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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
FIRST TIMOTHY



嫁娶和飲食

• 嫁娶:

• 基督徒可以嫁娶，只有異端才
禁止嫁娶。

• 飲食:

• 基督徒甚麼都可以吃，只有異
端才禁戒食物。

• 因為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
感謝著領受，就沒有一樣可棄
的。



傳道人的生活與事奉

• 在敬虔上操練自己:

• 特別是「真道的話語」和「向
來所服從的善道」，也就是要
在福音的真理和健全的教義上
操練自己。

• 要做信徒的榜樣: 

•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

• 要以宣讀，勸勉（NIV:preaching）
，教導為念:

• 這些都與神的話語有關，是傳
道人服事的重點。

• 謹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訓，要在這
些事上恆心:

• 要言行一致，恆久如此。



怎樣牧養群羊

• 如何勸戒:

• 不可嚴責老年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

• 勸少年人如同弟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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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待寡婦:

• 要尊敬那真為寡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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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好宴樂的寡婦...要囑咐他們、叫他們無可
指責。

• 寡婦登冊的原則：

• 必須年紀到六十歲

• 只作一個丈夫的妻子

• 竭力行各樣善事。

• 至於年輕的寡婦、就可以辭他．

• 若家中有寡婦、自己就當救濟他們、不可
累著教會、好使教會能救濟那真無倚靠的
寡婦。



對長老（牧師，監督）的敬奉與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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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lders who rule well are to be considered 
worthy of double honor, especially those who 
work hard at preaching and teaching. NASB

• 敬奉方面:

• 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配受加倍的敬
奉。

• 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更當如此。

• 懲戒方面:

• 控告長老，必須有書面的狀子，以及
兩、三個人的見證。

• 確定犯罪的長老，要「在眾人面前責
備他，叫其餘的人也可以懼怕」 。



基督徒對金錢的態度

• 要知足：

•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
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 要行善：

• 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
意供給人 。

• 不要貪財：

•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
財就被引誘脫離了真道，用許
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 不要倚靠錢財：

• 不要自高，不要倚靠無定的錢
財，只要倚靠厚賜百物給我們
享受的神。



提摩太後書
SECOND TIMOTHY



提摩太其人
若是提摩太來到、你們要留心、叫
他在你們那裡無所懼怕．因為他勞
因我指望他和弟兄們同來。所以無
論誰、都不可藐視他．只要送他平
安前行、叫他到我這裡來．決不願
意去．幾時有了機會他必去。《哥
林多前書16:10-11》



保羅當時的狀況
他被囚禁，並且上了鎖鍊

我為這福音受苦難，甚至上了
綑綁，像犯人一樣。（2:7）

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
（1:8）

不以我的鎖鍊為恥。（1:16）



保羅當時的狀況
他被朋友所離棄

凡在亞西亞的人都離棄我。
（1:15）

我初次申訴，沒有人前來幫
助，竟都離棄我。（4:16）



保羅當時的狀況
他自覺生命的盡頭已經到了

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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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以後 ,有
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就是 按著
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
的。（ 4:6-8）



清潔的良心與無偽的信心

保羅用清潔的良心事奉神

我感謝神，就是我接續祖先用清
潔的良心所事奉的神。（1:3）

人看外表，神看內心，事奉神
不只是外表的活動，更是內心
的狀態。

良心得以清潔，是因為藉著耶
穌的血洗去罪污，「天良的虧
欠已經灑去」，可以手潔心清

地來到神面前。

提摩太的心中有無偽之信

想到你心裏無偽之信，這信是先
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妮基
心裏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裏。
（1:5）

信



基督徒的「不以為恥」

不以基督為恥

凡在這淫亂罪惡的世代，把我和我的
道當做可恥的，人子在他父的榮耀裏，
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做
可恥的。 （可8:36）

你

不以福音為恥

不以因事奉神而受的苦難為恥



眾叛親離，一人除外

眾叛親離

凡在亞細亞的人都離棄我，這是你所知道
的，其中有腓吉路和黑摩其尼。（1:15）

耶穌受難時眾人都離棄他，保羅也有
同樣的遭遇。

事奉神的人當有心裡準備，遭人背叛
是預期中事，不要灰心，要仰望主。

一人除外

願主憐憫阿尼色弗一家的人；因他屢次使
我暢快，不以我的鎖鍊為恥，反倒在羅馬

的時候，殷勤的找我，並且找著了。（
1:16-17）

忠心的朋友阿尼色弗殷勤尋找保羅，
安慰了保羅的心

雪中所送的炭特別溫暖，苦難中的友
情特別安慰人

願你也是一位阿尼色弗，不是腓吉路
或黑摩其尼。



事奉者的三要

•你要剛強

•你要交託那忠心的人

•你要面對苦難，如同耶穌基督的精兵



耶穌基督的精兵

如同軍中的士兵

如同競賽的選手

如同勞力的農夫



基督精兵的基本操練

真理的操練

禱告的操練

福音的操練

事奉的操練

奉獻的操練



信徒的恆忍：至死忠心

有可信的話說：

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他同活；

我們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我們若不認他，他也必不認我們；

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

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

(提後2: 11-13)



教會的印記

然而，神堅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
這印記說：「主認識誰是他的人」；
又說：「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離開不
義。」（2:19）

神堅固的根基是指教會

教會的保障：主認識誰是他的人

教會的責任：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
離開不義



聖經的益處

聖經都是從神而來的，於

•教導我們正確的真理（教訓），

•暴露我們錯誤的觀念（督責），

•修正我們不良的行為（使人歸正），

•培育我們正直的品格（教導人學義）
，都是有益的。

這一切，為的是要

•使屬神的人受到完整的裝備，

•得以行各樣神看為美善的事。



務要傳道

•務要傳道，

•不要看時候（無論得時不得時）

•不要分心作別的事（總要專心）

•不要灰心（用百般的忍耐）

•不要只講一樣道理（用各樣的教訓）

• 用神的話語來

•責備人

•警戒人

•勸勉人



時候要到（而且已經到了）

•因為時候要到，人必

•心態方面：

•對神的道說「No」：厭煩純正的道理

•對自己的情慾說「 Yes」：隨從自己的
情慾

•作法方面:

•擁護假師傅：耳朵發癢，增添許多師傅

•遠離真理：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
話



一個美好的人生

•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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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的賞賜：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
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

•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