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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作者與收信人】

• 寫信人：保羅——提摩太的屬靈父親

• 收信人：提摩太，名字之意「榮耀神、神所尊重的」

• 送信人：可能是推基古（提後四12）

• 寫作日期：主後 64-65 年間，

• 寫作目的：以弗所教會（AD52＿第三次宣教旅程）
已建立了十多年，在組織、教導、糾正
的事情上，仍有一些困難；提摩太全職
服事牧養時，需要保羅的支持與指示。



•純正的教義： 當時異端與假教師的問題

•教會生活的指示： 崇拜的次序、教會的領

袖教牧的操守

• 給提摩太個人的指示

• 教牧領袖 （長老、執事 ） 的資格

• 教會生活倫理性的教導

• 建立有愛的教會（清潔的心、無虧的良心、

無偽的信心）

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提前3：15）

【寫作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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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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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的真兒子（提前一1-２）

奉我們救主神和我們的盼望基督耶穌之命，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寫信給那因信主作我真兒子的提摩太。

2. 我親愛的兒子（提後一1-2）

奉神旨意，照著在基督耶穌裡生命的應許，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寫
信給我親愛的兒子提摩太。

3. 我兒啊（提前一18；提後二１）

我兒提摩太啊，我照從前指著你的預言，將這命令交託你，叫你因此
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4. 提摩太啊（提前六20）

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託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虛談和那敵真道、似是
而非的學問。

【保羅與提摩太】
從《提前》《提後》看保羅與提摩太的關係



兒子的概念（同林前四17）所標誌著，
不只是為表現親密關係與某種關愛。

更是——

1. 使提摩太成為保羅的繼承人，
行使保羅的權柄

2. 期望提摩太可以分享保羅的世界觀
（馬歇爾I.   Howard Marshall）

3. 與假教師（煽動者）劃清界線。把提摩太放
在一個重要的位置——保羅的代表。

【兒子的概念】
權力傳遞

教導的權柄

愛的教會

• 清潔的心

（無別樣教義)

• 無愧的良心

（好的道德觀)

• 無偽的信心

（不為名利）

參曾思潮《僕人領袖的教導與領導》



因你胃口不清，屢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
可以稍微用點酒（提前五23）。

我感謝神，就是我接續祖先用清潔的良心所事奉
的神。祈禱的時候，不住的想念你，記念你的
眼淚，晝夜切切地想要見你，好叫我滿心快樂。

想到你心裡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
和你母親友妮基心裡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裡。
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
再如火挑旺起來。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
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後一3-5）

提摩太的身體
提摩太的眼淚
提摩太的膽怯

保羅掛心上
保羅回應

【保羅與提摩太】
從《提前》《提後》看保羅與提摩太的關係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

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提後二22）。
保羅的教訓

但你已經服從了我的教訓、品行、志向、
信心、寬容、愛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
以哥念、路司得所遭遇的逼迫、苦難（提後三11）。

提摩太服從了

You, however, know all about my teaching, my way of life, 

my purpose, faith, patience, love, endurance, persecutions, 

sufferings——what kinds of things happened to me in Antioch, 

Iconium and Lystra, the persecutions I endured （NIV）

【保羅與提摩太】
從《提前》《提後》看保羅與提摩太的關係



林前四17
所親愛，有忠心的兒子
提醒你們在主裡怎樣行事，在教會怎樣教導人

林前十六10
提摩太若到哥林多教會，留心讓他無所懼怕，
因他勞力做主工，像保羅一樣。

西一1 兄弟提摩太

帖前三2
保羅打發兄弟／神執事提摩太前去堅固和在所信道
上勸慰你們。

來十三23 提摩太已經釋放了

【保羅與提摩太】
從《其他書信》看保羅與提摩太的關係

AD55



林後一19 保羅、西拉、提摩太寫信給哥林多教會

腓一1 保羅、提摩太寫信給住腓立比聖徒

帖前一1 保羅、西拉、提摩太寫給帖撒羅尼迦教會

門一1 為基督耶穌被囚的保羅，同兄弟提摩太
寫給親愛同工腓利門

【保羅與提摩太】
從《其他書信》看保羅與提摩太的關係

AD61



我靠主耶穌指望快打發提摩太去見你們，

叫我知道你們的事，心裡就得著安慰。

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實在掛念你

們的事。別人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

穌基督的事。 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

他興旺福音，與我同勞，待我像兒子待

父親一樣（腓二19-22）。

【保羅與提摩太】
從《其他書信》看保羅與提摩太的關係

耶穌基督的事

提摩太
同心、同勞

同源（聖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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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的家庭背景】

• 提摩太住在路司得

• 父親是希臘人 (徒16∶1) 

• 母親是猶太人 ─ 友尼基 ；外祖母 ─ 羅以（提後1∶5）

• 出生時，保羅大約 30-35 歲

• 在猶太教的教導下長大，自孩童時期
已在母親的指導下學習舊約聖經
母親則是接受外祖母的教導（提後三14-15）

• 與母親在保羅第一次傳道旅程，經過特庇時歸信耶
穌的



【提摩太的服事】

• 保羅和西拉第二次傳道旅程中重訪特庇， 信徒向保羅極力
推薦提摩太作他的助手，

• 保羅為提摩太行了割禮(徒16∶1—3) 、成為全職同工
• 從那時開始，提摩太成為保羅最親密的夥伴
 保羅的助手，協助宣道團隊服事工作 (庇哩亞，徒17∶12—14；被

打發去腓立比)

 開拓新地區時成為保羅的代表，進行跟進的工作（保羅
在以弗所時，他被差去馬其頓看望教會，徒19∶22）

 保羅坐監時，在獄中陪伴保羅。親密關係近二十年。
 保羅第三次傳道旅程在以弗所逗留三年，

提摩太與保羅同工，對以弗所教會十分熟悉；
提摩太後來留在以弗所，成為以弗所地區牧養同工。



•保羅在旅行佈道中曾經飽受逼迫， 提摩太可算是
上帝給保羅的安慰與補償。

•按教會傳統說法，保羅是被尼祿王處死殉道的，
提摩太則是之後於多米田或涅爾瓦大帝手下殉道的。

【提摩太的性格】

來十三23 提摩太已經釋放了

溫柔、有愛心
膽怯保守、機智
誠信、忠心

盡責
委身於神
身體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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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我們救主神和我們的盼望基督耶穌之命，
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弗一1）

【以弗所教會——羅馬帝國】

救主：此處不只是在講救恩
也是當時羅馬帝國的政治用語。

小亞細亞是羅馬帝國主義的樞紐。
帝王就是救主，因為所有臣民都倚賴他的恩惠，
但他所有的恩惠都是有條件的（忠誠／聽命）。



以弗所位於愛琴海的東邊，是羅馬帝國

東西交通要道，海陸貨運的轉運站，因

此人口密集，商旅不斷，至為富庶。

城內有一個可容兩萬四千人的露天大劇

場，還有號稱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的亞底

米神廟，並有推喇奴講學用的廊院。

以弗所人的經濟，文 化，宗教活動於此

可見一斑。但是以弗所巫術盛行，寫有

咒語的書被認為具有消災、 醫病、趕鬼

的能力，因此有人願意出高價收購。

資料出處: https://bible.fhl.net/isa/isa136.html

【提摩太服事的教會——以弗所教會】

一、以弗所城背景



資料來源：http://www.hpch.org.tw/Post/Post.aspx?id=90db5a4f-f243-4489-b5b4-4f92124aa071&category=708d8541-d219-4d43-b2c5-20ecf6fffcdc

http://www.hpch.org.tw/Post/Post.aspx?id=90db5a4f-f243-4489-b5b4-4f92124aa071&category=708d8541-d219-4d43-b2c5-20ecf6fffcdc


通往妓院指示牌（有銅幣、腳印引
導年輕人到妓院找心愛的漂亮妹妹） 令人訝異的是妓院和圖書館是鄰居，

且有地下道相通

以弗所有世界第三大的賽爾蘇斯圖書館。



以弗所的公共廁所，須付費，聊是非的地方亞底米女神廟



保羅在他第二次宣教旅途回程途中曾經

路過以弗所，當時他未多逗留，只留下

百基拉和亞居拉夫婦在那裡工作 （徒 十

八19），時間約為公元 51-52 年。

這是保羅第一次訪問以弗所。他離開以

後，有亞歷山大人亞波羅前來這裡講解

聖經，教訓人有關耶穌基督的事（徒 十

八24-28）。

出處: https://bible.fhl.net/isa/isa136.html

二、保羅第一次到以弗所（第二次宣教回程——AD51-52）

【提摩太服事的教會——以弗所教會】



保羅第二次訪問以弗所是在他第三次宣教旅途時，
他在這裡住了三年多，發生了幾件重要的事（徒十九1-41，廿31）：

1. 在推喇奴的學房保羅講論真道，叫亞細亞全省的人，無論是
猶太人，或是希臘 人，都聽見主的福音。

2. 信主的人願意把過去所使用的邪書通通燒掉，這些書的價值超過五萬
塊錢。

3. 以弗所人聚集在當地最有名的露天劇場，全城幾乎起暴動。這是因為
保羅所傳的福音使以弗所城的亞底米女神威容失色（徒十九27），
銀匠底米丟發現發財的生意受影響，因而聚眾鬧事。

這是公元 53-56 年間的事，保羅在以弗所完成哥林多前書。保羅離開以
弗所以後，就到馬其頓(省)探望 教會，又到希臘住了三個月。

三、保羅第二次到以弗所（第三次宣教旅途——AD53-56）

【提摩太服事的教會——以弗所教會】



後來由於保羅一心一意要趕回

耶路撒冷，所以在路過米利都

時，就請以弗所的長老前來，

勸勉他們，與他們話別，而沒

有再繞到以弗所去（徒 廿17-

38）。

回到耶路撒冷，保羅就被捕了，
接著被遣送到凱撒利亞和羅馬
去，以弗 所書就是保羅在羅馬
坐監時寫的。

三、保羅第二次到以弗所（第三次宣教回程）

【提摩太服事的教會——以弗所教會】

米利都



《提摩太前書》一章3節提到，保羅和提摩太後來曾經

再度訪問以弗所，這是保羅在羅馬出監牢以後的事，

當時約為公元 62-64 年。提摩太後來全時間在以弗所牧會。

根據教父們的傳說，使徒約翰晚年在以弗所牧養教會，

教會一切可以說都上軌道，唯一的問題是信徒失去了起初

的愛心（啟二4）。

四、保羅第三次到以弗所（第一次出監後—— 62-64年）

【提摩太服事的教會——以弗所教會】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

（提前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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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結構】

一. 信首與問候（一1-2）

二. 傳榮耀的福音（一3-11；導言）

三. 忠於信之榜樣（一12-20；敘述）

四. 純正教訓／合宜樣式（二1-六19；勸勉）

五. 保守所託（六20-21a；結語）

六. 信尾祝福（六21b）



12 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他以我有忠
心，派我服事他。 13 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
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
候而做的。 14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在基督耶
穌裡有信心和愛心。

15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 16 然而，我蒙
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
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 17 但願尊貴、
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獨一
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提前一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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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這話是可信的」這句子在教牧書信裡出現了五次

• 提前一15 基督降臨 ─ 罪得赦免之道

• 提前三10 基督的工作 ─ 尊貴事奉之道

• 提前四10 基督的生命 ─ 靈命長進之道

• 論述「教義」之後就用「這話是可信的」 可以想
像保羅語重心長、加重語氣

【提摩太前書的特色】

你也可以經歷的！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
永世的君王、獨一的神，直到永永遠遠。
阿們！

（提前一17）

【提摩太前書的特色】

二、三首詩歌，引用早期基督徒常用的信條詩歌

1



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為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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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三16）

•此節是提摩太前書的鑰節及中心點

•教會真理的根基奠基在「救恩論」及榮耀尊貴，道成肉
身的君王。

• 「敬虔的奧秘」指著帶來救贖的耶穌基督，另一方面又
藉著教會來彰顯 ——成為耶穌的身體，被稱於義，被傳
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裡。

【提摩太前書的特色】

2



到了日期，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 萬王之王、
萬主之主，就是那獨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
光裡，是人未曾看見，也是不能看見的，要將他
顯明出來。但願尊貴和永遠的權能都歸給他。阿們！
（六15-16 ）

三首詩歌交織在整體的信息中
保羅信心和愛心的來源

3

【提摩太前書的特色】



三、寫給自己的屬靈兒子：

保羅如慈父般教導及囑咐提摩太，

四、字裏行間洋溢著愛與關懷，

比較不像其他書信論述系統性的教義。

五、信中充滿教導／教義／訓語；信

其他書信沒有用過，如「敬虔、自守、正道」，

對上帝的稱謂「救主神、永世的君王」

六、健康（純正）之教導（提前一10，六3）

【提摩太前書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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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之信與純正的教導

• 假教師（傳錯誤教訓者），例：提前一3

• 持恆忠信態度（提前三13）

• 信之道——健全純正之教導（知識）（提前四5）

——真理的認識（提前二4）

【神學主題】

提前三13
因為善作執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
並且在基督耶穌裡的真道上大有膽量。

提前四5 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為聖潔了。

提前二4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 基督徒之信與純正的教導

• 信的委身（提前一12）

• 信是有愛的行動（提前一5；二15）

【神學主題】

提前一12
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
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他。

提前一5
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這愛是從清潔的心和無
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

提前二15
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愛心，又聖潔自守，
就必在生產上得救。

愛的教會
• 清潔的心
（無別樣教義)
• 無愧的良心
（好的道德觀)
• 無偽的信心
（不為名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