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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查经聚会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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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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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A. 

5:1-2:教會對不同年齡的族群的教導 

 

老年人:   勸如父親, 不可以严责. 

少年人:   勸如兄弟. 

老年婦女：勸如母親. 

少年婦女：勸如姊妹，總要道德的清清潔潔. 

 

Q1. 為什麼對教會弟兄姊妹不一視同仁? 對不同年紀族群不同待遇,有何理據? 底線是什麼? 

与第三章監督執事操守有什麼關連？ 

 

底線是尊重對方,彼此相愛;不同族群有不同需要,耶穌基督也因人而教;老年男人有尊嚴(面

子),不宜嚴责，要尊敬如父; 對老年婦女也同樣. 當時文化可能是父權社會. 對少年同輩要

如兄弟姊妹，但年青妇女特別要注意道德的清潔; 牧者要有如第三章提及的監督執事的操守. 

 

II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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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6.如何對待寡婦 （参出 22：22-23，申 10：18，雅 1：27，etc） 

 

v.3-8 總原則  

(1)若有親屬他們要照顧寡婦，不照顧就是背道義. 

(2)若無依靠, 只仰赖神，服侍教會, 日日祷告，求神照顧的人，教會要負責照顧他們. 

(3)好宴樂的寡婦活著如死（v11-14）. 

 

Q2. v5 為何人不看顧家屬等同背道，比不信的還不好. 為何如此嚴厲？ 

 

無依靠的寡婦是教會及社会的負擔, 若有家人, 家人应有照顧負擔的責任. 當日文化可能是

父權社會，寡婦無能力生存. 

 

Q3. 經文是否說 v5所指的寡婦教會要負責？ 

 

虽无明言，寡婦仰赖神的，暗示教會要照顧她们. (参 v9“記在冊上”, v16“教會救濟無依

靠的寡婦”). 

 

Q4. v6 好宴樂的寡婦在當日指那些人? 為何說她們活著像死一樣？ 

 

指丈夫死了, 無依靠, 以不正當行業(行淫)維生的寡婦，保羅指责她們這種妓女生涯, 所以

她們活著如死(生不如死的生涯). 

 

5:9-10,16 教會照顧真寡婦 

 

Q5. v3 提及“真寡婦”. 什麼是“真寡婦”? 

 

是指名字登記在冊上, 年紀 60歲以上, 只作過一個人的妻子(不犯姦淫). 

具备下列条件: (1)有好名声,(2)養育兒女,(3)接待遠客,(4)洗聖徒的腳(服事聖徒),(4）救

濟遭難的（慈惠工作），(6）行各樣善事. 

 

Q6. 教會如何要對待真寡婦？ 

 

若有親屬，由親屬照顧，若無, 教會救濟.（v16） 

 

Q7. v14 要如何對待年青守寡者？ 為什麼？ 

 

辭去她們（即是不救濟）, 差她們去再嫁，免得她們後來情慾發動，不守貞節去嫁人，給敵

人攻擊教會的把柄. 

 

Q8. 守寡婦女要留意那些操守？原因為何？(v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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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忠, 勤勞，不挨家闻遊，說長道短(搬弄是非). 

好好持家，養育兒女, 加上上述德行.  

因為有寡婦棄了所許的願（或作棄了所有的信仰），作 v13 的壞事，轉去随从撒旦 v15. 

  

IIIC. 

5:17-22 對教會長老 

 

*v17-18 正面教訓 

 

Q9. 在這段經文中, 長老一词是泛指那些人？ 

 

（1）管理教會的長老(ruling elders). 

（2）傳道的長老(preaching elders). 

（3）教導的長老(teaching elders). 

 

Q10. 有何正面的教訓如何對待他們？（参 v17,18， 申 25：4，路 10：7） 

 

(1) 要敬奉. 

(2) 要供應(工人得工價). 

 

*5:19-21,24,25 負面教訓 

 

Q11. 控告長老有何先決條件?(参申 19:15, 太 18:16) 

 

要呈上案件,并要有兩三個見證人,若沒有就不要收呈子. 

 

Q12. 長老的確有過錯犯罪,教會要如何處理?(v20) 

 

當眾責備,警戒会众. 

 

Q13. 處理這类案子, 教會應有何原則?(v21) 

 

依照聖經行事,(守這些話),不偏心,不存成见. 

 

Q14.“蒙揀選的天使”指谁? 為何在神, 耶穌基督, 和天使面前囑咐提摩太? 

 

說明话的重要性, 是特別要提醒提摩太的. 可能提摩太比較柔弱, 會受壓力而妥協, “天使

面前”可能有末世意義. 教會是天國降臨的表征, 神在人間的工作, 見證在天使面前. 亦可

能指傳說中有天使看顧教會.  

 

注: 控告長老的呈子亦有說指長老的按立禮, 那麼 20-21 節未必有連貫性, 可能另有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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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長老按手禮的原则下接 v24,25. 

 

(1)不可急促. 

(2)不可以在别人的罪行上有份. 

(3)保持自己清潔. 

不隨便按立長老, 一旦按立了就是認可, 若有罪, 按立者都有罪, 河水也洗不清, 所以要查

清楚仔細, 才可以認定長老. 

 

v24-25 按立長老無論善惡, 都會顯明, 假以時日都不能隱藏, 不可急速下定论(v22). 

 

*5:23 對提摩太個人健康的建議: 

 

這節可能繼續上文关乎“保守自己清潔”有點关联, 可能古人認為不犯罪清白, 身體就无疾

病.酒可能有消毒作用. 

 

Q15. 長老按手禮有何重要性?(参徒 6:6,民 8:10) 

 

初期教會選擇执事由使徒祷告後公眾認可, 也根據以色列民公開接受利未人作圣工的禮儀. 

 

Q16. 為何按立長老不可急速? 

  

v24-25 按立長老無論善惡, 都會顯明, 假以時日都不能隱藏, 不可急速下決定(v22). 

 

Q17. v23 安插在這裏有何關連? 顯示保羅與提摩太關係如何? 

 

保羅待提摩太如親密的兒子(提後 1:2),保羅關心他身體健康. 

 

Q18. 衡量當下的教會長老制度*. 

 

長老應有被監管和被问责的機制, 也要得會众公開認可. 

 

IIIE. 

6:1-2 僕人(奴隶)要敬重主人 

 

僕人原文是奴隶. 

保罗选择了一间接的方法，不是废除奴隶制，他相信福音的力量会从内在改变社会制度（罗

1:16; 加 3:28; 门 16）. 不过他在其他地方劝说, 如果可以的话奴隶要争取自由(林前

7:21). 从属灵的角度来说，基督徒的信息已经带来了奴隶制度的释放（林前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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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結束上文的人事關係，在下的敬重在上的, 是原則性的規矩, 守这規矩才不使主名被羞

辱. 在教會裏難免有作主和作仆的弟兄姊妹，若主人不是信徒，也要敬重他；若是信徒更不

可輕看他，更要加倍服侍, 因為得益處的上司是信道蒙愛的信徒.  

 

*Q19.v1-2 若同一单位的上司下屬同在一個教會裏要如何相待，請舉例說明. 

 

信仰上一视同仁. 相處上彼此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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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