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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八课第五八课 提多书导论提多书导论第五八课第五八课 提多书导论提多书导论
教牧书信的最后一卷，成书在提摩太后书之前；

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给最亲密的朋友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给最亲密的朋友，

不久之后便写了一卷书信给他的另一个同工提多。

提多书被誉为「 本无价 无与伦比的教牧指南」

马丁路德说：

提多书被誉为「一本无价、无与伦比的教牧指南」。

马丁路德说：

「这是一卷短小精简的书信，

但其中却蕴藏了基督教教义的精髓，但其中却蕴藏了基督教教义的精髓，

且以精妙的手法写成，

它实在包含了基督徒它实在包含了基督徒
在知识和生活层面上一切所需。」

‧背景 ‧提多 ‧提多书的背景‧主题特色‧要旨

主后61-62 第一次入狱 ─ 写作四卷「监狱书信」

主后63-66 获释及旅行 ─ 写作提摩太前书、提多书提多书
主后66-00 第二次入狱 ─ 写作提摩太后书

这封信的目的是要指导提多怎样带领革哩底的众教会这封信的目的是要指导提多怎样带领革哩底的众教会。

保罗曾跟提多一起前往革哩底岛保罗曾跟提多 起前往革哩底岛，
后来留下提多在那里继续工作

罗马军队的一个训练中心罗马军队的 个训练中心

深受异教的影响

教会非常需要强有力的领袖来引导

克里特

教会非常需要强有力的领袖来引导

‧背景‧提多 ‧提多书的背景‧主题特色‧要旨

「提多」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拉丁名字；

提多的父母亲都是希腊人提多的父母亲都是希腊人，

居住典型的外邦城市。

悔改信主在保罗旅行布道期间

希腊信徒，由保罗教导和栽培，

证明神在外邦人中间的工作

悔改信主在保罗旅行布道期间。

证明神在外邦人中间的工作
保罗的忠实伙伴和亲密朋友、特别使者

革哩底教会的监督革哩底教会的监督

保罗谨慎地帮助提多成长，指引他如何组织及领导教会。保罗谨慎地帮助提多成长，指引他如何组织及领导教会。

提多书是对提多训练过程之一。



‧背景‧提多 ‧提多书的背景‧主题特色‧要旨

提多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使徒行传中。

他与使徒保罗一起事奉的摘要：他与使徒保罗 起事奉的摘要：

1. 与保罗、巴拿巴结伴出席 徒十五 耶路撒冷会议 加二1-4

2 第三次传道旅程 提多成为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代表2. 第三次传道旅程，提多成为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代表

缓和紧张不安的气氛、为贫穷穷人筹募捐献

3. 保罗第一次从罗马被释放后，
是保罗在革哩底教会的代表

保罗吩咐 到尼 波立相4. 保罗吩咐他到尼哥波立相会，

然后再派遣他往挞马太

根据教会传统，他又回到革哩底教会，并在此寿终。

‧背景‧提多 ‧提多书的背景‧主题特色‧要旨

提摩太 提多

年轻及有恩赐，都是保罗的同工
服事环境都相当艰苦

有一半犹太人血统 纯正的外邦人

由保罗施行割礼 没有受过割礼由保罗施行割礼 没有受过割礼

在哥林多及以弗所教会服事 在哥林多及革哩底教会服事在哥林多及 弗所教 事 在哥林多及 底教 事

性格怯懦而退缩 性格坚强而进取

使徒行传中是个特出的人物 使徒行传并没有提及

‧背景‧提多 ‧提多书的背景‧主题特色‧要旨

提多是一个情感强烈、勇敢和具有热忱，
献身于主基督的门徒。献身于主基督的门徒。

与人相处时，显得聪明而实事求是，

以致赢得别人的尊重以致赢得别人的尊重。

被保罗委派，处理
好争闹的哥林多人好争闹的哥林多人
虚伪的革哩底人

好勇斗狠的达马太人好勇斗狠的达马太人
做为保罗的代表和助手，

去帮助当地的教会去帮助当地的教会。

‧背景 ‧提多 ‧提多书的背景 ‧主题特色‧要旨

写作日期地点：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后，即刻写信给提多，

保罗身处马其顿，正要往尼哥波立去，约为主后 62 年。保罗身处马其顿，正要往尼哥波立去，约为主后 62 年。

革哩底岛与革哩底教会

多山的岛屿 希腊的东南多山的岛屿、位于希腊的东南面，

狭长小岛，城镇人口稠密，

「内部不靖，不能忍受外邦的管辖」

在道德上臭名远播：

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

都是土匪、海盗的

在此做传道人、牧养教会，是极大挑战



‧背景 ‧提多 ‧提多书的背景 ‧主题特色‧要旨

革哩底人与福音

五旬节当时，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接受了福音，五旬节当时，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接受了福音，

把福音带回革哩底岛。

保罗多次传道旅程中，并未探访过这个岛屿，保罗多次传道旅程中，并未探访过这个岛屿，

在他第一次罗马坐监释放后，

可能在岛上作过短期的探访。可能在岛上作过短期的探访。

写提多书时，在那里已有许多基督徒朋友。

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群体中，革哩底教会是默默无闻的，

神将这卷书卷写给这教会的传道人，而列入新约正典中，教
可见神从未忽略过任何在人眼中看来微不足道的地方教会。

‧背景 ‧提多 ‧提多书的背景 ‧主题特色‧要旨

写作动机

1 纷争和错谬教导威胁教会1. 纷争和错谬教导威胁教会
2. 教会肢体的言行不一致
3 教会组织需要指导帮助3. 教会组织需要指导帮助

的

1. 提醒提多如何治理教会、有组织的管理

写作目的

提醒 多如 治 教会 有 的管
2. 在基督徒的行为上如何活出信仰
3. 向提多指示一些个人性的事务向提多指示 些个人性的事务

‧背景 ‧提多 ‧提多书的背景 ‧主题特色‧要旨

在教牧书信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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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约书信「教会论」的教义基础

背景、内容，非常相似

教牧成份最多 教牧成份较少 多是个人性的教牧成份最多 教牧成份较少

护卫福音 实践福音 宣扬福音

‧背景 ‧提多 ‧提多书的背景‧主题特色 ‧要旨

保罗的使徒职分是要选民认知

「这敬虔真理的知识」一1 ─ 合乎敬虔的真理「这敬虔真理的知识」 1  合乎敬虔的真理

「敬虔」和「真理」并重的教导，是贯串本书的主题
牧者传讲纯正的道理 更须凡事活出善行的榜样榜样牧者传讲纯正的道理，更须凡事活出善行的榜样榜样

信徒都要在真道上、生活上纯全没有瑕疵

保罗同时强调敬虔的生活和正确的信仰，

异端分子传讲错谬的道理，行为悖逆神异 分子 讲 谬 ， 为悖 神

福音本质是要人离弃罪、能够行善

我们在福音中得著称义的地位，我们在福音中得著称义的地位，

在更新的生活里，表明生命当中承受从主来的义。



‧背景 ‧提多 ‧提多书的背景‧主题特色‧要旨

重要主题：信徒们「继续行善，来见证得救的信心」

 对领袖的劝勉

 对信徒品行的教导

 在教会里的正确生活方式

革哩底教会周围人的生活情境，有懒惰、撒谎、邪恶，

 在社会上的社会责任

底教会周围人的 活情境，有 惰 谎 ，
保罗劝勉在教会里要活得不一样
 建立有秩序的教会和生活准则建立有秩序的教会和 活准则
 基督徒个人要过有自醒能力的生活
 教会是一个整体，必须整齐而有条理、有次序的 教会是 个整体，必须整齐而有条理、有次序的

从教会内外、社会的见证，能够表明我们的信仰。

‧背景 ‧提多 ‧提多书的背景‧主题特色‧要旨

端正的生活

救恩是指我们不能靠端正的生活得救，救 是指我们不 靠端 的 活得救，
而是靠在基督里的信心而得救。

可是当福音改变我们的生命，以至我们有能力行善。可是当福音 变我们的生命， 至我们有能力行善。

信主之后的事奉，不是因事奉而得救，

得救之后自然就有能力与爱去服事人。得救之后自然就有能力与爱去服事人。

「端正生活」的表现，是福音大能的见证。

基督徒必须事奉神基督徒必须事奉神，

委身事奉，并过着有纪律的生活。

思考自己在生活当中是否实践、见证了我们的信仰？

‧背景 ‧提多 ‧提多书的背景‧主题特色‧要旨

品格

提多受保罗委任，提多受保罗委 ，
委派教会内的长老，负责维持教会正常的组织和纪律。

保罗列举了作长老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特别在品格方面、在家庭中的行为，

反映他们是否适合在教会里事奉。是 在 事奉

作为基督徒领袖，光有好的训练教育是不够的

还须要在品格 属灵 道德有过操练还须要在品格、属灵、道德有过操练，

以致于在品格当中表明出神的良善。

我们是什么样的基督徒，比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服事更重要。

‧背景 ‧提多 ‧提多书的背景‧主题特色‧要旨

教会内的生活

教会的教导必须针对不同群体的需要教会的教导必须针对不同群体的需要

 年长的基督徒肩负榜样、教导的职责

 不同年龄阶层的信徒 不同年龄阶层的信徒，

也当有所学习，和当尽的本份

正确的生活和正确的人际关系，

根基都是由正确的教义而来的。

我们跟别人的关系，
正反映出我们和神的关系

根基都是由正确的教义而来的。

正反映出我们和神的关系。



‧背景 ‧提多 ‧提多书的背景‧主题特色‧要旨

社会责任

基督徒不仅在教会里要作好信徒，
在社会当中也要做个好公民：

 必须顺服在上执政掌权者

 在工作当中尽忠职守

如何尽上做公民的本份和责任，

就是在世界中见证 表明我们的信仰就是在世界中见证、表明我们的信仰。

基督的爱与非信主的朋友，也要能反映出基督的爱。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

当我们可以认定你的时候，

就可以在生活里处处都察觉你的同在，

你同在所表明的智慧和恩典。

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目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目，

让我们看重在的生活、品格、人际关系，

如何可以显明你的同在 恩典 真理如何可以显明你的同在、恩典、真理。

让我们不只在查考圣经，更渴望在生活处处表明信仰的根基。
让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善行是奠基在恩典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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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多书有哪三个写作动机与目的？

贯穿全书的主题是什么？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提多书有哪三个写作动机与目的？

1 纷争和错谬教导威胁革哩底的教会1. 纷争和错谬教导威胁革哩底的教会
2. 教会肢体的言行不一致
3 在教会组织方面需要指导

贯穿全书的主题是什么？

3. 在教会组织方面需要指导

「敬虔」和「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