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多書查经资料 赵任君, 潘柏滔 2018 

    

	 1	

《提多書》查经聚会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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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多書 2:1-15 

 

内容提要: 见查经聚会之一 

 

提多書全书大綱分段: 

 
1. 問安 1:1-4 

 

2. 监督的资格 1:5-9 

 

3. 革哩底假師傅 1:10-16 

 

4. 信徒行為標準 2:1-10 

 

 A. 老年人 2:1-3 

 B. 少年人 2:4-8 

 C. 奴仆 2:9-10 

 

5. 品行之神學根據 2:11-3:7 

 

 A. 恩典的教育能力 2:11-15 

 B. 聖徒在社會中應有的態度和影響力 3:1-2   

 C. 福音真理超乎异教 3:4-5  

 D. 耶穌基督來世与圣灵的职事 3:6-7 

 

6. 结语 3:8-11 

 

 A. 好行为 3:8 

 B. 假師傅 3:9-11 

 

7. 个人末了的話 3: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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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徒行為標準 2:1-10 

 

 A. 老年人 2:1-3 

 B. 少年人 2:4-8 

 C. 奴仆 2:9-10 

 

5. 品行之神學根據 2:11-3:7 

 

 A. 恩典的教育能力 2: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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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0 节与弗 5:21-6:9 和西 3:18-4:1 的“家庭教训”有些相似; 在架構上: 提多書是根据

一种倒行相對的方式写成（Chiastic Structure: 年长男性对比年轻男性, 年长女性对比年

轻女性), 以不同年龄组別界分，取代了弗 5 和西 3 以男女或主仆等等的相互责任的界分. 此

外，提多書没有直接针对主人或已婚男子等等的教训. 

 

多 2:1-3 對老年人與老妇 
 

Q1. 年青牧者提多要如何教導眾人？ 對老年人又有什麼地方要留意的 v1？ 

 

v1 第一节對比上文保羅的假师傅，和一般的訊息，對会众要以神的真理来教導（不是自己的

道理）.因为牧者的基本職責是教導聖經. 

 

v2 第二节针对老年人, 教导他们要留意: 

 

节制（包括飲酒等事）. 

端庄（不要不修篇幅）. 

自守（不隨便發脾氣）. 

有信心，愛心，忍耐.(有盼望). 

 

Q2. v3 老妇要注意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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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3 老妇要注意行為恭敬(端庄), 不作酒奴(自守節制). 不说䜛言(這是老妇一大陷阱). 相對

來說要用善道教训人. 

 

多 2:4-6 對少妇 
 

Q3. v4-6 老妇教导少妇要注意的是什麼？ 

 

v4, 5 少妇要注意的家庭生活職責: 作好媳婦, 善待兒女, 順服丈夫; 待人有恩惠. 好好料

理家務. 

“免得神的道被毁謗”的原因是: 當代有解放后的婦女滥用自由, 作當時社會不容许的事, 

以致神的道被毁謗. 

 

多 2:6-8 對少年人 

多 2:8-10 對仆人 
 

劝少年人的領袖: 

 

德行, 謹守. 顯出善行榜樣, 

教訓: 正直, 端莊, 言语純全, 無可指責. 

 

Q4. 保罗似乎對老年少年的領袖, 都勸他們要有自守(謹守), 節制. 為何節制對領袖如此重

要? (参 v2, 6, 12)? 

 

作為牧者領袖, 難免有人頂撞, 若常常火爆脾氣, 就會造成教會大混亂, 無可收拾. 

 

Q5. 為何強調作領袖的要做好榜樣? (v7,8) 

 

作領袖是服侍人, 不是要人服侍或服從. 也不是只說只教訓而不身體力行. 作榜樣是帶頭做

事.  

 

Q6. 領袖在教训上要注意的是什麼? 無可指責是什麼意思? v8. 

 

道理純正, 無可指責, 指道理要百份之百正確, 不要有漏洞, 被人攻擊. 

 

2:9-10 对僕人(或奴隸) 
 

Q7. 指出教訓中三大重點?  

 

(1) 顺服, 忠心. 

(2) 不偷, 不私帶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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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荣耀神, 要侍人如侍主. 

 

Q8*. 保羅是否认许奴隸制度? *(参弗 6:5-9, 西 3:11, 林前 7:21,23) 

 

保羅並非认許奴隸制度, 因他也要我們不受身份的捆綁(林前 7:21-23), 不受人的約束.  

但他也要主人善待奴僕. 因為神是所有人的主人(弗 6:5-9).  

在當時社會制度下, 保羅要所有人都忠於自己的身份和職守.  

 

2:11-15 在末世時間的一般教訓 
 

Q9.基督徒要謹慎自守有什麼時机性的因素? (v11-13) 

 

(1) 神救贖恩典已顯明: 耶穌基督已降世, 已勝過死亡, 已經升天. 

(2) 救主榮耀顯現在即:等待耶穌基督再来完成救赎. 

 

Q10.在末日如何度過今生? 我們要效法谁? (v12-14) 

 

負面 

（1）除去不敬虔和世俗情慾. 

 

正面 

（2）自守，公义，敬虔度日 

（3）等候盼望主再來. 

 

因為這是基督耶穌揀選救贖我們的目的.祂是我們的榜樣 v14. 

 

Q11.作為牧長:他們有什麼權柄？v15 

 

在真理上有勸戒人責備人的權柄，(自己先要無懈可擊能作榜樣). 

權柄(原文 epitage)是指神所賜的權柄, 牧人所領受神所賜的權柄, 人不能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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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