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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概論-保羅書信 第十二堂、提多書與保羅書信總結 

【提多書】 

一、著者、著時︰使徒保羅。 

 《提多書》是保羅在他第一次被囚羅馬獲釋之後。當時保羅正在馬其頓省各地作工，計

劃前往尼哥波立過冬並會見提多，然後轉往亞西亞會見提摩太。本書與《提摩太前書》大概

是同時寫的，時間約在主後六十四至六十五年間。 

 受書者提多為安提阿（敘利亞）的希利尼人(希臘)，由保羅帶領其歸主（多 1：4），早

年曾與保羅赴耶路撒冷，目的為外邦信徒無受割禮歸主之例證。在保羅第三次旅行佈道時，

看到提多參與他的佈道工作，從提多奉命去耶路撒冷、哥林多、革哩底等地，可知他是勇敢

有為，頗受保羅所重用的同工，因為這些地方當時的情況特殊，工作面臨難處。 

加 2:1  過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並帶著提多同去。3 但與我同去的提多、雖是

希利尼人、也沒有勉強他受割禮． 

林後 8:16 多謝 神、感動提多的心、叫他待你們殷勤、像我一樣。 

林後 8:23 論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為你們勞碌的．論到那兩位兄弟、他們是眾教會的使

者、是基督的榮耀。 

林後 12:18 我勸了提多到你們那裏去、又差那位兄弟與他同去．提多佔過你們的便宜麼．我們行

事、不同是一個心靈麼．不同是一個腳蹤麼．〔心靈或作聖靈〕 

二、鑰節︰ 

 「教訓我們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慾、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等候所
盼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 神、和〔或作無和字〕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二

12~13) 

 「但到了神我們救主的恩慈，和祂向人所施的慈愛顯明的時候，祂便救了我們，並不是
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祂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三 4~5) 

三、鑰字︰「敬虔真理」、「好善」、「純正」、「謹守」 

四、寫作背景︰  

 保羅寫提多書之近因，似乎是由於西納與亞波羅快連袂訪問革哩底（3：13），他自上

次再訪革哩底後，深覺該處的工作繁重艱苦，於是把握良機，書寫提多書堅固提多。當時提

多正在革哩底為主辛勞，而革哩底在當時世界中是最敗壞的地方，在那裏牧會困難重重。本

書寫作的原因：(一)指導提多怎樣設立長老(一 5~9)；(二)要他責備跟從異端的人，以維護真

道(一 10~16)；(三)要他教訓信徒過純全無疵的生活，以尊榮神的道(二章)；(四)叫他趕緊到

尼哥波立去會面(三 12)。 

五、主旨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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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多書》是保羅書信中最簡短的，而書中之教牧原則異常豐富，人情味極其濃厚，是

一本適合各時代採用的「袖珍且實用教牧手冊」。本書的中心信息是「敬虔真理」(一 1)，

意思是合乎敬虔的真理，「敬虔」與「真理」互為表裏，平行並重，貫串全書。 

一、教會的管理：有關教會中領袖的問題(一章) 

二、生活的管理：有關個人及家庭的問題(二章) 

三、行事的管理：有關社會及國家的問題(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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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段︰神工人的的職分和信息 

一、神工人的職分(一章) 

﹙一﹚神工人職分的來源和目標(一 1~4) 

  1. 保羅承受神的命令作使徒、作傳揚的工夫 

多 1:1 神的僕人、耶穌基督的使徒保羅、憑著 神選民的信心、與敬虔真理的知識、2 盼望

那無謊言的 神、在萬古之先所應許的永生、3 到了日期、藉著傳揚的工夫、把他的

道顯明了．這傳揚的責任、是按著 神我們救主的命令交託了我。 

  2. 如今把傳揚的責任交托給提多 

多 1:4 現在寫信給提多、就是照著我們共信之道作我真兒子的．願恩惠平安、從父 神和

我們的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 

﹙二﹚神工人積極的職分――設立正確的教會領袖(一 5~9) 

  1. 長老與監督的職分 

多 1:5 我從前留你在革哩底、是要你將那沒有辦完的事都辦整齊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各城設立長老． 

  2. 長老與監督的資格 

多 1:6 若有無可指責的人、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兒女也是信主的、沒有人告他們是放蕩

不服約束的、就可以設立。 

多 1:7 監督既是 神的管家、必須無可指責、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

貪無義之財、8 樂意接待遠人、好善、莊重、公平、聖潔、自持．9 堅守所教真實的

道理、就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又能把爭辯的人駁倒了。 

﹙三﹚神工人消極的職分――斥責傳異端的人(一 10~16) 

多 1:10 因為有許多人不服約束、說虛空話、欺哄人．那奉割禮的、更是這樣。11 這些人的

口總要堵住．他們因貪不義之財、將不該教導的教導人、敗壞人的全家。 

多 1:12 有革哩底人中的一個本地先知說、『革哩底人常說謊話、乃是惡獸、又饞又懶．』

13 這個見證是真的。所以你要嚴嚴的責備他們、使他們在真道上純全無疵．14 不聽

猶太人荒渺的言語、和離棄真道之人的誡命。 

多 1:15 在潔淨的人、凡物都潔淨．在污穢不信的人、甚麼都不潔淨．連心地和天良、也都

污穢了。16 他們說是認識 神、行事卻和他相背．本是可憎惡的、是悖逆的、在各

樣善事上是可廢棄的。 

 

二、神工人的信息(二 1~三 11) 

﹙一﹚對各類信徒傳講純正的道理(二 1~15) 

  1. 以言教與身教勸老年人、少年人與僕人 

多 2:1 但你所講的、總要合乎那純正的道理． 

多 2:2 勸老年人、要有節制、端莊、自守、在信心愛心忍耐上、都要純全無疵。 

多 2:3 又勸老年婦人、舉止行動要恭敬、不說讒言、不給酒作奴僕、用善道教訓人． 

多 2:4 好指教少年婦人、愛丈夫、愛兒女、5 謹守、貞潔、料理家務、待人有恩、順服自己

的丈夫、免得 神的道理被毀謗。 

多 2:6 又勸少年人要謹守． 

多 2:7 你自己凡事要顯出善行的榜樣、在教訓上要正直、端莊、8 言語純全、無可指責、叫

那反對的人、既無處可說我們的不是、便自覺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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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2:9 勸僕人要順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討他的喜歡．不可頂撞他．10 不可私拿東西．要顯

為忠誠、以致凡事尊榮我們救主 神的道． 

  2. 因全備的救恩敬虔度日、熱心為善 

多 2:11 因為 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12 教訓我們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

慾、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 

多 2:13 等候所盼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 神、和〔或作無和字〕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

顯現。14 他為我們捨了自己、要贖我們脫離一切罪惡、又潔淨我們、特作自己的子

民、熱心為善。 

多 2:15 這些事你要講明、勸戒人、用各等權柄責備人。不可叫人輕看你。 

﹙二﹚教導信徒在社會上行事與救恩相稱(三 1~8) 

  1. 對掌權者應順服、對眾人要和平溫柔 

多 3:1 你要題醒眾人、叫他們順服作官的、掌權的、遵他的命、豫備行各樣的善事．2 不要

毀謗、不要爭競、總要和平、向眾人大顯溫柔。 

  2. 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而有生命改變的見證 

多 3:3 我們從前也是無知、悖逆、受迷惑、服事各樣私慾和宴樂、常存惡毒〔或作陰毒〕

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 

多 3:4 但到了 神我們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愛顯明的時候、5 他便救了我們、並

不是因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他的憐憫、藉著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 

多 3:6 聖靈就是 神藉著耶穌基督我們救主、厚厚澆灌在我們身上的．7 好叫我們因他的恩

得稱為義、可以憑著永生的盼望成為後嗣。〔或作可以憑著盼望承受永生〕 

(全備的救恩：(1)寬恕過去的罪―得稱為義；(2)得著聖靈的更新―活出見證；(3) 擁有將來美好的盼

望―承受產業。現在對永生的預嚐，乃是將來所要豐滿得著的屬靈基業的確實憑據。) 

多 3:8 這話是可信的、我也願你把這些事、切切實實的講明、使那些已信 神的人、留心

作正經事業。〔或作留心行善〕這都是美事、並且與人有益。 

﹙三﹚教導信徒在教會中遠避背道的人(三 9~11) 

多 3:9 要遠避無知的辯論、和家譜的空談、以及分爭、並因律法而起的爭競．因為這都是

虛妄無益的。 

多 3:10 分門結黨的人、警戒過一兩次、就要棄絕他．11 因為知道這等人已經背道、犯了

罪、自己明知不是、還是去作。 

 

三、結語和問安(三 12~15) 
多 3:12 我打發亞提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裏去的時候、你要趕緊往尼哥波立去見我．因

為我已經定意在那裏過冬。13 你要趕緊給律師西納、和亞波羅送行、叫他們沒有缺

乏。14 並且我們的人要學習正經事業、〔或作要學習行善〕豫備所需用的、免得不

結果子。 

多 3:15 同我在一處的人都問你安。請代問那些因有信心愛我們的人安。願恩惠常與你們眾

人同在。 

提多書的寫成大約與提摩太前書同時。提摩太前後書是著重教義，提多書是著重行為。提摩太前書

是一個囑咐，提多書卻是一個提醒——保羅用十分重和十分急切的語氣提醒他，純正的信仰必要有

良好的行為，教義一定要有行動來配合。「熱心為善。」(二 14) ；「留心行善」(三 8 作正經事業中

文聖經小字)；「學習行善。」(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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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書信總結】 

羅 1:1 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 神的福音． 

徒 26:19 亞基帕王阿、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新約共有廿七卷書, 其中廿一卷是書信。書信之中, 有十三卷是使徒保羅寫的。這十三卷中, 

九卷寫給教會, 四卷寫給個 人。每封書信可分為開頭問候, 主體(保羅把它分作 教義與倫理 、

理論與實踐、信仰與生活、權利與責任 兩大部分), 結尾問安三部分。新約聖經對保羅書信的

編排法, 篇幅最長的在前(羅馬書), 最短的在後 (腓利門書) 。 

1. 羅馬書  救恩的根基與神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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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2. 哥林多前書 基督和十字架，是個人和教會一切難處的解答 

林前 2:2 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3. 哥林多後書 基督和十字架，是新約執事的經歷和職事 

林後 4:7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 神、不是出於我們。 

4. 加拉太書  因信稱義、靠恩得救 

加 2: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5. 以弗所書  教會是基督的身體、在神計畫中的地位與意義 

弗 1:23 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fullness 豐滿)。 

6. 腓立比書  認識基督、經歷基督並活出基督 

腓 3:13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 

7. 歌羅西書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內 

西 1:18 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他是元始、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 

8. 帖撒羅尼迦前書 主的再來 

帖前 1:3 在 神我們的父面前、不住的記念你們因信心所作的工夫、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

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 

9. 帖撒羅尼迦後書 再來的主 

帖後 2:1 弟兄們、論到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和我們到他那裏聚集、 

10. 提摩太前書 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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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提摩太後書 作主無愧的工人 

提後 4:7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12. 提多書  神工人的職分和信息 

多 2:13 等候所盼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 神、和〔或作無和字〕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 

13. 腓利門書  愛的行動 

門 15 他暫時離開你、或者是叫你永遠得著他。16 不再是奴僕、乃是高過奴僕、是親愛的兄弟、

在我實在是如此、何況在你呢。這也不拘是按肉體說、是按主說、 

 

提後 4:22 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惠常與你們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