品格(三 8~13) 

提前 3:2 作監督的、必須無可指責、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有節制、自守、端正、樂意接待遠人、

善於教導. 
提前 3:3 不因酒滋事、不打人、只要溫和、不爭競、不貪財.  
提前 3:4 好好管理自己的家、使兒女凡事端莊順服。［或作端端莊莊的使兒女順服］ 
提前 3:5 人若不知道管理自己的家、焉能照管 神的教會呢。 
提前 3:6 初入教的不可作監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落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裏。 
提前 3:7 監督也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恐怕被人毀謗、落在魔鬼的網羅裏。 
提前 3:8 作執事的也是如此、必須端莊、不一口兩舌、不好喝酒、不貪不義之財.  
提前 3:9 要存清潔的良心、固守真道的奧祕。 
提前 3:10 這等人也要先受試驗. 若沒有可責之處、然後叫他們作執事。 
提前 3:11 女執事［原文作女人］也是如此、必須端莊、不說讒言、有節制、凡事忠心。 
 
三、敬虔的奧祕 - 神在肉身顯現(三 14~六 19) 

﹙一﹚敬虔的生活 

1.  敬虔的本質(三 14~16) 

2.  敬虔的操練(四 1~9) 

提前 3:15 倘若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 神的家中當怎樣行. 這家就是永生 神的教會、真理

的柱石和根基。 
提前 3:16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不以為然. 就是 神在肉身顯現、被聖靈稱義、［或作在靈性稱

義］被天使看見、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 
提前 4:1 聖靈明說、在後來的時候、必有人離棄真道、聽從那引誘人的邪靈、和鬼魔的道理。 
提前 4:3 他們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或作又叫人戒葷］就是 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

感謝著領受的。 
提前 4:7 只是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老婦荒渺的話、在敬虔上操練自己。 
提前 4:8 操練身體、益處還少. 惟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 因有今生和來生的應許.  
提前 4:9 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二﹚教牧的工人 

1.  忠心的教導(四 10~11) 

2.  榜樣的生活(四 12~16) 

提前 4:10 我們勞苦努力、正是為此. 因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的 神. 他是萬人的救主、更是信徒的救

主。 
提前 4:11 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導人。 
提前 4:12 不可叫人小看你年輕. 總要在言語、行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提前 4:14 你不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藉豫言、在眾長老按手的時候、賜給你的。 
提前 4:16 你要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些事上恆心．因為這樣行、又能救自己、又能救聽你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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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爲人上敬虔的操練(五 1~六 2) 

1.  對不同年齡和性別的人(五 1~2) 

2.  對寡婦和她們的家人(五 3~16) 

3.  對長老和工人(五 17~25) 

4.  對作僕人的(六 1~2) 

提前 5:1 不可嚴責老年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 勸少年人如同弟兄.  
提前 5:2 勸老年婦女如同母親. 勸少年婦女如同姐妹. 總要清清潔潔的。 
提前 5:3 要尊敬那真為寡婦的。 
提前 5:5 那獨居無靠真為寡婦的、是仰賴 神、晝夜不住的祈求禱告。 
提前 5:17 那善於管理教會的長老、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勞苦傳道教導人的、更當如此。 
提前 5:22 給人行按手的禮、不可急促. 不要在別人的罪上有分. 要保守自己清潔。 
提前 6:1 凡在軛下作僕人的、當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 神的名和道理、被人褻瀆。 
提前 6:2 僕人有信道的主人、不可因為與他是弟兄就輕看他．更要加意服事他．因為得服事之益處

的、是信道蒙愛的。你要以此教訓人、勸勉人。 
 

﹙四﹚在內心裏敬虔的操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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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來、也不能帶甚麼去． 
提前 6:8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提前 6:10 貪財是萬惡之根. 有人貪戀錢財、就被引誘離了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刺透了。 
提前 6:11 但你這屬 神的人、要逃避這些事、追求公義、敬虔、信心、愛心、忍耐、溫柔。 
提前 6:12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你為此被召、也在許多見證人面前、已經作了那美

好的見證。 
 
四、結語(六 20~21) 
提前 6:20 提摩太阿、你要保守所託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虛談、和那敵真道似是而非的學問。 
提前 6:21 已經有人自稱有這學問、就偏離了真道。願恩惠常與你們同在。 

 

歷史背景： 

(1)徒 28 後，保羅得恩赦，爲時約 62 年夏或 62 年秋（參腓 2：23－24；門 22 得釋之盼望）。 

(2)被釋後，如他所應許，隨即打發提摩太到腓立比（腓 2：19－23）及以弗所去。 

(3)自己獨自探望亞西亞衆教會如以弗所、歌羅西、希拉波立、老底嘉等，如他所許給腓利門的話

（門 22）。 

(4)重回以弗所居住，處理許米乃與亞力山大的問題（提前 1：20）。提摩太來到，囑咐他留下牧養

該地後（提前 1：3－4）便到訪各處。 

(5)他先到馬其頓（提前 1：3）（可能到腓立比），在那處書成提摩太前書（提前 3：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