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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多书一-三建立有秩序的教会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一1 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2

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3 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工夫把

他的道显明了 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 现在写信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4 现在写信

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作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

救主基督耶稣归与你！5 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

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6 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作一

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

立 7 监督既是神的管家 必须无可指责 不任性 不暴躁 不因酒滋事 不立。7 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

打人，不贪无义之财；8 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9 坚

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

‧有秩序的教会 ‧纯正的教会‧实践的教会

开头的问安 一1-4

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发展

保罗首先在那里传道，提多接续带领

训勉提多要训练和委任当地的领袖

革哩底教会有一些不是之处，

保罗盼望提多可以「将 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

训勉提多要训练和委任当地的领袖

保罗盼望提多可以「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

「办整齐」 ─ 恢复秩序，有秩序的教会

当保罗发现教会状况、问题，会做诊断、开药方。

教会所面对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教
因此写信劝勉他的同工、朋友 ─提多。

‧有秩序的教会 ‧纯正的教会‧实践的教会

道
05198纯正
 健康的，健全的，健康状况良好的

道 一1-4

纯正的道理  健康的，健全的，健康状况良好的
 隐喻

1) 指信念不受误导或挠扰的基督徒
2) 指承受恩典并信仰坚定的人

是对付错谬教导
的最佳方法

用「纯正」描述道理，并不是神学理论，

2) 指承受恩典并信仰坚定的人

而是使人健康、健全神的话语，

带给人的是建立和造就，能使人健全；

带来的不是混乱不安、恐惧、罪恶感。

保罗要提多在面对许多似是而非的异端时保罗要提多在面对许多似是而非的异端时，

不须惊慌，只要传讲神纯正的道理。



‧有秩序的教会 ‧纯正的教会‧实践的教会

领袖 ─ 纯正道理的教师 一5-9

教会中属灵 经验丰富的领袖教会中属灵、经验丰富的领袖，

应当负起责任处理错谬的教导。

保罗列举出领袖所须具备的资格，
与假教师作强烈的对比。

希腊世界中这些品行上的缺点是非常普遍的

神的仆人却要禁戒这些陋习，活出诸般的美德人 ，

属灵领袖的生命质素 检查自己的生命质素与品格状况

多一7-8 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

‧有秩序的教会 ‧纯正的教会‧实践的教会

属灵领袖的生命质素

不任性 自我中心 不接受别人的意见不任性

不暴燥

不因酒滋事

自我中心，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坏脾气，不接纳别人的批评

有不良嗜好 没有逃避试探

应
当
避 不因酒滋事

不打人

不贪无义之财

有不良嗜好，没有逃避试探

喜欢暴力，存害人的心，出口伤人，背后伤人

有不良动机 贪爱物质享受 不公平 不诚实

避
免
的

不贪无义之财

乐意接待远人

好善

有不良动机，贪爱物质享受，不公平，不诚实

与别人有福同享，不自私

努力行善 不害人 为别人着想
应
当 好善

庄重

公平圣洁

努力行善，不害人，为别人着想

性格成熟，处事待人稳重

生活有好见证，待人公平，有向善的心

当
追
求 公平圣洁

自持

生活有好见证，待人公平，有向善的心

能自我约束，有节制，有礼貌
的

‧有秩序的教会 ‧纯正的教会‧实践的教会

假教师 ─ 散播错谬的人

假教师热衷旧约律法 并不明白福音真理假教师热衷旧约律法，并不明白福音真理；
自称认识神，但行为却悖逆神，应当受严厉的责备。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10 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 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一10 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

11 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

坏人的全家。12 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

乃是恶兽又馋又懒。13 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

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14 不听犹太人荒渺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

诫命。15 在洁净的人 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 甚么都不洁净诫命。15 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甚么都不洁净，

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16 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背；本是

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

‧有秩序的教会 ‧纯正的教会‧实践的教会

在洁净的人 凡物都洁净；

一15-16天良污秽的问题

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
在污秽不信的人甚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

他们说是认识神 行事却和他相背；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背；
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

污秽 人邪 的心 信的心真正叫人污秽的是人邪恶的心和不信的心

人的心是一个过滤网，把善良和罪恶一一过滤
 洁净的人有基督掌管生命，可察觉神的良善

 污秽不信的人对任何事物都觉得邪恶，将美善都玷污了都

当心思意念充满了美善，自然就没有空位余地留给邪恶了。



‧有秩序的教会‧纯正的教会 ‧实践的教会

在教会生活中见证纯正的道理，尊荣神的道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 li k 左下角 继续课程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二1 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2 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

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3 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

作奴仆，用善道教训人，4 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5 谨守，贞洁，料理

家务 待人有恩 顺服自己的丈夫 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 6 又劝少年人要谨守 7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6 又劝少年人要谨守。7

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8 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

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9 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

事讨 的喜欢 可顶撞 可私拿东 要显 忠诚 致 事尊荣我 救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10 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

主神的道。11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12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

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13 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 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

我们（或作：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14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

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15 这些事你要讲明，

劝戒人 用各等权柄责备人 不可叫人轻看你劝戒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

‧有秩序的教会‧纯正的教会 ‧实践的教会

保罗将注意力转移到教会中一切信徒身上：

透过提多去劝勉他们，活出言行一致的基督徒生命

呼吁信徒要有基督徒的品德，这种品德能使真道更吸引人

二10下 凡事尊荣我们救主 ─神的道。二10下 凡事尊荣我们救主 神的道。

每一个属主儿女能够活出纯正的信仰，

德行为 尊荣主的道在品德行为当中尊荣主的道。

这处经文成为整卷书信的中心思想。

太五16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福音真道倍觉荣美尊贵，就是透过每一属主儿女的好行为。

‧有秩序的教会‧纯正的教会 ‧实践的教会

保罗对教会各年龄阶层都有不同劝勉，

一10 分别对长幼男女各有忠告。

勉励提多以身作则，并用传道人权柄
劝戒信徒过自律、敬虔、公义的生活，

藉此答复那些反对基督的人。

将救恩的含义活现出来，

强调基督徒生活善行的重要。

教导提多如何与不同年龄的会友相处教导提多如何与不同年龄的会友相处，

成为信徒的榜样，

自 导放胆及自信地教导人。

‧有秩序的教会‧纯正的教会 ‧实践的教会

的 善行 信仰根据二11-14 恩典的教义：最全面论及善行的信仰根据

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
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

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又洁净我们 特作自己的子民 热心为善

神救世恩典的教育作用 ─

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

给予信徒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盼望。

耶稣基督就是恩典的媒介，

道成了肉身、受死和复活的整个启示。



‧有秩序的教会‧纯正的教会 ‧实践的教会

救恩的内涵 ─
耶稣基督的代死使我们能够脱离罪、

有能力行善，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

能力之源来自圣灵。

基督已经救我们脱离罪恶，

使我们不再受罪恶的辖制。

神又赐给我们能力和智慧，叫我们可以

按着神的心意而生活 多多行善按着神的心意而生活，多多行善。

我们便可以带着一颗热切期望的心，等候盼望基督的再来。

二15 这些事你要讲明，劝戒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

‧有秩序的教会 ‧纯正的教会‧实践的教会

督徒 社 责任 外 善行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对教会以外人的善行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三1 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作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2
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3 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
受迷惑 服事各样私欲 和宴乐 常存恶毒嫉妒的心 是可恨的 又是彼此相恨受迷惑、服事各样私欲，和宴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
4 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5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6 圣
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7 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7 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
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8 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
实的讲明，使那些已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9 要
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 以及纷争 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 因为这都是虚妄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
无益的。10 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11 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
背道，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12 我打发亚提马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
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坡里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意在那里过冬。13 你要赶紧给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哥坡里去见我，因为我已经定意在那里过冬。13 你要赶紧给
律师西纳和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14 并且我们的人要学习正经事业（留心
行善），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15 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代问那些
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有秩序的教会 ‧纯正的教会‧实践的教会

保罗将信心和行为这两个真理融会在一起，
解答善行在一个信徒生命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三个段落中，都提到「善行」：

三1-800 信徒的社会责任：
预备行善、留心行善

三9-110 避免无谓的辩论：

已背道者无善行可言

三12-15 末了的问安：

留心做正经事业 ─留心行善，

乃是要彼此接待服事

‧有秩序的教会 ‧纯正的教会‧实践的教会
恩典的教义 全面教导善行的信仰根据恩典的教义：全面教导善行的信仰根据三4-7、二11-14

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
他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

保罗总括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救赎工作保罗总括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救赎工作：
由充满罪恶的生命，转换成由圣灵引领的新生活

罪都被洗净 单用洗礼的水 更指依靠依靠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宝血罪都被洗净，不单用洗礼的水，更指依靠依靠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宝血
我们承认基督为主和基督的救赎工作，

得着永生和各样的福分 圣灵在心里 断更新我们得着永生和各样的福分，圣灵在心里不断更新我们，

这都不是我们赚得来的或是配得的，这全都是神的恩典。



‧有秩序的教会 ‧纯正的教会‧实践的教会

帮助新的一代成为教会领袖

提摩太前书三章 提多书一章

─ 如何甄选教会领袖

提摩太前书三章 提多书 章

个人品德
无可指责、有节制、自守、

端正、不纵酒、不争竞、不贪财、
无可指责、不纵酒、不任性、

不暴燥、不贪不义之财、庄重、

领导性功能

温和、教外有好名声

好接待远人、善于教导

自持、公平、好善、圣洁

好接待远人、以纯正教化人

家庭关系 一个妻子的丈夫、
好好管理己家、儿女端庄顺服

一个妻子的丈夫、
儿女信主服约束

警告 不是初入教者

立志训练教会中新一代基督徒，成为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领袖；， 教会教会 ；
帮助我们，在甄选下一代领袖所依循的准则准则。

‧有秩序的教会 ‧纯正的教会‧实践的教会

帮助新的一代成为教会领袖
是领袖在生命上的流露，以生命来影响下一代的生命。

在我们今天服事的群体中，会不会有未来的属灵伟人？

愿意在生命中成为年青人的榜样，培育养成他们成为接棒人。

让我们不只在圣工中尽心竭力，更栽培门徒、下一代的领袖，
引导我们以自己生命的榜样，做一个属灵的师傅。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亲爱的耶稣，你是最伟大的教师，

栽培门徒，也引导、训勉我们 ─

使万民都作主的门徒！使万民都作主的门徒！

我们渴望自己的生命不只敬虔端正来服事你，

有 响 成 栽更有影响力，成为栽培门徒的人，

帮助我们儆醒，成为下一代信徒的好榜样。

让我们成为有吸引力的，让人愿意跟我们一样来服事你。
我们的生命是用恩典做成的，让恩典成为馨香的祭物，我们的生命是用恩典做成的，让恩典成为馨香的祭物，

吸引属主的儿女不断承接信仰服事的棒子，来跟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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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多书那一句经文代表着整卷书信的中心思想？

提多书有那两段经文论及恩典的教义提多书有那两段经文论及恩典的教义，
是新约圣经中最全面论及善行的信仰根据？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提多书那一句经文代表着整卷书信的中心思想？

 二10下 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

提多书有那两段经文论及恩典的教义

 二10下 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

提多书有那两段经文论及恩典的教义，
是新约圣经中最全面论及善行的信仰根据？

二11-14 敬虔生活的信仰根据
三4-700 谦和待人的信仰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