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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查经聚会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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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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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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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結语：勉勵與嘱咐（6：3-21） 

 

A. 6：3-5 傳异教者的行径是唯利是圖 

 

傳异教者的錯誤： 

 

（1）在真理上：不合乎耶穌基督的話，不合乎敬虔之道. 

（2）在行為上：自高自大，好争辯，引起紛爭. 

（3）在手段上：以敬虔為得利的門徑. 

 

*Q1.列出傳異端異教者在各方面的錯誤，舉例說明。 

 

見上述（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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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6: 6-10 貪財是萬惡之根 

 

6:6-10 续上文關於利,再討論貪財是萬惡之根 

 

(1) 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利. 

(2) 貪財是萬惡之根,叫人犯罪离道. 

 

Q2.為何人不能知足? (参书 7:21,創 3:6-7,	路 12:15,20-21, 路 12:29-32, 来 13:5) 

 

(1) 因为人的罪性, 如亚干貪財導致自己和全以色列人大禍(书 7:21)  

(2) 始祖的罪也是貪(創 3:6-7). 

(3) 因为人還沒認清財富是不能帶人入永生的.（路 12:15,20-21 無知的財主） 

(4) 因为人不信神的供應.(	路 12:29-32, 来 13:5) 

 

Q4. v8-10 財富本身有害嗎? 如何界定“貪財”？(6:17-18，箴 30:8) 

 

財富本身是神的祝福, 神厚賜萬物給人享受,(v17), 満足于日常所需的供應便是知足(箴

30:8), 要求超乎所需便是貪財(v10). 

 

C. 保守神所託 6:11-16 

 

6:11-16 保守所託, 為真道打美好的仗:保羅給提摩太的嘱咐. 

 

（1）逃避: 貪財之惡 v11. 

（2）追求: 公義-敬虔; 信心-愛心; 忍耐-溫柔.v11. 

（3）忠於: 所託，為真理打美好的仗，效法保羅和前人作過的美好見證.v12-14. 

（4）指望: 耶穌基督顯現.v14. 

 

这段是保羅对屬神者（以提摩太為代表）的嘱咐. 可用上列的四個動詞來總結： 

 

Q4.v11 保羅只在教牧書信中提到“敬虔”(原文是“敬畏神”,“與神相似”),(参 2:2, 

3:16, 4:7-8; 6:3, 6:6, 其他兩次在提後 3:5, 多 1:1). 他怎樣給“敬虔”下定義? 

 

(1) 2:2 在敬畏神之下平安端正度日. 

(2) 3:16“敬虔的奧祕…：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

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裡.” 

(3) 6:3“服从…耶穌基督純正的话与敬虔的道理.” 

(4) 6:6 逃避貪財.“他們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Q5. v11 至 16 節是給誰的嘱咐？有沒有包括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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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屬神的人的嘱咐. 在此以提摩太為代表，包括一切信徒. 

 

Q6. 试用四個動詞來概括這段的綱要。那些是消極的？那些事積極的？ 

 

消極的 

 

（1）逃避: 貪戀財物的惡事 v11. 

 

積極的 

 

（2）追求: 公義-敬虔; 信心-愛心; 忍耐-溫柔 v11. 

（3）忠於: 所託，為真理打美好的仗，效法保羅和前人作過的美好見證 v12-14. 

（4）指望: 耶穌基督顯現. 

 

*Q7. 你如何了解基督徒的尽忠？忠於什麼？ 

 

 

 

Q8.  v15-16 基督徒對人生有什麼指望? 指望是實際的嗎? 有確據的嗎? 

 

指望是耶穌基督的再來, 榮耀天國的顯現. 这指望是實際的, 因有耶穌基督的復活为證據. 

 

Q9. v15-16 保羅对神的形容包括那些? 

 

(1) 可稱頌的 

(2) 獨有的權能. 

(3) 萬主之主, 萬王之王(申 19:7, 啟 17:14). 

(4) 独一不死. 

(5) 住在不能靠近的光里. 

(6) 不能看見. 

(7) 將要顯明. 

 

 

B’6:17-19 不倚靠钱财倚靠萬物的主（積財在天） 

 

Q10. v17-19 提摩太要給富人什麼的囑咐? 

 

不靠財富, 靠赐物之主.  

上文是保羅對提摩太的囑咐, 這段是提摩太要囑咐教會的富人: 包括兩件事: (1)不靠財富靠

神. (2) 行善樂施, 積財在天, 預備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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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 v19 為何錢不可靠? 不靠錢靠什麼? 保羅的逻辑行得通嗎？*（路 12：15， 20， 21） 

 

財在天沒有用（路 12：15，20-21 無知的財主）。 

 

v17 要在神面前富足（太 19 ：16-26）. 

 

靠厚赐万物之神（6:17）.  

 

打好根基持定真正的生命（6:19）. 

 

*Q12. 应为自己積什么？实在吗？有何好処？你会怎样做？ 

 

保罗有时是富有的信徒的受益者（参罗 16：1-2; 門 1-2,5-7,22）, 而不是苦行僧 , 并不会

贬低财富本身. 然而，他也关注富人的灵性. 像耶稣一样，他知道要完全信靠神，那些拥有

丰富物质财富的人就更难信靠神了. 因此，他劝告富人与有需要的人分享財富，将这种潜在

的责任转化为属灵优势. 穹寡妇和富人都应该把希望完全放在神面前. 

 

D. 6: 20-21 最後勸诫 

 

Q13. 最後勸诫中保羅對傳道人強調什麼？ 

 

要留心防俻假信仰，保守傳揚真理（卫道，守道，傳道），教會審核傳道人也要以此為基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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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