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多书
读经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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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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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多书简介】
一、著者、着时︰使徒保罗。
《提多书》是保罗在他第一次被囚罗马获释之后。当时保罗正在马其顿省各地作工，计
划前往尼哥波立过冬并会见提多，然后转往亚西亚会见提摩太。本书与《提摩太前书》大
概是同时写的，时间约在主后六十四至六十五年间。
受书者提多为安提阿（叙利亚）的希利尼人(希腊)，由保罗带领其归主（多 1：4），早
年曾与保罗赴耶路撒冷，目的为外邦信徒无受割礼归主之例证。在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
时，看到提多参与他的布道工作，从提多奉命去耶路撒冷、哥林多、革哩底等地，可知他
是勇敢有为，颇受保罗所重用的同工，因为这些地方当时的情况特殊，工作面临难处。
加 2:1
加 2:3
林后 8:16
林后 8:23

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
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
多谢 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
论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为你们劳碌的．论到那两位兄弟、他们是众教会的使
者、是基督的荣耀。
林后 12:18 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的便宜么．我们行
事、不同是一个心灵么．不同是一个踪么．〔心灵或作圣灵〕

二、钥节︰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
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 神、和〔或作无和字〕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二
12~13)

「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祂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祂便救了我们，并不
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祂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三 4~5)
三、钥字︰「敬虔真理」、「好善」、「纯正」、「谨守」
四、写作背景︰
保罗写提多书之近因，似乎是由于西纳与亚波罗快连袂访问革哩底（3：13），他自上
次再访革哩底后，深觉该处的工作繁重艰苦，于是把握良机，书写提多书坚固提多。当时
提多正在革哩底为主辛劳，而革哩底在当时世界中是最败坏的地方，在那里牧会困难重
重。本书写作的原因：(一)指导提多怎样设立长老(一 5~9)；(二)要他责备跟从异端的人，
以维护真道(一 10~16)；(三)要他教训信徒过纯全无疵的生活，以尊荣神的道(二章)；(四)叫
他赶紧到尼哥波立去会面(三 12)。
五、主旨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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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多书》是保罗书信中最简短的，而书中之教牧原则异常丰富，人情味极其浓厚，
是一本适合各时代采用的「袖珍且实用教牧手册」。本书的中心信息是「敬虔真理」(一
1)，意思是合乎敬虔的真理，「敬虔」与「真理」互为表里，平行并重，贯串全书。
一、教会的管理：有关教会中领袖的问题(一章)
二、生活的管理：有关个人及家庭的问题(二章)

三、行事的管理：有关社会及国家的问题(三章)

提多书第一章
内容纲要：

设立长老谨防异端

一、引言(1-4)
﹙一﹚写书者－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
1. 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信仰)、与敬虔真理的知识(合乎敬虔之真理的知识)
2. 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
(「永生的盼望 the hope of eternal life」是：(一)「那无谎言的神」所应许的，祂的应许信实可靠；(二)
「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绝对不受时间里所发生的种种状况影响。)

3. 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工夫、把他的道(logos)显明了
－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
﹙二﹚受书者－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共同信仰)作我真儿子的
﹙三﹚祝福的话－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与你

二、教会行政中监督﹙长老﹚职分的资格(5-9)
﹙一﹚设立长老的吩咐
1. 我从前留你在革哩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
2.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

﹙二﹚长老的家庭
1. 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
2. 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
提前 3:5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

神的教会呢。

﹙三﹚长老个人的品德的要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
1. 无可指责
4. 不因酒滋事
7. 乐意接待远人
10. 公平

2. 不任性
5. 不打人
8. 好善
11. 圣洁

3. 不暴躁
6. 不贪无义之财
9. 庄重
12. 自持

﹙四﹚坚守真道劝化众人
1. 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坚定持守神信实的话 logos)
2. 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照着健全的教义劝勉人)
3. 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以真理驳倒争辩的人)

三、谨防虚假的异端(10-16)
﹙一﹚假师傅的行事为人
1. 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
－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
2. 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

﹙二﹚要严责革哩底人、使在信仰上纯全无疵
1. 有革哩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革哩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 』
－这个见证是真的

2. 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信仰 faith)上纯全无疵

﹙三﹚不听犹太人荒渺的言语
1. 不听犹太人荒渺的言语、和离弃真道(真理 truth)之人的诫命
2. 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 在污秽不信的人、甚么都不洁净
－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
提前 4:4 凡

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

3. 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背
－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

问题讨论：
一、保罗如何介绍他自己和自己的职份？他事奉的凭据和盼望是什么？
二、长老应具备何种资格（包括其家庭、品德、真理造诣）？
三、为什么保罗要提多严严责备革哩底人？为何与提后「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
教导、存心忍耐」(提后 2:24)教导不同？
四、请试指出割礼派之错误及其影响？污秽和洁净的原则是什么？

提多书第二章
内容纲要：

以纯正的道理相劝

一、以纯正的道理和善行的榜样劝各样的人(1-10)
﹙一﹚不同于离弃真道之人-传讲健全的教训
1. 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sound doctrine)

﹙二﹚如何劝老年人
1. 劝老年人(男人)、要有节制(清醒守分)、端庄(庄重可敬)、自守(谨守克己)
－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健全)
2. 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毁谤话)、不给酒作奴仆
－用善道教训人(教导人美好的事 teachers of good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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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何劝少年人
1. 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
－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 神的道理(logos)被毁谤
2. 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心智清明，谨慎自守)

﹙四﹚勉励提多显出榜样
1. 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
(身教与言教并重，不单要教导健全的道理，还要以身作则。)

2. 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
－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
(纯正健全的教导应包括：(1)正直，即其动机和内容纯洁真摰没有掺杂；(2)端庄，即其发表和态度
诚恳庄重，能令人尊敬；(3)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即其言语和引证健全，叫人无可挑剔。)

﹙四﹚如何劝仆人
1. 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 不可顶撞他
2. 不可私拿东西. 要显为忠诚
3. 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God our Savior)的道(doctrine)
(仆人的好行为能成为我们救主神之教训的荣美装饰。)

二、在今世敬虔度日(11-15)
﹙一﹚因神之救恩已显明
1.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2.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守(soberly)、公义(righteously)、敬虔(godly)度日

﹙二﹚有主的显现为盼望
1. 等候所盼望的福
2. 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或作无和字〕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原文另译:「等候所盼望的福，就是那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基督第一次降临是降卑自己，站在罪人的地位替我们的罪受罚；祂第二次降临却是充满荣耀，带
给我们所盼望的福。)

﹙三﹚十架的功效
1.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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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
申 7:6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四﹚善用属灵的权柄
1. 这些事你要讲明、劝戒(劝勉安慰)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
2. 不可叫人轻看你

问题讨论：
一、保罗劝勉老年人和老年妇人、少年妇人和少年人应当如何？有何信仰的关联性？
二、在劝诫人以先，保罗要提多先做到什么？这给我们什么教训？
三、那些美德应表现在我的家庭、工作和人际关系上？
四、神救人之恩典既已显明，我们应如何在今世度日？
五、保罗要提多用权柄讲解真理，劝慰并责备人，不叫人看轻，其意义为何？

提多书第三章
内容纲要：

圣灵更新生命的见证

一、信徒在世生活见证的题醒(1-8)
﹙一﹚顺服作官的
1. 你要题醒众人、叫他们顺服(submit)作官的(执政者)、掌权的(当权者)
2. 遵(obey)他的命、豫备行各样的善事(good works)
罗 13:1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徒 5:29 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obey) 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二﹚柔和待人
1. 不要毁谤、不要争竞
2. 总要和平(gentle)、向众人大显温柔(meekness)

﹙三﹚我们重生前的光景
1.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事各样私欲和宴乐
2. 常存恶毒〔阴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
(只顾满足自己的人，结果就活在：(1)恶毒―邪恶、占别人便宜；(2)嫉妒―不能容忍别人的快乐； (3)
可恨―令别人厌恶、痛恨他；(4)彼此相恨―他也恨恶别人。)

﹙四﹚圣灵的更新
1. 但到了神我们救主(救主神)的恩慈(kindness)、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love)显明的时候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
2. 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重生不只叫我们得着生命，重生也是一个「洗」，洗去我们的旧造，就是叫我们得蒙拯救，脱离
旧造。我们原来是一个旧创造，现在因着「圣灵的更新」（多三 5），有了新心、新灵，和非受造
的生命，「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五 17 直译）。)

3. 好叫我们因他的恩(grace)得称为义
－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凭着盼望承受永生〕
弗 1:14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质〕、直等到神之民〔产业〕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五﹚留心维持各样善工
1. 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
2. 使那些已信 神的人、留心作正经事业〔留心行善〕
3. 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
弗 2:10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豫备叫我们行的。

二、远离异端与背道者(9-11)
﹙一﹚远避虚妄无益的事
1. 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分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
－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

﹙二﹚弃绝分门结党的人
1. 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
－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背道、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作

三、最后嘱咐(12-15)
﹙一﹚打发
1. 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
2. 你要赶紧往尼哥波立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意在那里过冬
提后 4:12 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
(在保罗写了「提多书」之后不久，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接替提摩太，而派亚提马去革哩底。)

﹙二﹚送行
1. 你要赶紧给律师西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
约三 6 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 神、帮助他们往前行(送行)、这就好了．
约三 7 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

2. 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要学习行善〕
3. 豫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

﹙三﹚问安
1. 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
2. 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
3. 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问题讨论：
一、圣经教训信徒当顺从掌权者有无范围，有何其他类似教训？
二、信徒未重生之前的景况如何？信徒重生之后当如何待人？
三、什么是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四、保罗要我们远离什么事？什么人？何故？
五、保罗叫提多要顾念律师西纳和亚波罗，叫他们没有缺乏。有何要训？

提多书总结
内容纲要：

尽传道职分、等候主再临

一、神救赎的恩典
﹙一﹚神我们的救主
1. 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1:3)
2. 等候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2:13)

﹙二﹚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
1.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2:11)
2.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2:14)
3. 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3:4-5)
－他便救了我们

二、见证的出现
﹙一﹚教会的建造－设立长老、传讲真道
1. 我从前留你在革哩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1:5)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
2. 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1:9)
3. 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2:1)
4. 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2:10)

﹙二﹚生命的生长－圣灵的更新
1. 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3:5-6)
－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2. 叫他们顺服作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豫备行各样的善事(3:1-2)
－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
3. 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2:7)

三、有福的盼望
﹙一﹚盼望所应许的永生
1. 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1:2)
2. 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3:7)

﹙二﹚等候主的荣耀显现
1. 等候所盼望的福(2:13)
2. 并等候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全书分段：

神工人的的职分和信息

一、神工人的职分(一章)
﹙一﹚神工人职分的来源和目标(一 1~4)
1. 保罗承受神的命令作使徒、作传扬的工夫

多 1:1
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 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
多 1:2 盼望那无谎言的 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
多 1:3 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工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 神我们救
主的命令交托了我。
2. 如今把传扬的责任交托给提多
多 1:4 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作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
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与你。

神和

﹙二﹚神工人积极的职分――设立正确的教会领袖(一 5~9)
1. 长老与监督的职分
多 1:5 我从前留你在革哩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各城设立长老．
2. 长老与监督的资格
多 1:6 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
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
多 1:7 监督既是 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
贪无义之财、
多 1:8 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
多 1:9 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

﹙三﹚神工人消极的职分――斥责传异端的人(一 10~16)
多 1:10
多 1:11
多 1:12
多 1:13
多 1:14
多 1:15

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
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
有革哩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革哩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
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
不听犹太人荒渺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
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甚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
污秽了。
多 1:16 他们说是认识 神、行事却和他相背．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
可废弃的。

二、神工人的信息(二 1~三 11)
﹙一﹚对各类信徒传讲纯正的道理(二 1~15)
1. 以言教与身教劝老年人、少年人与仆人
多 2:1 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
多 2:2 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
多 2:3 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作奴仆、用善道教训人．
多 2:4 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
多 2:5 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 神的道理被毁谤。
多 2:6 又劝少年人要谨守．
多 2:7 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

多 2:8 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
多 2:9 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
多 2:10 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 神的道．
2. 因全备的救恩敬虔度日、热心为善
多 2:11 因为 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多 2:12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
多 2:13 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 神、和〔或作无和字〕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显现。
多 2:14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
为善。
多 2:15 这些事你要讲明、劝戒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

﹙二﹚教导信徒在社会上行事与救恩相称(三 1~8)
1. 对掌权者应顺服、对众人要和平温柔
多 3:1 你要题醒众人、叫他们顺服作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豫备行各样的善事．
多 3:2 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
2. 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而有生命改变的见证
多 3:3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事各样私欲和宴乐、常存恶毒〔或作阴毒〕
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
多 3:4 但到了 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
多 3:5 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
圣灵的更新。
多 3:6 圣灵就是 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多 3:7 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或作可以凭着盼望
承受永生〕
多 3:8 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已信 神的人、留心
作正经事业。〔或作留心行善〕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

﹙三﹚教导信徒在教会中远避背道的人(三 9~11)
多 3:9 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分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
虚妄无益的。
多 3:10 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
多 3:11 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背道、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作。

三、结语和问安(三 12~15)
多 3:12 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波立去见我．因
为我已经定意在那里过冬。
多 3:13 你要赶紧给律师西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
多 3:14 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或作要学习行善〕豫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
子。
多 3:15 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
人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