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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查经聚会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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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5 

 

内容提要: 见查经聚会之一 
 
提摩太前書全书大綱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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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敬拜与教會秩序(2:1-4:16) 

 

IIA. 

提前 2:1-8 祷告 

 

內容大綱 

 

v.1-3（1）要為萬人禱告（2）要為君王禱告 

v.4-7（1）神願萬人得救（2）神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  

     （3）这中保为萬人作赎价（4）保羅為這福音受差派 

v.8 舉起聖潔的手隨時隨地禱告 

 

Q1.v.1-3 為何保羅勸提摩太第一件事情要禱告？ 

 

v.3 這是好的， 在神救主面前可蒙悅納的.換言之，這是神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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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為誰禱告？關於這些人有一词出現多次，請找出来，有何連帶關係？ 

 

v.1 為“萬人”禱告：v.4 神願“萬人”得救，耶穌基督作“萬人“的贖價. 

 

Q3.在萬人中特別為誰禱告？要如何为在上位者禱告？ 你有沒有如此做呢？ 

 

為君王和一切包括世上和教會上的有地位的人禱告.要為他們懇切禱告，代求, 祝谢，这类祷

告都是正面的. 希望神幫助他們管治; 希望神祝福他們的工作. 

 

Q4.為萬人禱告的焦点在哪裏？ 

 

願萬人得救， 願萬人藉著耶穌基督这中保明白福音真理. 

 

Q5.v.5-7 与大使命有關連么？ 

 

這是大使命的另一個版本，两者都是叫人認識耶穌基督，作主的門徒.故此保羅受差派去傳福

音，就是服從大使命，他就是是信徒的榜樣. 

 

Q6.神的心意既是願意萬人得救，為何神不用更簡單的方法使人得救？为何要耶穌基督死而復

活，又要人去傳福音？ 

 

因為神人之間的大攔阻和咒诅就是罪，只有靠人主動去信耶穌基督為救主才能突破. 

 

Q7.v.8 有那三種禱告要領，是應該注重的？請解釋其代表性意義？ 

 

（1）無纷争無怒氣; 代表: 合一.（2）舉起聖潔的手; 代表: 分別為聖，不沾染恶事.（3）

隨处禱告; 代表: 任何場合，任何時間，任何事件都要禱告. 

 

Q8.為什麼主題只提男人禱告？ 

 

可能有時代背景，當日只有男人在教會中參與積極的事奉，女人較少有这机会. 

 

IIB. 

提前 2：8-15 分別對教會男女的教訓 

 

有学者认为這段经文与彼得前书 3：1-6（特别是第 2-4 节）有并列的相同语氣，所以这些女

人禁令并非保罗独有，而是标准的使徒教导.  

其他学者不太重视 v.13“因为”，原文也可譯为“固然，其实（新譯本）”（帖前 4：10）, 

他们认为保罗正在解决以弗所特有的情况; 无须把今天女性教会活动与保罗在这段经文中的

教训看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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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8 见上文 v.1-7：男人在敬拜中的主動地位和所要注意的事項，對比下文女人要注意的事

項. 男人要注意不發怒，不起争端，不聖潔；並且要留意勤於禱告. 

 

v.9-10 女人的弱點是喜以外表为裝飾，保羅勸她們要注重內在美，以善行為重. 

 

v.11-12 對女人的教訓是不多言，要沉靜謙卑學道.在基督耶穌裏當日女人開始有學習的機會. 

 

v.13-14 上文（v.11-12）對女人的教訓的因由是基於女人後學, 未成熟, 所以在救贖歷史上

造成大錯, 要警惕, 免於再犯. 

 

v.15 女人帶來的挽救辦法. 

 

一個女人原文是單數，另一個女人原文是众數.  

因為一個女人（單數）馬利亞的童女懷孕帶來世人的救贖.今日女人（众數）若常存信心愛

心, 也同樣得救, 挽回起初的大罪. 

 

有些学者以字面解釋: 保罗提到生產上得救确是指女性在分娩时的健康和顺产而言; 因为他

认为女性要持守妇道, 也就是遵守“信心, 爱心, 和圣洁”(v.15), 不重蹈夏娃的復輙. 

 

Q9. 保羅如何分別指出男女信徒的弱點? 

 

男:易怒, 起爭論, 不聖潔, 未能勤於禱告. 女:愛外表, 忽略內在美, 多言. 

 

Q10. v.11 為何只要女人沉静学道, 只要男人禱告?  

 

女人後學，在真道上未成熟,正如起初夏娃因後造未成熟, 犯了大錯. 而且女人本性上较多

言. 

男人不易開囗, 開囗就發怒, 所以要多學禱告.  

 

Q11. v.12 女人能否講道(林前 11:5)? 

 

v.12 女人在以弗所教會(就是提摩太所服侍的教會)後信主,所以不應講道和教授男人.但在其

他教會聚會中可以講道.(林前 11:5). 

 

Q12. v.15 何解? 生產上得救是指什麼? 

 

原文有兩個她，第一個她：女人是众數，“她們”. 第二個她，中文未译出來, “她”生產

上是單數，指某一女人--馬利亞--童女生子：耶穌基督，帶來救恩.這些專有名詞只有在希臘

文的動詞用法中看出來，所以众女人若存信心愛心，也可以挽回夏娃的錯，籍着一女子馬利

亞所生產的耶穌基督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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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以字面解釋: 保罗提到生產上得救确是指女性在分娩时的健康和顺产而言; 因为他

认为女性要持守妇道, 也就是遵守“信心, 爱心, 和圣洁”(v.15), 不重蹈夏娃的復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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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