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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课第五十课 提摩太前书导论提摩太前书导论
新约圣经共二十七卷，

保罗书信占了 半

第五十课第五十课 提摩太前书导论提摩太前书导论
教牧书信

保罗书信占了一半。

最后所写的三卷书信，按次序是

提摩太前书 提多书 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前书、提多书、提摩太后书，

称之为「教牧书信」。

保罗一生行将结束时，写成了这些书信，
应许为 切研读这些书卷的人应许为一切研读这些书卷的人

─ 不论在任何世代，

带来更深的属灵洞见和鼓舞带来更深的属灵洞见和鼓舞。

‧教牧书信 ‧提摩太‧以弗所教会‧写作动机目的‧特色‧要旨

是保罗对以弗所和革哩底地区，担任牧养的同工提出的忠告的忠告。

一般保罗书信名称 ─ 地名，受书人为某城市的教会 般保罗书信名称  地名，受书人为某城市的教会

教牧书信名称 ─ 个人，受书人提摩太、提多

腓利门书 ─ 受书人为书信名称

保罗书信共分三组

旅行书信 传道 成

腓利门书  受书人为书信名称

旅行书信：传道旅程期间写成，

加、帖前、帖后、林前、林后、罗
监狱书信：第一次被关在罗马时写成，

教义偏向基督论，西、弗、门、腓
都是寄给教会的

‧教牧书信 ‧提摩太‧以弗所教会‧写作动机目的‧特色‧要旨

教牧书信
保罗从狱中被释放后写成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

第二次被囚于罗马时写成提摩太后书。

内容谈及教会的治理内容谈及教会的治理，

被列为「教会论」书信；

与哥林多前 后书平行

提摩太后书

与哥林多前、后书平行。

成书在保罗生平近尾声之时，

亲自向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同伴

─ 提摩太作出道别。



‧教牧书信‧提摩太 ‧以弗所教会‧写作动机目的‧特色‧要旨

最大的荣誉就是成为保罗的助手，

新约时代中，提摩太叫人羡慕、得人喜爱。

最大的荣誉就是成为保罗的助手，

最后，保罗最亲密的朋友仍是提摩太。

名字的意思「荣耀神 神所尊重的」；名字的意思「荣耀神、神所尊重的」；

保罗称呼他是一个「属神的人」，

是提摩太在上帝面前的特质是提摩太在上帝面前的特质、

跟神的亲密关系。

新约圣经中，提摩太共出现 24 次，

这位初代教会第二代信徒同工，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教牧书信‧提摩太 ‧以弗所教会‧写作动机目的‧特色‧要旨

提摩太是特庇人，父亲是外邦人

母亲是犹太人 ─ 友尼基母亲是犹太人  友尼基
外祖母 ─ 罗以
出生时，保罗大约 30-35 岁出生时，保罗大约 30 35 岁

提摩太从孩童时代，

已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习旧约圣经已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习旧约圣经，

母亲则是接受外祖母的教导。

与母亲在保罗第一次传道旅程

经过特庇时归信耶稣的；

保罗称提摩太是「属灵的儿子」

‧教牧书信‧提摩太 ‧以弗所教会‧写作动机目的‧特色‧要旨

保罗和西拉第二次传道旅程中重访特庇，
提摩太的服事

信徒向保罗极力推荐提摩太作他的助手，

保罗为提摩太行了割礼、成为全职同工
从那时开始，提摩太成为保罗最亲密的伙伴

1. 保罗的助手，协助宣道团队服事工作

2. 开拓新地区时成为保罗的代表，进行跟进的工作

3. 保罗坐监时，在狱中陪伴保罗。亲密关系近二十年

4. 保罗第三次传道旅程在以弗所逗留三年，

提摩太与保罗同工，对以弗所教会十分熟悉；提 保罗同 ，对以弗所教会十分熟悉；

提摩太前书约七年后，提摩太成为以弗所地区牧养同工

‧教牧书信‧提摩太 ‧以弗所教会‧写作动机目的‧特色‧要旨

保罗在旅行布道中曾经饱受逼迫，

提摩太的性格

提摩太可算是上帝给保罗的安慰与补偿。

1. 温柔、有爱心
2. 胆小保守、机智

3. 诚信、忠心

4. 尽责

5. 委身于神

6. 身体嬴弱

按教会传统说法 保罗是被尼禄王处死殉道的按教会传统说法，保罗是被尼禄王处死殉道的，

提摩太则是之后于多米田或涅尔瓦大帝手下殉道的。



‧教牧书信 ‧提摩太‧以弗所教会 ‧写作动机目的‧特色‧要旨

保罗第三次旅行传道将福音带到以弗所，

包括附近地区的地方型教会。包括附近地区的地方型教会。

保罗在罗马坐监释放后探访以弗所，

教会饱受各种属灵问题的折磨，教会饱受各种属灵问题的折磨，

正是教会信徒的属灵战场。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
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提前一3

写作日期：主后 64-65 年间，以弗所教会已建立了五至八年，

在组织、教导、纠正的事情上，仍有一些困难；， ；

提摩太全职服事牧养时，需要保罗的支持与指示。

‧教牧书信 ‧提摩太‧以弗所教会‧写作动机目的 ‧特色‧要旨

保罗竭力劝勉提摩太继续留在以弗所，

提摩太必定渴望回到保罗身边。

 个人方面 ─ 帮助提摩太

 教会方面 ─ 帮助以弗所教会教会方面 帮助 弗所教会

写这书信的目的 ─
「宣扬和维护福音真理」「宣扬和维护福音真理」，

保罗是教会的奠基者、又竭力栽培同工。

福音负担 「 音福音负担：「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一11

保罗看重自己的职份、上帝的托付，保罗看重自己的职份、上帝的托付，

传递负担，要同工一起来分享承担「荣耀福音」的职份

‧教牧书信 ‧提摩太‧以弗所教会‧写作动机目的‧特色 ‧要旨

1. 所用的主要词汇，与保罗其他书信有所不同
其他书信没有用过，如「敬虔、自守、正道」，

对上帝的称谓「救主神、永世的君王」

其他书信常用的字汇，如「感谢、灵、传扬」等，

2. 「这话是可信的」这句子在教牧书信里出现了五次

较少在教牧书信中出现；显出文词风格的独特

提前一15 基督降临 ─ 罪得赦免之道
提前三10 基督的工作 ─ 尊贵事奉之道提前三10 基督的工作  尊贵事奉之道

提前四10 基督的生命 ─ 灵命长进之道

论述「教义」之后就用「这话是可信的」论述「教义」之后就用「这话是可信的」
可以想象保罗语重心长、加重语气

‧教牧书信 ‧提摩太‧以弗所教会‧写作动机目的‧特色 ‧要旨

3. 三首诗歌，引用早期基督徒常用的信条诗歌

一17 但愿尊贵、荣耀归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17 但愿尊贵、荣耀归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
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大 敬虔的奥秘 人 以为然三16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

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提摩太前书的钥节及中心点提 前书的钥 及中 点
教会真理的根基奠基在「救恩论」及基督
「敬虔的奥秘」指着耶稣基督

又借着教会来彰显 ─ 成为耶稣的身体



‧教牧书信 ‧提摩太‧以弗所教会‧写作动机目的‧特色 ‧要旨

3. 三首诗歌，引用早期基督徒常用的信条诗歌

六15 16 到了日期 那可称颂 独有权能的六15-16 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权能的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就是那独一不死 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

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
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归给他。阿们！

三首诗歌交织在整体的信息中。

但愿尊贵和永远的权能都归给他。阿们！

4. 语气：保罗如慈父般教导及嘱咐提摩太，
字里行间洋溢着爱与关怀，

比较不像其他书信论述系统性的教义。

‧教牧书信 ‧提摩太‧以弗所教会‧写作动机目的‧特色‧要旨

1. 纯正的教义：

当时异端与假教师的问题当时异端与假教师的问题

2. 教会生活的指示：

崇拜的次序 教会的领袖崇拜的次序、教会的领袖

3. 教牧的操守教 的
 给提摩太个人的指示

 教牧领袖教牧领袖
─长老、执事 ─ 的资格

4. 教会生活伦理性的教导4. 教会生活伦理性的教导

是有爱心、关怀的教会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与根基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与根基

都不是偶然的，

实在是耶稣用大能买赎我们，实在是耶稣用大能买赎我们，

不断的在真理当中使我们被建立。

我们看见二千年的教会历史我们看见二千年的教会历史，

在你的真理中建立、被你的恩手所扶持，

差派忠心的仆人 不断服事每 个世代的教会差派忠心的仆人，不断服事每一个世代的教会。

求主帮助，让我们也有这样愿意的心一同参与，
在教会的事奉当中被主验中。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Click 左下角 可以阅读解答

教牧书信所谈论的教义是什么？

提摩太前书是以哪一首诗歌为其钥节与中心信息？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教牧书信所谈论的教义是什么？

教会论

提摩太前书是以哪一首诗歌为其钥节与中心信息？

教会论

三16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

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