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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提摩太前書查經大綱 

第一講 教會的信仰 
提摩太前書第一章 

 
 

主旨﹕本章非教義性討論乃在針對異端，強調神恩惠的福音是信仰中心

之餘，說明基督的位格 

 
一. 引言﹕（1-2）問安的話 

A. 寫信人 

1. 「使徒」職份來源 

2. 使徒職份的強制性 

3. 保羅強調所受召命 

B. 收信人 

1. 提摩太是保羅的「真」兒子 

2. 「真」，希臘原文指法律承認的父子關係 

3. 保羅和提摩太的關係是由「信」而來的 

4. 不但情同父子，且是緊密搭配的好同工 

C. 問安話 

1. 保羅書信裡典型，又有意義的問安包括﹕恩惠、憐憫、和平

安 

2. 保羅在問安或祝福話，永遠有一定次序 

二. 囑咐提摩太要阻止異端的錯誤（4-11） 

A. 「囑咐」提摩太的任務，阻止異端在教會中繼續蔓延 

B. 異端的特徵（3-4） 

1. 「荒謬無憑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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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個就是無窮的家譜（3） 

3. 判斷異端的根據（4） 

C. 對付異端的出發點就是愛（5） 

D. 異端份子和他們的教訓的錯誤（6-11） 

三. 保羅以自己從前的經歷來作見證（12-17） 

A. 保羅現在的地位（12） 

B. 保羅從前的光景，和自己怎麼樣改變的（13-14） 

C. 保羅的一個非教義性的信仰告白（12-14） 

D. 保羅個人見證的結論（15-16） 

四. 保羅對提摩太的提醒（18-20） 

A. 親暱的稱呼「我兒」 

B. 屬靈召命 

C. 要為神的召命「打那美好的仗」（18） 

D. 保羅根據這個原則，實際運用的例子（19—20） 

1. 用許米乃和亞力山大失敗的下場來警戒提摩太 

2. 許米乃和亞力山的下場﹕ 

五. 結論﹕ 

A. 聖經多次提到使徒們運用權柄，處理教會的問題都是有很明顯

的，神能力的彰顯也產生果斷的效果 

B. 可知神僕人的記號，或一個必要裝備，就是權柄加上前面所提

到的兩樣，異象、使命與權柄(Vision, Mission & Authority)
就共有三樣 

C. 本章鑰節﹕（5） 

D. 凡是教人不能回歸這愛(Agape)、和恩典的事，都是錯誤的教導

使徒異象、使命與權柄的施行的必須根據神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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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提摩太前書查經大綱 

第二講 教會的次序 
提摩太前書第二章 

 
 

主旨﹕在教導要為公眾禱告以及為了達到此目的，信徒當有的行為 

A. 這是保羅唯一的一次，在勸勉中提到為公眾禱告 

B. 本章指出信徒的生活方式絕對與禱告有關 

C. 為了達到這個為世人禱告目的，保羅不但指示提摩太要把禱告

的範圍擴大，同時也期望提摩太調整信徒的行為，來符合

禱告的生活 

 
一. 勸勉提摩太要為公眾禱告（1-7） 

A. 為公眾禱告的重要性 

B. 什麼是為公眾禱告？就是要為萬人禱告 

C. 禱告的方式 

D. 為什麼我們要為公眾禱告？ 

1. 近程的理由— 

a. 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1-2） 

b. 能夠讓我們平安無事的度日 

2. 至終的理由﹕ 

a. 因為是蒙神悅納的 3） 

b. 因為這是基督降世的目的（4） 

c. 因為基督是世人唯一的希望（5-6） 

(a) 「只有一位神只有一位中保」得救之路只有一  

(2) 基督為萬人付出贖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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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據神願拯救全世界人類的心意，我們必須行使為他們

代求的權利和義務這實在是的再神聖也沒有的使

命了！ 

e. 「到了時候，這事必證明出來！」（6） 

3. 保羅個人的理由（7） 

a. 保羅奉派為傳福音而蒙召 

b. 使命— 

c. 他的身份與真誠（7） 

E. 本段小結 

二. 為能為萬人禱告信徒當有的行為（8-14） 

A. 「所以」8 

B. 保羅對弟兄的期望—舉起聖潔的手（8） 

C. 保羅對姐妹的期望似乎比弟兄更多（9-10） 

1. 第一個期望 9-10 保羅對姐妹穿著打扮的期望 

2. 第二個期望 11-12 保羅對姐妹在教會裡行為的期望 

3. 保羅嚴格禁止的理由 13-15 

(1) 男女角色不同是神規定的次序（13） 

(2) 錯誤的根源是因角色顛倒的結果（14） 

(3) 神拯救計劃中姐妹角色很重要（15） 

(a) 保羅並沒輕視女性，而是根據歷史作事實描述 

(b) 男女的角色正如基督順服父神，教會順服基督一樣，

都是神所規定，理所當然的！ 

(c) 神未因一個女人的失敗，放棄祂對女性的重視 

(4) 這是一個預言 

三. 結論﹕基督徒不要效法社會邪淫和錯亂價的值觀，倒要珍惜、看重，

自己的屬靈的價值與角色，調整自己生活，作一個符合神心意，

能為萬人禱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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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提摩太前書查經大綱 

第三講 教會的領袖 
提摩太前書第三章 

 
 
本章主旨在說明教會長老和執事應有的資格 
 
 
一. 主題﹕教會的領袖 

二. 主旨﹕在說明教會長老和執事應有的資格 

三. 作監督的資格（1-7） 

A. 先決條件（1）—羨慕善工 

B. 監督名詞來源 

C. 長老或監督是受薪的專職同工 

D. 現代的教會的應用 

四. 長老必須要有的資格（2） 

1. 無可指責 

2. 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2） 

3. 長老需有健全品格（2） 

4. 節制 

5. 自守 

6. 端正 

7. 樂意接待遠人 

8. 善於教導 

B. 長老的「六個不」（3-7） 

1. 不因酒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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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不打架，只要溫和 

3. 「不競爭」 

4. 不貪財 

5. 不是一個初入教的人 

6. 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 

五. 「執事」名詞意義 

A. 執事( Diacono)字意 

B. 聖經一般用法 

C. 執事主要的工作 

D. 長老和執事不是教會裡的階級 

六. 執事的的資格（8-13） 

A. 端莊 

B. 不一口兩舌 

C. 不好喝酒 

D. 不貪不義之財 

E. 固守真道的奧秘 

F. 要先受試驗 

G. 執事的家庭和長老的資格一樣婚姻忠實善盡領導家庭的責任 

七. 特別提到女執事的事（11-13） 

A. 女執事的資格 

1. 「也是如此」（11） 

2. 「讒言」， 

B. 進一步理解 11 節女執事 

1. 字意研究 

2. 應用 

八. 有關於執事的結語（13） 

九. 「保羅的交待」（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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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保羅的計劃 

B. 保羅用一個信條說明這個真理也用這信條來結束這一 16 

1. 這可能是教會最早的信條之一 

2. 信條的內容 

a. 神在肉身顯現(Manifest in the flesh) 

b. 被聖靈稱義 

c. 被傳於外邦 

d. 被世人信服被接到榮耀裡 

〇一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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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提摩太前書查經大綱 

第四講 教會中背道的事 
提摩太前書第四章 

 
主旨﹕說明如何分辨背叛信仰的人，和神僕人應付之道 

 
一. 「提醒有背道的預言」（1-5） 

A. 背道之事的情況（1） 

B. 背道的本質（1） 

a. 背道之事一定會發生﹕「必有人離棄真道」 

2. 背道之事出於邪靈作祟 

3. 那些假冒的人，是良心出問題 2 

C. 信徒必須要先有正確的良心，才會對不正之事敏感 2 

D. 背道的內容（3） 

E. 為真道辯護（3-4） 

二. 保羅對提摩太的勸勉（6-16） 

A. 神的僕人應作的事（6-11） 

1. 第一，要把背道的事提醒信徒（6） 

2. 第二，要棄絕沒有事實根據的話語（7） 

3. 第三，要在敬虔上操練自己（7） 

4. 傳道人的勞苦正是為此（10） 

B. 神僕應當自我激勵的事（12-16） 

1. 不可教人小看年你年輕（12） 

2. 第一在生活品格見證上不可教人小看年你年輕（12），五樣

德行 

a. 外在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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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言語 

(2) 行為 

b. 內在的品格 

(1) 愛心 

(2) 信心 

(3) 清潔 

3. 第二、在傳道人的責任上，不可教人小看年你年輕（13）這

個責任就是﹕ 

a. 宣讀就是要人知道神說了什麼？ 

b. 勸勉就是要人知道應當作什麼 

c. 教導教人知道，神為什麼這麼說 

d. 傳道人不可被事務分心以致不能專心傳道 

4. 第三、在傳道人的呼召和恩賜上，不可教人小看年你年輕

（14） 

a. 何謂「恩賜」？ 

b. 這個召命是出於神又透過公開授職所設立的 

三. 最後保羅總結三件事（15-16） 

A. 叫人看出神僕不斷地長進 

B. 傳道人必須謹慎自己地生活 

C. 傳道人必須謹慎自己的教訓 

1. 要求自己絕不講錯道 

2. 要自己努力照著自己所講的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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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提摩太前書查經大綱 

第五講 教會倫理 
提摩太前書第五章 

 
 

主旨，指導牧者實際牧養的問題（五、六相同） 

 
一. 對待教會裡不同年齡與性別應有地倫理（1-2） 

A. 「長老」，可能有二意 

1. 年長者、長老希臘文同字 

2. 長老在教會裡應當得尊敬年長的，也應同被尊敬 

B. 不可嚴責 

1. 不能直接公開的斥責他們，責罵他們的錯誤 

2. 要勸他們 

3. 對待異性，還要加上一樣，就是清清潔潔 

二. 對待寡婦的倫理（3-10） 

A. 本段鑰節﹕「3要尊敬那真為寡婦的」 

B. 認定寡婦和照顧寡婦的條例（4-9） 

C. 有資格受教會照顧的寡婦（9-10） 

1. 第一個條件，她必需記載冊子上 

2. 第二個條件，她必須一生婚姻生活是聖潔而忠貞的（9） 

3. 第三個條件，她曾經善盡信徒應盡的本份（10） 

三. 規勸年青寡婦應有的倫理（11-15） 

A. 可以「辭他們」意思，就是拒絕把他們的名字放在有資格服事

的義工名單上 

B. 拒絕他們的理由﹕可能因為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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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違背基督」就是違背向基督所許的願 

2. 為了他們的好處不希望他們被迫棄願 

C. 保羅鼓勵這樣的人再嫁 

1. 把他們的精力用在正當，又有意義的事上 

2. 因這樣的事已經發生過好幾次（15） 

3. 這些人是轉去跟從撒旦（15 ） 

四. 規勸信主婦女的一段插話（16） 

五. 對待教會長老的倫理（17-20） 

六. 保羅對提摩太非常嚴肅的警告（21-22） 

七. 按手的原則（22） 

八. 保羅對提摩太個人的兩個提醒（23-25） 

A. 有關飲酒的提醒（23） 

B. 有關論定是非的提醒（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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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提摩太前書查經大綱 

第六講 教會倫理（續） 
提摩太前書第六章 

 
本章主旨與第五章相同繼續討論教會生活實用的倫理部份 

 
一. 對待主人的倫理這一段（1-2） 

二. 背景—奴隸問題 

A. 處理主奴倫理的依據（1）—免得神的名和神的道理被人褻瀆 

1. 僕人有信主主人的倫理（1-2） 

a. 不可輕看主人 

b. 同為弟兄，應加意服事為主人益處 

2. 保羅囑咐提摩太要以此教訓人（2下） 

三. 保羅對提摩太最後的提醒（3-20） 

A. 要棄絕教會裡的傳異教的人 

1. 他們信仰出問題（3） 

2. 他們態度出問題（4） 

3. 他們言語出問題（4） 

4. 他們的良心出問題（5） 

5. 他們的動機出問題（5） 

B. 總括傳異教者的行為—就是「驕傲」 

四. 神僕應作一個敬虔知足的人（6-10） 

A. 敬虔加上知足是「大利」 

B. 貪財的結果（9-10） 

五. 對提摩太最後的指示（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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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不要追求物質，倒要追求屬靈事務（11） 

1. 消極方面要逃避追逐財利的事 

2. 積極的方面應該追求屬靈的品格 

B. 要為真道大美好的仗（12） 

C. 不要功虧一簣奮鬥到底的理由（13-16） 

D. 對提摩太應該怎樣對待富人的指示（17-19） 

六. 真正的最後一段再提醒（20-21） 

A. 明顯是重新提醒在提前18節的教訓 

B. 最後，保羅的祝福話﹕願恩惠常與你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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