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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概論-保羅書信 第十堂、提摩太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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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寫《哥林多後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帖撒羅尼

迦前後書》、《腓利門書》時都與提摩太一同列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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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主要的异端是：(1)律法派，他們還根本未明白

律法的用途(一 6~10)；(2)苦修派，禁止嫁娶，禁戒食物，想藉此以成聖，那知是鬼魔的道理

(四 1~5)；(3)初期的智慧派(放縱派)，不信復活，自高自大，專好問難，貪財腐化(六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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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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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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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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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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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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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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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效法的榜樣和純正的教訓(一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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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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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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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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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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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像貨，良心像船，良心一有虧欠，信心立即漏失) 

 

﹙二﹚敬虔的生活(二章) 

1. 禱告的生活(二 1~7) 

提前 2:1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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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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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 2:4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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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 到了時候、這事必

證明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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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男女的次序(二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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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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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因為先造的是亞當、後造的是夏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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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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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會的組織(三章) 

1. 監督的品格(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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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溫和、不爭競、不貪財． 4 好好

管理自己的家、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5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 

神的教會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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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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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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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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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執事的品格(三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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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要存

清潔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奧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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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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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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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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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大哉、敬虔(godliness 像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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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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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敬虔的操練(四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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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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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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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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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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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導人。 

2.  榜樣的生活(四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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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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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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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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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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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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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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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對寡婦和她們的家人(五 3~16) 

提前 5:3 要尊敬那真為寡婦的。5 那獨居無靠真為寡婦的、是仰賴 神、晝夜不住的祈求

禱告。 

3.  對長老和工人(五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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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對作僕人的(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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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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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提前 6:6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7 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

甚麼去．8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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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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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六 17~19) 

提前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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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

意供給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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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財在消極方面不足倚仗，在積極方面可作為行善的工具。不施捨供給人，窮的只剩下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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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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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