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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查经聚会之二 
    组长版 
 

敬拜时间: 15-20 min. 

诗歌: 3-4 首  

祷告: 为小组聚会 

 

背景(主题綱领)簡介: (组长分享): 15-20 min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提摩太前書 1：1-11 

 

内容提要: 见查经聚会之一 

 

提摩太前書大綱与分段: 
 

I. 使徒保羅與提摩太(1:1-20) 

 

A. 1:1-2 问安 

B. 1:3-11 異教異端的分辨,心與話的對比 

C. 1:12-17 保羅自身對神的體认 

D. 1:18-20 保羅把正道託付提摩太 

 

II. 敬拜与教會秩序(2:1-4:16) 

 

A. 2:1-8 敬拜禱告 

B. 2:8-15 分別對教會中男女的教訓(男女的弱點與挽救方法) 

C. 3:1-13 監督和執事的資格 

D. 3：14-16 教會是神的家 

E. 4：1-16 提防異端 

 

III.紀律與責任(5:1-6:2) 

 

A. 5:1-2 教會對不同年齡的族群的教導 

B. 5:3-16 對寡婦 

 

1. 5:3-8, 16 處理寡婦的原則 

2. 5:9-10, 16 真寡婦教會要照顧 

3. 5：11-15 處理年青寡婦 

 

C. 5:17-21 對教會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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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5:22-25 對提摩太個人 

 

1. 22-23 對提摩太個人的指點 

2. 24-25 對教會紀律的原則 

 

E. 6:1-2 仆人與主人 

 

IV. 結语：勉勵與嘱咐（6：3-21） 

 

*交叉对称结构(B-C-B’) 

 

A. 6：3-5 假先知教導以敬虔为得利的途徑 

B  財-- v.6-10 貪財是萬惡之根 (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了) 

    C 保守神所託 (中心主題)v.11-16 

B’财-- v.17-19 不倚靠钱财倚靠萬物的主（積財在天） 

D. v.20-21 最後勸誡保守所託 

 
经文讨论:  

 

分组时间: 45 min 

(可分組討論下列題目, 按時間許可每組分别討論 1, 2 或 3, 4, 5, 6, 7, 8,etc 大題, 45 分

鈡後合組報告與討論; 若不分組則可用 60分鈡把下列大題全部一起討論, 省去合組時間, 由

領查经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查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答案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參

考, *自由犮揮)？ 

 

IA.  

 

1:1-2 问安 

 

Q1: 保羅以什么的名義寫這封信？說明此書的份量如何？ 

 

奉救主神, 盼望的源頭救主耶穌基督之命而寫; 说明此书的默示,權柄內容都是從神而來. 
 

Q2: 為何以我們的救主稱父神，盼望的根基連於耶穌, 而非倒过来? 

 

可能針對提摩當下的情況而言, 在第一世纪，“救主”是一个通常用于罗马皇帝等统治者的

头衔，保羅為要提醒他, 神是救主, 是救贖他出死入生的(猶 1:15, 诗 24:5, 25:5, 賽

17:10). 另一方面對灰心失望的提摩太，保羅要鼓勵他仰望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要再來, 接

他到榮耀裏. 現在暫時至輕的苦楚， 將會換來天上莫大的榮耀.  

 

神和耶穌基督同是救主. 



提摩太前書查经资料 赵任君, 潘柏滔 2018 

    

	 3	

 

“希望”不是一个模糊的愿望，而是对实现神应许的充满信心的期望（来 11：1：“确据”;

彼得 1：3：“活泼的希望”）.可以参考基督第二次降临（多 2:13）或永生生命（多 1：2; 

3：7）或两者的期望. 

 

Q3. 保羅如何稱呼提摩太（見徒 16：1-3） 

 

“因信主作我真兒子的提摩太”. 提摩太原藉以弗所，母親是猶太人， 父親是外邦人，是混

血兒.保羅在佈道旅途中帶他信主，所以稱呼他是“因信而生的真兒子”. 保羅在此如此稱

呼， 為要提醒提摩太：他們的關係是建立在信仰上, 亲蜜如父親和兒子. 他以父親的愛和尊

嚴寫下面的教訓與教导. 

 

Q4. 保羅如何问安? 

 

保羅強調由神和耶穌基督來的恩惠，憐憫，平安，从神来的三合一祝福籍着耶穌基督这个中

保赐下. 三者都從救恩而來，從上頭而來，保羅只能求神賜下. 

 

IB.  

 

1:3-11 分辨真假福音 

 

• v.3-4, v.6-10 提防伪信仰与異端 

• v.5,11 真福音 

 

Q5.提摩太當前遇到什麼危機? 

 

提摩太在以弗所教會牧会那裏有人傳異端（v.3） 

 

Q6.	这異端是傳什麼(v4,6-7, 9)? 

 

（1）荒渺無憑的話， 虛浮的話，無窮家谱.（2）教律法卻不懂其意義. 

 

Q7.荒渺無憑的話，無窮家谱, 虛浮的話, 指的是什麼? 

 

綜合來說這是猶太教的異端 v4荒渺無憑的話，無窮家谱, 虛浮的話, 有兩個可能性: 

 

（1）希羅文化下雛形诺斯底主义生出來的主意. 

（2）從猶太教滋生出來的神秘思想（例如次经 Book of Jubilee）, 多 1：14（10-14）用同

样一词“荒渺言语”来指兩約之間猶太人的教訓. 

 

（2）是比較可信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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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浮的话泛指離開愛的真理，福音正道, 去追求上述的“荒渺言语”，“無窮家谱”, 只講

無意義的虛談. 

 

Q8.律法的原意和本質是什麼？ 保羅是否反對律法？ 

 

律法是叫人知罪(羅 3:20).用得合宜原是好的, 使人知道什麼是不义. 

 

（1）避免作不法，不服從的事，不虔敬，不圣潔 

（2）依戀世俗，殺父母，殺人， 行淫， 亲男色（同性戀），搶人，撒谎和起假誓等恶行 

（十誡的教训，出 19-31）. 

 

Q9.保羅劝提摩太用什麼福音正道，基督的什麼命令去糾正這些異端？(v5；對比 6：9-10，

1:19; 4：2)請详述. 

 

命令的總歸是“愛”， 愛是從心裏出来， 包括清潔的心， 無虧的良心， 無伪的信心，對

比猶太教的只有言語.	他们的动机是不纯洁的（6：9-10），他们的良心受到玷污（1:19; 4：

2），他们的信仰破产（1:19）. 

 

Q10.保羅在 v3-11 的教訓是什麼？ 基於什麼（参申 5：6-21 和出 20：1-17)？ 从何見得（参

羅 3：20，5：1，多 1：3）?  

 

（1）教訓人律法是叫犯罪的人知罪, 包括各種十誡中禁止的行為(9-10, 申 5：6-21 和出

20：1-17). 

（2）（羅 3：20）犯罪者應該悔改信主称义（羅 5：1），正如保羅所傳的（多 1：3） 

（3）基於“福音”真理，這是神託付保羅傳的, 福音是本於神的愛：神愛世人，籍耶穌基督

的代贖，叫人出黑暗入光明.		
	
保罗，与假教师相反，是一个被恩典拯救的罪人之榜样. 这清楚地表明保罗并没有高举自己, 

超越对手，自以为在本质上优于他们, 相反地，正因为他接受神在基督里慷慨的拯救和宽

恕，使他完全与异教徒区别开来.(7-11) 

 

 

分组时间: 45 min 

 

合組總結: 15 min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示部份,作整体性總結) 

 

分组祷告: 15 min 为查经应用, 组员需要等代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