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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聚會】2017 年 3/19~ 3/25 

三月十九日 

讀經 可十二1～27；活人的神 

鑰節 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可十二 27 上 ) 

禱告 主啊，保守我們常活在袮面前，享受袮作我們的生命。 

詩歌 認識祢，耶穌～churchinmarlboro 

三月二十日 

讀經 可十二28～44；寡婦奉獻 

鑰節 耶穌叫門徒來，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窮寡婦投入庫裏

的，比眾人所投的更多。(可十二 43) 

禱告 主阿！讓我們能愛袮更深，將一切獻上。 

詩歌  是否將一切獻上～YouTube 

三月二十一日 

讀經 可十三1～13；遍傳福音 

鑰節 然而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 (可十三 10) 

禱告 主啊，感謝袮再一次提醒我們，看見今天是末世了，須加快

傳揚福音。 

詩歌 我愛傳講主福音～churchinmarlboro 

三月二十二日 

讀經 可十三14～37；儆醒生活 

鑰節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也是對眾人說，要儆醒！ (可十三 37) 

禱告 親愛主，求袮帶領我們在世的日子，好好預備自己，迎見袮

的再來。 

詩歌 我王必定快要再臨～churchinmarlboro  

三月二十三日 

讀經 可十四 1～26；一件美事 

鑰節 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

也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以為記念。 (可十四 9) 

禱告 主啊，我們願愛袮更深，全然為袮花費。 

詩歌 祂的臉面，祂的天使常看見～churchinmarlboro  

三月二十四日 

讀經 可十四 27～52；跟主代價 

鑰節 有一個少年人，赤身披著一塊麻布，跟隨耶穌，眾人就捉拿

他。 (可十四 51) 

禱告 主阿！幫助我們靠著袮的恩典和能力，作袮的真門徒，專心

一致地愛袮和跟從袮。 

詩歌 我們雖然時常搖動～churchinmarlboro.org 

三月二十五日 

讀經 可十四 53～72；主被審問 

鑰節 耶穌說：『我是；你們必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

駕著天上的雲降臨。』(可十四 62) 

禱告 親愛的主阿！袮是基督，是神的兒子，是那位將要再來的

君王，審判全地的主。讓我們在袮面前再次俯伏敬拜袮！ 

【本週聖經鑰句】 
「然而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可十三 10】──馬可福音

第十三章是主耶穌在耶路撒冷的所講的豫言和勸戒。解經學家

把這部分話語稱為啟示錄的濃縮版(The Little Apocalypse)。主

穌告訴門徒將來要發生的事，預先警告他們，好叫他們可以學

習現在好好地活在神面前，時刻準備好隨時見主。究竟末世預

兆是甚麼呢？過去二千多年至少有―件事已發生，就是福音傳

給萬民(10節)。福音的傳遍天下，是結束這世代的先決條件

(參太廿四 14節)。換句話說，將福音傳遍有人的每一個角

落，可以加速促成末期的來到。我們在末世首先要盡什麼使命

呢？所以無論得時不得時傳福音吧！而最好的行動就是向你的

鄰居傳講主耶穌吧！ 

【《提摩太前書》綜覽】──治理和牧養神的教會
【本書簡介】保羅精心編寫本書，藉以特別強調： 
(一)基督徒信仰(純正的教義)需生活(正當的行為)化，而生活

需信仰化；亦即我們當維護純正信仰，過敬虔生活，持定永

生，作美好的見證。這封書信對今天教會的帶領是非常適時

的。 

(二)教會中事奉主的人，應各盡其職，為要治理和牧養神的教

會；而教會的領袖所具有的屬靈的品格應重於才幹，榜樣的影

響應高於職分，生活的見證應大於教訓。這封書信對年青的傳

道人的鼓勵和指示是非常實用的。 

【本書背景】保羅第一次在羅馬被監禁兩年後，約於主後 62

年便獲得釋放，隨即到亞西亞一帶看望教會。可能經過革哩底

再到歌羅西，而後到以弗所，發現當地的教會已如他所料(徒

二十 29～30)有所偏差，因為有人藉著律法來傳異教，並講說

荒渺無憑的話語、和無窮的家譜(一 3～8)；也有人離棄真

道，聽從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四 1)，再有人禁止嫁

娶，又禁戒食物(四 3)。這些人自高自大，一無所知，卻專好

問難和爭辯言詞(六 4)；甚至有人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六

5)。所以保羅把提摩太留下來處理這些危險的異端邪說，自己

繼續前往馬其頓(一 3)，並且在那裡他寫了這封信： 

(一)鼓勵和指示提摩太牧養以弗所的教會(提前一 3)。因提摩

太還年輕(提前四 12)，尚未熟練牧會的工作。因此，保羅寫

了《前書》，教導他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提前三 15)。 

(二)託咐和命令提摩太要為真道打美好的仗，並持守生命(一

18，六 12)，又要保守所託付他的，且躲避世俗的虛談，和那

似是而非的知識之相反論調(六 20另譯)，因當時正流行各種

異端的教訓(提前一 3～7，四 1～8，六 3～5，20～21)。 

【本書重要性】 

(一)《提摩太前書》乃是一本「基督徒手冊」。因本書正確的

教導教會肢體在教會中所該有的認識、生活和工作，因而擁有

純正的信仰，端正的品格和敬虔生活的見證。在教會時代的末

了，離道反教的事倍多，我們當靠神的恩典和憐憫，在基督耶

穌裡敬虔端正度日，持守神純正(健康)的話，持定那真實的生

命，因我們的指望在乎永活的神，祂是萬人的救主，更是信徒

的救主。因此，任何一個人若想要持久信仰之道，樹立品格修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knowing%20jesus.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65a.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365a.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59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My%20King%20Will%20soon%20come%20back%20again.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mary373.htm
http://www.churchinmarlboro.org/hymns/Hymnary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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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以及明白如何過敬虔生活，為主作美好的見證，因而打那美好

的勝仗，就必須讀本書。 

(二)《提摩太前書》是一本每個事奉主的人必要常讀之書卷。因本

書實際的教導我們在神的家中當如何行，包括(1)藉著教導和持守

純正的信仰，而抗拒錯誤的道理教訓；(2)瞭解教會的職事，而在

愛裏治理和牧養教會；(3)以及怎樣應付各等不同的信徒，對於年

老的、年少的、男的、女的、寡婦、教會的同工，各應採取甚麼態

度；(4)並操練過敬虔的生活，而成為基督耶穌的好執事。如果沒

有這卷書信，我們真的不知道如何帶領教會。因此，任何一個事奉

主的人若想要知道怎樣治理和牧養神的教會，因而使教會秩序井

然，就必須讀本書。 

【如何研讀本書？】先將《提摩太前書》從頭至尾讀覽一遍 (共

113節，大約 15 分鐘)。同時，為了加深對本書內容有總體的瞭

解，學習熟練地掌握下列七個問題及其答案。對這些問題，可參

考本課的資料，來對照自己所瞭解的程度。 

(一) 《提摩太前書》的主旨和大綱是什麼呢？ 

(二) 保羅寫本書的原因是什麼呢？ 

(三) 提摩太是誰？提摩太除了是保羅的同工之外，也是保羅六封書

信的「共同作者」。不翻聖經，我們能說出是哪六卷嗎？ 

(四) 在提前三章 16節中，我們可知道「敬虔的奧秘」是什麼呢？ 

(五) 本書一再提及「敬虔」(二 2; 三 16; 四 7～8; 六 3,5～

6,11)，而我們如何操練過敬虔的生活呢？  

(六) 按照《提摩太前書》第四章，我們如何成為「耶穌基督的好執

事」呢？ 

(七) 我們如何對待教會中不同的聖徒(二 8～15，五至六章) 呢？ 

【本書鑰節】「我指望快到你那裡去，所以先將這些事寫給你。

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這家就是

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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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 本書特

別講明教會是「永活神的家」與「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三 15)，

而且又是彰顯基督「敬虔的奧祕」(三 16)。此節乃為本書之重要

的啟示，須研讀明白。 

【本書鑰字】提前三章 14～16 節指出「教會」是甚麼︰ 

(一) 教會乃是「永活神的家」──我們得救後，都是神家裏的

兒女，就進入一個屬天的家，就是神的教會。教會今天在

地上，一面是活神的家，讓神安家居住並行在其中；另一

面也是我們的家(弗二 19)，叫我們得保守、得供應、得享

受、得安息。 

(二) 教會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會必須擔負傳揚真

理的使命。因此，教會一面如同「柱石」，為要支撐並高

舉真理；另一面又如同「根基」，為要堅固並堅持真理。 

(三) 教會乃是彰顯基督「敬虔的奧祕」──敬虔就是神在肉身

顯現！主耶穌的道成肉身，如何是「敬虔的奧祕」，而在

祂的身上彰顯神性一切的美德和丰盛的榮耀。照樣，教會

也是彰顯基督「敬虔的奧祕」。因為當我們這些卑微的

人，以基督作人位，活出基督，就能使世人到處都看到基

督，叫神的榮耀得著彰顯。 

本書其他重要的關鍵字包括：「真道」(一 19，等 12次)、「敬

虔」(二 2等，8 次) 「執事」(也可直譯為「服事者」)(三 8，等

4 次)等。 

【本書簡介】本書是年老的保羅諄諄告誡和勸勉年少的提摩

太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在教會時代的末了，離道反教的事倍

多，保羅囑咐提摩太要為真道打美好的仗，而抵擋異端各種錯

誤的教訓；並且鼓勵他當為萬人及在上位的代禱，過敬虔生

活，而作美好的見證和榜樣；又教導他怎樣治理和牧養教會─

─如何設立長老、執事，並照顧各等不同的聖徒，而對於年老

的、年少的、男的、女的、寡婦、教會的同工等，各應採取甚

麼態度。 

【本書大綱】本書共六章，可分為二段如下： 

(一)個人的勸勉──持定純正的信仰，打那美好的仗(一章)； 

(二)工作的勸勉──治理和牧養教會(二至六章)。 

【本書特點】 

(一)新約書信共有 22卷，可分為三組，前一組共九封，由

《提摩太前書》至《帖撒羅尼迦後書》，是保羅寫給教會的書

信，俗稱「教會書信」；末了一組也是九封，由希伯來書至啟

示錄，俗稱「普通書信」；中間一組四封，由《提摩太前書》

至《腓利門書》，是保羅寫給個人的，且是給教會中負牧養責

任的同工，特別論及對教會的治理和牧養，一般人稱為「教牧

書信」。 

(二)提摩太前後書有兩個特別突出的詞句，一是「囑咐」，最

少用了十次以上；另一是「交託」或「交付」，也出現了五

次。因這兩卷書是保羅給提摩太的囑咐，究竟保羅囑咐他什麼

呢？保羅在前書一章 11節有很清楚的解明，那可稱頌的神，

先將榮耀的福音交託給保羅，而保羅又將它交託給提摩太（提

前一 18），並進一步囑咐提摩太繼續把它交託給「那忠心能

教導別人的人」（提後二 2）。這給我們看見，教會中需要不

斷有接棒的人，將榮耀的福音，耶穌基督的見證，需要一代一

代的延續下去，如火把的傳遞，特別在這末後的日子，更是教

會迫切的需要。 

(三)本書啟示教會是永活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三

15)，並且論事奉主的人與教會的重要關係(一 12，18，19；

二 1，7；三 1～5，15；四 12～14；五 17～22；六 1，11，

12)。本書同時提到負責教會行政的長老及執事的職分和品德

(三 1～13)；聖徒在教會中該有的正常生活(二 8～15)；主的

工人如何對待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聖徒(五至六章)。 

(四)本書論事奉主的人與教會的重要關係(一 12，18，19；二

1，7；三 1～5，15；四 12～14；五 17～22；六 1，1，11，

123)，並參讀前項關係書卷，前後思想研究，可有清楚的認識

與瞭解。     

(五四)本書中有許多寶貴的金句，將它抄錄下來，貼在你的房

中，時刻默想背誦必能幫助你的靈命進深。例如︰一 5、15～

17，19；二 1、2、4、5、8～10；三 15；四 8、12～16；六

6、12、18。 

【禱告】親愛的天父，讚美感謝祢，賜給我們《提摩太前

書》！通過這本書，讓我們知道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並且

明白如何過敬虔生活，而為袮作美好的見證。叫我們因著袮

榮耀的福音和耶穌基督的見證，一生打那美好的仗。主啊，

得著袮的教會，能彰顯敬虔的奧秘，使世人到處都看到袮，

叫神的榮耀得著稱讚。奉我們主耶穌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