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章 

提摩太前、後書 
 
目標： 
 
完成本章，你應能夠： 
 說出提摩太前、後書的作者。 
 指出提摩太前、後書的受書人。 
 舉出提摩太前、後書的目的。 
 默寫提摩太前、後書的鑰節。 
 列出提摩太前、後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提摩太前書 
引言 

 
作者：保羅 
 
對象：提摩太 
 
目的：保羅寫這信給一位名叫提摩太的同工，他是以弗所教會的代理牧師。這卷

書涉及譹教會中的一些問題和需要。 
 
鑰節：四 12 
 
生活和事奉原則：我們應要活出與蒙召要作的工相稱的生活。 
 
主要人物：保羅、提摩太、許米乃、亞歷山大 
 

大綱 
 
壹、 引言：一 1－3 
 甲、 由：奉上帝和耶穌之命作使徒的保羅一 1 
 乙、 給：因信作兒子的提摩太一 2 
 丙、 恩惠和平安從上帝和耶穌而來：一 2 
 丁、 親自指示要留在以弗所：一 3 
 



第一部份：囑咐提摩太 
持守純正真理 
一 3－20 

 
壹、 保持福音的純正：一 3－11 
 甲、 囑咐：一 3－4 
  一、 不可傳異教：一 3 
  二、 不可聽從荒渺的話語：一 4 
  三、 不可聽從無窮的家譜：一 4 
 乙、 囑咐的目的：愛心一 5 
  一、 從清潔的心而出 
  二、 發自無虧的天良 
  三、 源自無偽的信心 
 丙、 囑咐的理由：一 6－11 
  一、 有人偏離了去聽虛浮的話：一 6 
  二、 有人想要作教師，卻不明自己所講的：一 7 
  三、 不合宜地使用律法：一 8－11 

a. 用得合宜，律法才是好的：一 8 
b. 律法不是為義人設立的：一 9 
c. 律法是為不法的人而有：一 9－10 

i) 不服的：一 9 
ii) 不虔誠的：一 9 
iii) 犯罪的：一 9 
iv) 不聖潔的一 9 
v) 戀世俗的：一 9 
vi) 殺人的：一 9 
vii) 行淫和親男色的：一 10 
viii) 搶人口的：一 10 
ix) 說謊話的：一 10 
x) 起假誓的：一 10 
xi) 或別樣敵正道的：一 10 

四、 律法應與福音協調：一 11 
 
弍、 保羅與福音的關係：一 12－17 
 甲、 為蒙召服侍上帝而感恩：一 12 
  一、 呼召從耶穌而來：一 12 
  二、 耶穌加力量給保羅：一 12 
  三、 上帝以他為有忠心：一 12 



  四、 派保羅服侍祂：一 12 
 乙、 蒙召的人的寫照：一 13 
  一、 褻瀆上帝的：一 13 
  二、 逼迫人的：一 13 
  三、 侮慢人的：一 13 
  四、 卻是蒙憐憫的，因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時候作的：一 13 
 丙、 他蒙差遣的解釋：一 13－26 
  一、 出於上帝的恩典：一 13－14 
  二、 給別人作榜樣：一 15－16 
 丁、 保羅因與福音的關係讚美上帝：一 17 
 
叁、 重溫給提摩太的吩咐：一 18－20 
 甲、 將命令交託：一 18 
 乙、 提摩太的工作：一 18－19 
  一、 打美好的仗：一 18 
  二、 常存信心：一 19 
  三、 憑良心行事：一 19－20 

a. 以一些丟棄良心信心的為例警告：一 19 
b. 許米乃和亞歷山大已被交但的手：一 20 

 
第二部份 

教會的組織和管理 
二 1－三 13 

 
壹、 祈禱：二 1－8 
 甲、 祈禱的責任：二 1 
 乙、 祈禱的性質：二 1 
  一、 懇求 
  二、 禱告 
  三、 代禱 
  四、 感恩 
 丙、 祈禱的範圍：二 1－2 
  一、 為萬人懇求：二 1 
  二、 為君王：二 1 
  三、 為一切在位的 
 丁、 祈禱的結果 
  一、 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度日：二 2 
  二、 在上帝面前可蒙悅納：二 3 



 戊、 祈禱的中保：二 5－7 
  一、 救主耶穌基督：二 5－6 
  二、 藉這中保，保羅奉派作傳和師傅：二 7 
 己、 為萬人禱告：二 8 
  一、 人人隨處禱告：二 8 
  二、 舉起聖潔的手：二 8 
  三、 無忿怒、無爭論地禱告：二 8 
 
弍、 教會中的婦女：二 9－15 
 甲、 她們的外表：二 9－10 
  一、 衣服端莊：二 9 
  二、 注重態度多於衣飾：二 9－10 
 乙、 她們的敬拜：二 11－12 
  一、 沉著學道：二 11 
 二、 不得自行教導（「管轄」是妄自專權，我們應以上帝所賜 

的權柄進行教導，不應妄自尊大）二 12 
 丙、 她們的得救：女人雖是首先被誘惑的，彌賽亞卻藉女人（生產）來 

到世界：二 13－15 
 
叁、 監督的資格：三 1－7 
 甲、 無可指摘：三 2 
 乙、 一個婦人的丈夫：三 2 
 丙、 節制：三 2 
 丁、 自守：三 2 
 戊、 端正：三 2 
 己、 樂意接待遠人：三 2 
 庚、 善於教導：三 2 
 申、 不因酒滋事：三 3 
 壬、 不打人：三 3 
 癸、 溫和：三 3 
 子、 不爭競：三 3 
 丑、 不貪財：三 3 
 寅、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三 4－5 
 卯、 不是新入會的（剛信主）：三 6 
辰、 在教外須有好名聲：三7 
 

肆、 作執事的資格： 
 甲、 端莊：三 8 



 乙、 不一口兩舌：三 8 
 丙、 不好喝酒：三 8 
 丁、 不貪不義之財：三 8 
 戊、 存清潔良心和固守真道：三 9 
 己、 不是新入教的：三 10 
 庚、 受試驗是無可責的：三 10 
 申、 已婚的，應作敬虔婦人的丈夫（作妻子的被稱作女執事）。這些人 

當：三 11 
a. 端正 
b. 不說讒言 
c. 有節制 
d. 凡事忠心 

壬、 作一婦人的丈夫：三 12 
癸、 好好管理兒女和自己的家：三 12 

 
第三部份 
工人和行為 
四 1－六 21 

 
壹、 工人和謬誤教導：四 1－5 
 甲、 後來的時候有人離棄真道：四 1 
 乙、 他們的錯謬：四 1－5 
  一、 聽從引誘人的邪靈：四 1 
  二、 聽從魔鬼的道理：四 1 
  三、 假冒說謊：四 2 
  四、 良心被鐵烙慣一般：四 2 
  五、 禁止嫁娶：四 3 
  六、 禁戒食物：四 3－5 
 
弍、 作好工人的其它教導：四 6－16 
 甲、 用真道教訓弟兄們：四 6 
 乙、 棄絕荒渺的話：四 7 
 丙、 在敬虔上操練自己：四 7－8 
 丁、 接受可信的話：四 9 
 戊、 為上帝勞苦作工：四 10 
 己、 以真道吩咐和教導人：四 11 
 庚、 不叫人小看年輕，倒要成為眾人的榜樣：四 12 
  一、 在言語 



  二、 行為 
  三、 愛心 
  四、 信心 
  五、 清潔 
 申、 專心：四 13 
  一、 宣讀 
  二、 勸勉 
  三、 教導 
 壬、 不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四 14 
 癸、 專心和殷勤去作：四 15 
 子、 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四 16 
  一、 恒心持守真道 
  二、 能救自己  
  三、 又能救聽的人 
 
叁、 工人在教會不同人群中的操守：五 1－六 10 
 甲、 老年人和少年人：五 1－2 
  一、 待老年人如父親：五 1 
  二、 待少年人如弟兄：五 1 
  三、 待老年婦女如母親：五 2 
  四、 待少年婦女如姐妹：五 2 
 乙、 寡婦：五 3－16 
  一、 尊敬真為寡婦的：五 3 
  二、 寡婦親人的責任：五 4 
  三、 「真寡婦」的定義：五 5－6 
   a . 獨居無靠：五 5 
   b. 仰賴上帝：五 5 

c. 晝夜不住祈求禱告：五 5 
d. 不好宴樂：五 6 

四、 續談寡婦親人的責任：五 7－8 
五、 「真寡婦」的資格：五 9－13 

a. 記錄在冊的一些專心靠上帝的人：五 9 
b. 須年紀到六十歲：五 9 
c. 從來只作一個丈夫的妻子：五 9 
d. 行善有名聲：五 10 

i) 養育兒女 
ii) 接待遠人 
iii) 洗聖徒的腳 



iv) 救濟遭難的人 
v) 竭力行各樣善事 

六、 不及格的：年輕寡婦：五 11－15 
a. 會再婚：五 11 
b. 這會廢棄當初所許的願：五 12 
c. 會行事不端正：五 13 

i) 懶惰 
ii) 挨家閒遊 
iii) 說長道短 
iv) 好管閒事 
v) 說不當的話 

七、 教訓不列入此類的年輕寡婦：五 14－17 
a. 嫁人：五 14 
b. 生養兒女：五 14 
c. 治理家務：五 14 
d. 不給人辱罵的把柄：五 14 
e. 有人轉去隨從撒但：五 15 

丙、 長老：五 17－20 
 一、 敬奉善於管理教會的：五 17 
 二、 供養勞苦傳道的：五 17－18 
 三、 不善管理的：五 19－20 

a. 控告他們要有兩三個見證人：五 19 
b. 要當眾人面前責備：五 20 

丁、 其他：五 21－25 
 一、 不可存成見：五 21 
 二、 不可急促為人按手：五 22 
 三、 不可在別人的罪上有份：五 22 
 四、 保守自己清潔：五 22－23 
 五、 要知道審判人的是主：五 24－25 
  a . 有些罪現在便審判：五 24 
  b. 善行也分顯明和不顯明的：五 25 
戊、 僕人們：六 1－2 
 一、 恭敬主人：六 1 
 二、 不可因主人信主而佔其便宜：六 2 
己、 所有人：六 3－8 
 一、 傳不合乎耶穌的純正道理：六３ 
  a. 自高自大：六４ 
  b. 一無所知：六 4 



  c . 爭辯言詞，從此生出：六 4－5 
i) 嫉妒：六 4 
ii) 分爭：六 4 
iii) 毀謗：六 4 
iv) 妄疑：六 4 
v) 壞了心術，失喪真理，以敬虔為得財的門路：六 5 

二、 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利：六 6－7 
 a . 我們無帶甚麼到世上來：六 6 
 b. 也不能帶甚麼去：六 6 

c. 有衣有食就當知足：六 8 
庚、 財富：六 9－19 
 一、 財富的問題：六 9 

a. 叫人陷入迷惑 
b. 落在網羅 
c. 陷在無知有害的私慾中 
d. 叫人沉在敗壞和減亡中 

二、 得財的不良動機：六 10 
a. 貪財 
b. 貪財被引誘離開真道，以許多愁苦剌透自己 

三、 工人對財富的反應：六 11－19 
 a . 逃避這些事：六 11 
 b. 要追求：六 11 

i) 公義 
ii) 敬虔 
iii) 信心 
iv) 愛心 
v) 忍耐 
vi) 溫柔 

c. 為真道打美好的仗：六 12 
d. 持定永生：六 12 

i) 為此蒙召 
ii) 在許多人面前作美好見證 

e. 要守這命令：六 13－16 
i) 毫不玷污：六 14 
ii) 無可指摘：六 14 
iii) 直到主耶穌基督顯現：六 14－16 

f. 囑咐今世富足的人：六 17－19 
i) 不要自高：六 17 



ii) 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六 17 
iii) 行善：六 18 
iv) 在好事上富足：六 18 
v) 甘心施捨：六 18 
vi) 樂意供給：六 18 
vii) 積成美好的根基：六 19 
viii) 持定永生：六 19 

陸、 結語：六 20－21 
 甲、 保守所託付的：六 20 
 乙、 躲避世俗的虛談：六 20 
 丙、 躲避似是而非、使人偏離的學問：六 21 
 丁、 恩惠與你們同在：六 21 

 
提摩太後書 
引言 

 
作者：保羅 
 
對象：提摩太 
 
目的：保羅在獄中寫這封信，挑戰提摩太要負起使徒吩咐他的責任，因為使徒快

將離世。保羅知道不久會被處決 。 
  
鑰節：二 2 
 
生活和事奉原則：上帝使福音信息被推展的模式是「教導別人一個領一個」。 
 
主要人物：保羅、提摩太、腓吉路、黑摩尼其、阿尼色弗、許米乃、腓利都、底 

馬、提多、路加、馬可、推基古、亞杫山大、白基拉、亞召拉、以拉

都、特羅非摩、友布羅、布田、利奴、革老底亞。 
 

大綱 
 

壹、 引：一 1－2 
 甲、 由：保羅：一 1 
  一、 作使徒的 
  二、 照著在基督耶穌裡生命的應許 
 乙、 給：提摩太：一 2 



  一、 信仰所生的兒子 
  二、 從上帝耶穌而來的恩惠、憐憫，和平安 
 
弍、 感恩：一 3－5 
 甲、 感謝上帝：一 3 
 乙、 感謝的理由：一 3－5 
  一、 想起提摩太：一 3 
  二、 惦念提摩太：一 4 
  三、 想到提摩太無偽的信心：一 5 
 
叁、 勸勉要忠心服侍：一 6－二 13 
 甲、 使用恩賜：一 6 
 乙、 要剛強：一 7－8 
  一、 不要膽怯：一 7  
  二、 要剛強、仁愛，和謹守：一 7 
  三、 不要以作見證為恥：一 8 
  四、 按上帝的能力為福音一同受苦：一 8 
 丙、 知道自己蒙召：一 9－12 
  一、 來自上帝：一 9 
  二、 憑救恩，非靠行為：一 9 
  三、 要完成上帝的旨意：一 9 
  四、 藉耶穌基督：一 10－11 
  五、 因此受苦：一 12 
  六、 基於永恒價值：一 12 
 
肆、 勸勉要持守純正道理：一 13－三 26 
 甲、 常常守著：一 13－14 
 乙、 勸勉的原因：一 15－18 
  一、 在亞細亞的人離棄真道：腓吉路和黑摩其尼：一 15 
  二、 阿尼西母的憐憫：一 16－18 
 丙、 把純正真理教導別人：二 1－2 
  一、 有忠心的：二 2 
  二、 能教導別人的：二 2 
 丁、 像精兵一樣守護純正真道：二 3－4 
  一、 忍受苦難：二 3 
  二、 不將世務纏身：二 4 
  三、 叫那徵兵的喜悅：二 4 
 戊、 像運動員般持守純正真道：二 5 



 己、 像農夫般為純正真道勞苦：二 6 
 庚、 持守純正真道的責任：二 7 
 申、 為純正真道受苦：二 8－13 
  一、 照耶穌的榜樣：二 8 
  二、 苦難不能綑綁上帝的道：二 9 
  三、 我們若與主同死，必與祂一同復活：二 11 
  四、 能忍耐便能作王：二 12 
  五、 不認主，主也不認我：二 12 
  六、 我們失信，主仍是可信的：二 13 
 壬、 不可為無益的事爭辯：二 14 
 癸、 學習純正道理：二 15 
  一、 得上帝喜悅 
  二、 無愧 
  三、 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子、 遠避世俗虛談：二 16－18 
  一、 使人進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二 16 
  二、 許米乃和腓理徒是其中例子：二 17－18 
 丑、 建立在固基上：二 19 
 寅、 作貴重器皿：二 20－21 
 卯、 逃避少年人的私慾：二 22 
 辰、 追求：二 22 
  一、 公義 
  二、 信德 
  三、 仁愛 
  四、 和平 
  五、 與敬虔人為伍 
 巳、 避免愚拙和無知的辯論：二 23－26 
  一、 引起爭競：二 23 
  二、 主的僕人不可爭競，只當：二 24－26 

a. 溫溫和和待人：二 24 
b. 善於教導：二 24 
c. 存心忍耐：二 24 
d. 用溫柔勸戒人悔改：二 25－26 

 
伍、 有關末日的勸誡：三 1－四 8 
 甲、 宣報末日將到：三 1 
 乙、 細述末日邪惡的人：三 2－7 
  一、 專顧自己：三 2 



  二、 貪愛錢財：三 2 
  三、 自誇：三 2 
  四、 狂傲：三 2 
  五、 謗瀆：三 2 
  六、 違背父母：三 2 
  七、 忘恩負義：三 2 
  八、 心不聖潔：三 2 
  九、 無親情：三 3 
  十、 不解怨：三 3 
  十一、 好說讒言：三 3 
  十二、 不能自約：三 3 
  十三、 性情兇暴：三 3 
  十四、 不愛良善：三 3 
  十五、 賣主賣友：三 4 
  十六、 任意妄為：三 4 
  十七、 自高自大：三 4 
  十八、 愛宴樂，不愛上帝：三 4 
  十九、 有敬虔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三 5 
  二十、 偷進人家，牢籠無知婦女：三 6 
  廿一、 擔負罪惡：三 6 
  廿二、 被各樣私慾引誘：三 6 
  廿三、 常常學習，終久不明白真道：三 7 
 丙、 雅尼和佯庇是敵擋真道的例子：三 8 
  一、 敵擋摩西 
  二、 敵擋真道 
  三、 心地敗壞 
  四、 在真道上是可廢棄的 
 丁、 這等人的限制：三 9 
  一、 不能再這樣 
  二、 他們的愚昧必在眾人面前顯露 
 戊、 末日的逼迫：三 10－12 
  一、 保羅是受逼迫的實例：三 10－11 

a. 他的教訓、品行、志向、信心、寬容、愛心、忍耐：三 10 
b. 上帝搭救他脫離在安提、以哥念，和路司得所受的逼迫：三

11 
二、 敬虔度日的必受逼迫：三 12 

 己、 末日每況愈下：三 13 
  一、 作惡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惡：三 13 



  二、 他們欺哄人：三 13 
  三、 他們也被人欺哄：三 14 
 庚、 工人對末日境況的反應：三 14－四 5 
  一、 繼續持定真理：三 14－15 
  二、 熟習聖經：三 15－17 

a. 使人因耶穌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三 15 
b. 是上帝默示的：三 16 
c. 都是有益的：三 16 

i)   教訓 
ii)   督責 
iii) 使人歸正 
iv) 教導人學義 

d. 叫人得以完全：三 17 
e. 叫人預備行各樣的善事：三 17 

申、 堅守所囑咐的：四 1 
壬、 要傳道：四 2 
癸、 得時不得時，隨時準備：四 2 
子、 教訓、責備、警誡、勸勉人為真道受苦：四 2－4 
 一、 因為時候要到，人厭煩純正道理：四 3 
 二、 要聽自己愛聽的：四 3 
 三、 不聽真理：四 4 
 四、 遍向荒渺的言語：四 4 
丑、 凡事謹慎：四 5 
寅、 忍受苦難：四 5 
卯、 作傳道的工夫：四 5 
辰、 盡個人職份：四 5 

 
陸、 結語：四 6－22 
 甲、 保羅的見證：四 6－8 
  一、 從容就義：四 6 
  二、 美好的仗打過：四 7 
  三、 當跑的路跑盡：四 7 
  四、 所信的道守住：四 7 
  五、 有冠冕存留：四 8 
  六、 效法他的人也能得狀賞：四 8 
 乙、 要求提摩太前來：四 9－13 
  一、 要求前來：四 9 
  二、 理由：四 10－12 



  三、 吩咐當帶來的物件：四 13 
 
柒、 保羅的歷煉：四 14－18 
 甲、 亞歷山大陷害：四 14－15 
 乙、 起初得獨自應付：四 16 
 丙、 惟整個過程，主站立旁邊：四 17 
 丁、 日後主仍要幫助：四 18 
 
捌、 結語：四 19－22 
 甲、 向百基拉、亞居拉和阿尼色弗一家人問安：四 19 
 乙、 保羅同工的消息：四 20 
 丙、 再求提摩太前來：四 21 
 丁、 特別的問安：四 21 
 戊、 祝福：四 22 

 
 
 
 
 
 
 
 
 
 
 
 
 
 
 
 
 
 
 
 
 
 
 
 



自我測驗 
 
1. 誰是提摩太前、後書的作者？ 
 

                                                                   
 

2. 舉出提摩太前書的目的？ 
 

                                                                   
 

3. 誰是提摩太前書的受書人？ 
 

                                                                     
 

4. 列出提摩太前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5. 默寫提摩太前書的鑰節。 
 

                                                                   
 
6. 舉出提摩太後書的目的？ 
 

                                                                   
 

7. 誰是提摩太後書的受書人？ 
 

                                                                     
 

8. 列出提摩太後書的生活和事奉原則。 
 

                                                                   
 
9. 默寫提摩太後書的鑰節。 
 

                                                                   
（答案在手冊末章後列出） 



進深研讀 
 
1. 研究「囑咐」一詞在提摩太前、後書中的出現。保羅囑咐提摩太要作些甚麼
事？ 

 
2. 研究這兩卷書中「信心」一詞。保羅對信心有甚麼教導？ 
 
3. 這兩卷書有豐富的事奉教導。研究保羅筆下的教師、教導，和教導的責任。 
 
4. 研究提摩太前、後書中「敬虔」一詞。概述有關敬虔的教訓。 
 
5. 提摩太後書把信徒比喻為：兵士（二 3）、運動員（二 5）、農夫（二 6）、學 
生（二 15）、器皿（二 21）和奴僕（二 24）。 

 
6. 讀保羅對自己工作的概述評估：提後四 6－8。 
 
7. 研究提前三 1－13列出的作長老和執事的資格。 
 
8. 研究提摩太的生平。除了提摩太前、後書提供的資外，研讀以下經文： 
 
 ──徒十三 5；十四 19－20；十六 1－3；十七 14；十九 22；廿 4 
 ──林前四 17；九 20；十六 10  
 ──林後一 1、9 
 ──帖前三 2、6 
 ──腓一 1；二 19－23 
 ──西一 1 
 ──門一 1 
 ──來十三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