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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聖經背景
教牧書信導論
第一講
一. 什麼是新約書信
A. 書信的特質
1.

書信，其實就是我們今天所說的「信」

2.

所謂新約書信，就是新約聖經裡，書信格式的書卷。

3.

新約書信的格式，也大致和當時人所用的相同。
a.

寫信人

b.

收信人

c.

問候的話

d.

新的內容

e.

最後的問安 和祝禱

4.

新約書信的命名。一般以作者命名，因保羅寫的信較多，則
以收信人或收信團體命名。新約書信理，若同一人寫給同
一收信者的信超過一封，則以某某一書、二書等，以此類
推的方式命名。

5.

新約書信構成新約三分之一。

6.

保羅書信的分類。14 卷（包括希伯來書）
。分三組﹕
a.

其他書信﹕
(1)

帖前、帖後（2 卷）
。可能為保羅最早完成的書信。
（主
後 50-51 年）
。直陳信仰，論基督再來。

(2)

羅、加、林前、林後（四卷）。注重保羅所傳福音、
教義、護教。又稱福音書信。

(3)

希伯來書﹕無明顯對象。一般認為收信人是歸信的
猶太人。在耶路撒冷聖殿被毀之前，說明真
甘霖媒體資訊版權所有

2

正聖殿敬拜的意義。到主後四世紀被大多數
學者公認是保羅作品。
b.

監獄書信（4 卷）:弗、腓、西、門。內容多半包括保羅
最深奧的教義。

c.

教牧書信（三卷）﹕提前、提後、多。論教會治理與教
牧生活。都是寫給（傳道人）個人的信。

二. 研讀書信的秘訣
A. 尋回對話中缺少的一環。
B. 暸解保羅書信口述代筆的性質。
C. 暸解保羅書信的古代流行特質。
D. 掌握書信的寫作背景。
E. 掌握書信的主要主題。

三. 什麼是教牧書信
A. 「書信」名詞的來源
B. 教牧書信的主要內容。著重兩件事﹕
1.

2.

第一，信條。
a.

教牧書信中出現早期的信經

b.

由於異端出現，信仰系統化在所必須。信仰一詞意義改
變。除了過去個人對神的經驗之外，再加上對信
經，亦即對某種教義信仰。

c.

教會領袖必須衛護受神所托的正統信仰。

d.

強調使徒教訓的重要，以回應異端的攪擾。

e.

保羅書信中最早的信經﹕提前三 16。

第二，治理
a.

處理教會事務的組織，教會治會的規律，信徒在神家中
的行為規範，及牧者領袖個人的修養與資格。。

b.

曉示教會治理不可或缺的兩個重點﹕對內建立維護信仰
（崇拜的次序），對外是善行的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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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教牧書信曉示初代教會的組織和運作裡。
1.

教牧書信不是討論教會組織。可是我們從其中所討論的，可
以對當時教會的組織架構有一個概括的認識。

2.

初代教會的組織中已有受薪的專職長老，監督，以及執事。
有供養教會裡寡婦的制度。

D. 延伸討論現代教會的組織與問題。
E. 現代教會根據教牧書信，發展出基本上三種差會的組織—主教制

(Episcopal)；長老制(Presbyterian)或代表制
(Representative form of government)；及會友制
(Congregational)。
四. 怎樣從教牧書信來看當今的教會
A. 神重視祂的工人生命素質到過組織。
B. 保羅特別強調屬靈領袖的三種重要生命特質，就是領袖對神的信

心；對自己的企求心，也就是自我要求；和他對人的愛心。
C. 屬靈領袖，可以沒有一個團體所賦予的權利，可是不能沒有神所

賦予的屬靈權利。此乃保羅與提前 1:12 強調的﹕人的信
心與神的委派。
D. 屬靈領袖為了尊崇神的無上權柄，有義務先讓聖靈管理自己，從

而保護信仰和治理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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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霖有聲書查經系列
聖經背景
教牧書信導論
第二講
一. 教牧書信中所討論異端的背景
A. 神與物質永恆同存。神利用創造世（二元論。不信自有永有的
神。不信創造。）
B. 強調追求神秘的靈智，才能得救。 (不信耶穌的神性。與父神
同等，不信復活。)
C. 發展出兩種極端的禁慾和縱慾主義(不信天堂地獄，不信復活‧
不信審判)
二. 提摩太前後書的的背景
A. 寫作年代
1. 1, 保羅第一次坐監被短暫釋放期間所寫（徒 28）
2. 2, 寫提前當時，提在以弗所（提前一 3）
，
3. 3, 根據提前一 18;4:12;19，保羅寫後書時，提很可能仍在
弗。且保羅再度在羅馬（提後 1:17;4:17）被囚（提後
1:8;4:16）。而且很快就要為主殉道）提後 4﹕6-8;18)
4. 4, 推算寫作年代應在主後 64-67 年間。是保羅最後的一卷
書。
三. 提摩太前後書的收信人
A. 提摩太的信主。
1. 提摩太為混血兒。父為希臘人，母為猶太人。(16﹕1、2)
2. 提摩太的外祖母羅以，及母親友尼基培養來他聖經的基礎。
3. 提摩太可能是保羅首次旅行佈道，在路司得帶領信主。
B. 提摩太的蒙召。
1. 提摩太是在保羅第二次到路司得的時候蒙揀選。（徒 14﹕
8-21）當時提摩太已在信徒中已有好名聲。且很年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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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12）。
2. 保羅召提與西拉共隨保羅佈道時，因忌猶人反對，乃為提行
割禮。
3. 提摩太的蒙召，很可能有從神那裡來的預言。
（提前一 18 和
四 14)，所以保羅透過長老一起按手，揀選了提摩太。
四. 提摩太的個性與為人。
A. 提體質多病。可能胃腸不適。故保羅勉其喝些酒，以酒代水。
（提
前五 23）
B. 提個性怯懦。故保羅多次勉其﹕「不要以給主作見證為恥；也
不要以我者為主被囚對為恥。」
「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
剛強起來。」
「要與我同受苦難，好像耶穌基督的精兵。」
「因為神給我們不適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
心。」（提後一﹕7-8；二 1﹕3）
C. 提曾為福音坐監。來十三 213﹕「你該知道，我們都兄弟提摩太
已經釋放了…」
D. 5, 提摩太在以弗所（弗一 3）
。保羅催促他來羅馬（提後四 9）。
至於有否去，則不詳
五. 提摩太與保羅的事奉。
A. 提摩太蒙召以後的第一個任務，就是被留在受逼迫的帖撒羅尼
迦教會。
B. 提摩太和西拉參與保羅在歌林多的工作（林後一 19）
C. 保羅在第三次旅行佈道將結束的時候，提摩太被派到歌林多教
會去處理問題（林前 4﹕17；16﹕10）。
D. 保羅把歐洲教會的奉獻帶到耶路撒冷去的時候，提摩太也和他
同行。（徒 20﹕4-5）。
E. 後來保羅被下在監裡，寫歌羅西書、腓利門書和腓立比書的時
候，提摩太也陪同保羅一起。保羅還特別派提摩太代表他
去訪問腓利比教會（腓 1﹕1；2﹕19）
。
F. 保羅平生特別摯愛提摩太的情形。多次表露在他的書信裡。
（林
前 4﹕17; 腓 4﹕20-22;提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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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提摩太被保羅揀選的原因是什麼？
A. 提無大恩賜，膽怯又身體不佳。絕非向保羅一樣是領袖型人物。
B. 從保羅對提態度，足證保羅揀選同工時，實踐了他自己提出揀
選同工的屬靈原則。
C. 教牧事奉的兩大挑戰﹕對內—保持合一，維護真理。對外以善
行見證基督。
七. 以弗所的背景
A. 保羅在以弗所的工作
1. 保羅曾在以弗所傳道三年半（徒 19。月主後 54—57 年）
。
2. 離開四年以後，從羅馬寫以弗所書（62AD）
3. 再三年（65AD）寫提前。論到弗教會的光景。
4. 因自己久留馬其頓，故寫提前，交待提工作之道。
B. 寫提前提後原因
1. 保羅告別弗長老時，以為不會再去。
（徒 20﹕25）
2. 未料自己被監禁未死。羅馬坐監被釋後，再訪弗。留下提摩
太。自己往馬其頓（提前一 3;三 14）
。
八. 以弗所教會情況
A. 根據徒 19。之道教會有大量信徒。
B. 根據歷史記載，此後 50 年，小亞細亞信徒大增。許多廟宇被迫
關門。使徒時代，以弗所成為基督教忠心。
C. 當時成千上萬信徒普遍在信徒家舉行聚會。每個聚會點，尤其
自己的領袖牧養。
（教堂建築，始於 200 年後，君士坦丁
大帝宣布基督教為國教後。）
D. 當時既無神學院也無教堂。提摩太主要工作在培訓教牧，即長
老監督等。工作之艱鉅可知。
九. 提多書背景
A. 提多，是保羅為了向耶路撒冷教會見證外邦人也能信主，所帶
去的，那位沒有受過割禮的外邦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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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多曾經受保羅委派在林教會開辦慈惠工作。
C. 曾經受保羅委派處理歌林多教會的危機。
D. 曾經受保羅委派在革哩底底教會辦理按立長老，及處理教會異
端的攪擾。這是提多書的內容。
E. 曾經受保羅委派到尼哥波立去。
F. 曾經受保羅委派到撻馬太去從事福音工作。(提後四 10)。
G. 提多受保羅信賴，在保羅佈道末期的重要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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