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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7.26 Warren Wang

提多書
Titus



關於提多書
• 作者：保羅

• 對象：提多

• 寫作時間：可能主後64-65年間

• 寫作地點：馬其頓某地（腓立比）

• 寫作目的：



提多其人
過過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詻撒冷去
、並帶著提多同去。我是奉啟示上去的、把
我在外邦人中所傳的福音、對弟兄們陳說．
卻是背地裡對那有名望之人說的．惟恐我現
在、或是從前、徒然奔跑。但與我同去的提
多、雖是希利尼人、也沒有勉強他他受割禮
．

《加拉太書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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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老（監督）的設立
Appointing elders (overseers)

有家庭生活的見證
對妻子忠實（只做一個婦人的
丈夫）
兒女信主，順服

有溫和的個性
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
，不打人

不貪財

不貪無義之財，樂意接待遠人
，好善

為人莊重
莊重，公平，聖潔，自持

能持守真理
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將純正
的教訓勸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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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柔的勸誡，還是嚴嚴的責備？
Instruct gently, or rebuke sharply?

兩個不同的指示：

對提摩太：用溫柔勸戒那抵
擋的人，或者神給他們悔改
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對提多： 你要嚴嚴的責備
他們，使他們在真道上純全
無疵。

應用的智慧：

在不同的地方，對不同的人
，使用不同的方法。

目的都是要使人明白真道歸
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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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道在他的教會中
The Lord’s Word in his church

五種尊榮主道的方法：

1. 傳道人要傳講純正的道理
（sound doctrine）

2. 老年人要用善道教訓人

3. 少年人要有好行為，免得
神的道被毀謗

4. 教導者在教訓上要正直（
integrity in teaching
）

5. 服事者要凡事尊榮神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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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義之一
Christian doctrine I

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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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
現。

他為我們拾了自己，要贖我們脫

離一切的罪惡，又潔淨我們，特
作自己的子民，熱心為善。2:1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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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者的生活方式

1. 敬虔的度日：Yes and No
對「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
慾」說 “No”

對「自守，公義，敬虔的日
子」說 “Yes”

2. 信心的等候
等候所盼望的福

等候至大的神和我們救主耶
穌基督的榮耀顯現

耶穌基督的救恩

1. 脫離罪惡

2. 作神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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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義之二
Christian doctrin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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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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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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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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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話是可信的。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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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的事，無益的事
Things that are profitable and unprofitable 

1. 有益的事
我也願你們把這些事切切實實地
講明，使那些已信神的人留心做
正經事業。這都是美事，並且與
人有益。

2. 無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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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棄絕的人
分門結黨的人，警戒過一兩次，
就要棄絕他。



教牧書信－
五句「可信的話」－有關信仰與生活的重要的教導

I. 福音的中心信息：基督降世救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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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1:15）

Who：福音的中心人物是耶穌基督

Why：耶穌降世的目的是為了拯救罪人

II. 教會的主要職分：監督

「人若想要得監督的職分，就是羨慕善工。
」這話是可信的。（提前3:1）

監督，長老,牧師三個名詞是可以互換的

保羅對以弗所的長老們說：「聖靈立你
們作全群的監督，你們就當為自己謹慎
，也為全群謹慎，牧養神的教會，就是
他用自己血所買來的。」（使徒行傳20: 
28）

監督（牧師，長老）是教會的主要職分
，責任是牧養羊群，負責教會總體的事
物



教牧書信－
五句「可信的話」－有關信仰與生活的重要的教導

III. 信徒的靈命成長：在敬虔上操練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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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
服的。（提前4:8-9）

操練敬虔包括(1)真理的學習,(2)生
活的表現, (3)恩賜的使用

操練敬虔是對身、心、靈都有益的

事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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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牧書信－
五句「可信的話」－有關信仰與生活的重要的教導

V. 中心的教義：得救的方法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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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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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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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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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是可信的。（提多書3:4-8）

A. 得救是神的憐憫，藉著聖靈使人
重生得救。

B. 得救是為了使人稱義，可以成為
神的後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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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利門書
Philemon



愛心明信片：腓利門書

✤特色與主題
✤特點：

✤腓利門書只有一章，是保羅書
信中最短的一封

✤主題：

✤這是一封求情信，保羅為一名
叫作阿尼西母的逃奴求情，請
他的主人腓利門以愛心原諒並
收納他



腓利門與阿尼西母

✤腓利門

✤住在哥羅西的一位基督徒

✤一個家庭教會的負責人

✤保羅稱他為「親愛的同工」

✤阿尼西母

✤腓利門的奴隸，

✤可能是捲款潛逃了

Onesimus 阿尼西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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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尼西母

✤「阿尼西母」這名字是「有益處」的
意思

✤他是一個奴隸，背叛主人在外逃亡

✤他是保羅「綑鎖中所生的兒子」，保
羅被囚的時候向他傳福音，帶他信了
主

✤保羅稱他為「忠心的弟兄」，並派他
送信回哥羅西去，他是那裏的人（西
4:9）

✤羅馬時代的奴隸制度

✤羅馬帝國施行奴隸制度，許多戰敗
國家的人民成為奴隸，羅馬全國一
半以上是奴隸

✤主人對奴隸有生殺大權，逃亡的奴
隸主人可以將他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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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利門書的教導一

•信主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生命

✤ 阿尼西母從前是一個無益的人
，信主之後成為一個有益的人
：

✤ 他從前與你沒有益處，但如今與
你我都有益處。

✤ 信耶穌並非保持自己原有的樣
子，尋找一個精神的寄託；而
是放下自己，降伏於神，經歷
神改變生命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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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你所虧欠的人

✤ 保羅要阿尼西母回去面對腓利
門

✤ 我現在打發他親自回你那裏去。

✤ 基督徒處理虧欠的方法不是逃
跑，而是面對所歸欠的人，彌
補虧欠並取得原諒。

腓利門書的教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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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一個人就是得著一個人

✤ 保羅請求腓利門寬恕阿尼西母
：

✤ 收納他，如同收納我一樣。

✤ 怨恨失人，寬恕得人。基督徒
若靠著主學習寬恕的功課，就
可以多得人，少失人。

✤ 他暫時離開你，或者是叫你永遠
得著他。

腓利門書的教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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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做甚麼事，總要先看主

✤ 保羅看事情，總是從主耶穌的
角度來看：

✤ 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
督做的。

✤ 不再是奴僕，乃是高過奴僕，是
親愛的兄弟…是按主說。

✤ 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裏因你得
快樂（益處），並望你使我的心
在基督裏得暢快。

✤ 基督徒處理事情要從大處著眼，
也就是要看主。不看主會出錯，
看主不會出錯。

腓利門書的教導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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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腓利門書看保羅

1. 保羅上了年紀
✤然而，像我這有年紀的保羅…

✤（司提反殉道）作見證的人把衣裳
放在一個少年人名叫掃羅的腳前。
（徒7:58）

2. 保羅在綑鎖中還能引人歸主
✤我在捆鎖中所生的兒子阿尼西母。

3. 保羅不去要求，寧可請求
✤我雖然靠著基督能放膽吩咐你合宜
的事，然而…寧可憑著愛心求你。

4. 保羅倚靠神的恩典和人的禱告
✤你還要給我預備住處，因為我盼望
藉著你們的禱告，必蒙恩到你們那
裏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