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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課第五十四課 教牧操守教牧操守
提摩太前書五提摩太前書五--六六

提摩太前書為地方教會提供管理原則和生活準則

公眾敬拜的紀律

長老、牧師、執事、特別同工的資格和對他們的要求

教會領袖必須糾正教會內不正確的教義

以愛心公平地處理教會的人與事

教會不純粹是一個組織，而是尊崇和榮耀基督的群體。

教會生活最重要的使命

認識神

以愛心互相包容、彼此同工

滿有能力地向全世界傳揚福音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五1 不可嚴責老年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勸少年人如同
弟兄； 2 勸老年婦女如同母親；勸少年婦女如同姊妹；
總要清清潔潔的。

‧對待老幼、男女‧安置寡婦 ‧對待長老 ‧主僕相待 ‧教牧操守

對教會內各類人士應有的做法

基本原則：「總要清清潔潔的」

對年輕女子須心存純潔，

弟兄對待姊妹要像家人一樣，

要有正確的態度，保護她們，

協助她們在靈裡成長。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五3 要尊敬那真為寡婦的。 4 若寡婦有兒女，或有孫子孫女，便叫他們先在自
己家中學著行孝，報答親恩，因為這在神面前是可悅納的。 5 那獨居無靠、真
為寡婦的，是仰賴神，晝夜不住的祈求禱告。 6 但那好宴樂的寡婦正活著的時
候也是死的。 7 這些事你要囑咐她們，叫她們無可指責。 8 人若不看顧親
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自己家裡的人，更是如此。 9

寡婦記在冊子上，必須年紀到六十歲，從來只作一個丈夫的妻子， 10 又有行
善的名聲，就如養育兒女，接待遠人，洗聖徒的腳，救濟遭難的人，竭力行各
樣善事。 11 至於年輕的寡婦，就可以辭她；因為她們的情慾發動，違背基督
的時候就想要嫁人。 12 她們被定罪，是因廢棄了當初所許的願； 13 並且她
們又習慣懶惰，挨家閒遊；不但是懶惰，又說長道短，好管閒事，說些不當說
的話。 14 所以我願意年輕的寡婦嫁人，生養兒女，治理家務，不給敵人辱罵
的把柄。 15 因為已經有轉去隨從撒但的。 16 信主的婦女，若家中有寡婦，
自己就當救濟她們，不可累著教會，好使教會能救濟那真無倚靠的寡婦。

‧對待老幼、男女‧安置寡婦‧對待長老 ‧主僕相待 ‧教牧操守



‧對待老幼、男女‧安置寡婦‧對待長老 ‧主僕相待 ‧教牧操守

當時教會有不少寡婦需要救濟，保羅提出救濟的原則。

2. 有親屬供養的寡婦

3. 好宴樂的寡婦

4. 年輕的寡婦

保羅鼓勵再婚，以免受情慾支配，

作出不道德的事情來。

1. 真為寡婦的 ─ 無倚靠、敬虔度日的寡婦

登記接受教會救濟

分擔教會內的一些事工

「洗聖徒的腳」─ 效法耶穌

表明謙卑地服事和幫助其他信徒

‧對待老幼、男女‧安置寡婦‧對待長老 ‧主僕相待 ‧教牧操守

人若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

不看顧自己家裡的人，更是如此。五8

每一個基督徒家庭都照顧好自己的家人

子女或孫輩照顧守寡的母親或祖母

鼓勵年輕的寡婦再嫁，建立新家庭

教會不要供養懶惰、不肯工作的人

信徒彼此分享、互相接濟

照顧眾多的寡婦是教會慈惠的事工

運用資源、慷慨捐助間，要有智慧、要平衡

信徒努力工作，照顧自己，又能幫助別人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五17 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勞苦傳道教導
人的，更當如此。 18 因為經上說：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牠的
嘴；又說：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 19 控告長老的呈子，非有兩三個見證
就不要收。 20 犯罪的人，當在眾人面前責備他，叫其餘的人也可以懼
怕。 21 我在神和基督耶穌並蒙揀選的天使面前囑咐你：要遵守這些話，
不可存成見，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22 給人行按手的禮，不可急促；不要
在別人的罪上有分，要保守自己清潔。 23 因你胃口不清，屢次患病，再
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點酒。 24 有些人的罪是明顯的，如同先到審
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隨後跟了去的。 25 這樣，善行也有明顯的，那不
明顯的也不能隱藏。

‧對待老幼、男女 ‧安置寡婦‧對待長老‧主僕相待 ‧教牧操守 ‧對待老幼、男女 ‧安置寡婦‧對待長老‧主僕相待 ‧教牧操守

1. 勞苦工作的長老，應該要尊重 ─ 配受加倍的敬奉

「勞苦傳道教導人的」：形同牧師、傳道

2. 懲治犯罪的長老，須有足夠證人證實他有罪，

且應當眾責備他，以警惕其他的人。

教會領袖也難免犯罪、犯錯

有時也需要別人提點，甚或責備

生活小節上任意無理的被批評，

容易造成教會的傷害

除非有二三個人作見證，

否則就不要接受任意批評投訴



‧對待老幼、男女 ‧安置寡婦‧對待長老‧主僕相待 ‧教牧操守

2. 懲治犯罪的長老

紀律懲治目的 ─ 重建犯錯的人，不是挑惕別人

「擊打牧人，羊就分散」

對長老、屬靈的領袖有意見、指責，

要經過程序的處理、要謹慎，

目的為教會整體的建立。

‧對待老幼、男女 ‧安置寡婦‧對待長老‧主僕相待 ‧教牧操守

3. 按立長老要公正 五21-25

不可操之過急，免得選錯了人

選立教會領袖是一件嚴肅的事，

他們必須有堅固的信心、

聖潔正直的生活 三1-13

不是任何想要當教會領袖的人，都是適合的人選

保羅教導提摩太揀選教會領袖要小心慬慎

有些罪不明顯，要過一段時間才會顯露出來

生活上要活出無可指責的品格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六1 凡在軛下作僕人的，當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
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褻瀆。 2 僕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
為與他是弟兄就輕看他；更要加意服事他；因為得服事之
益處的，是信道蒙愛的。你要以此教訓人，勸勉人。

‧對待老幼、男女 ‧安置寡婦 ‧對待長老‧主僕相待‧教牧操守 ‧對待老幼、男女 ‧安置寡婦 ‧對待長老‧主僕相待‧教牧操守

對非信徒的主人要有好見證，

對信主的主人更應殷勤服侍。

基督徒僱員對基督徒僱主是有義務的，

僱主對僱員也同樣有義務。

當時主人和奴隸在地位上非常懸殊，

成了基督徒以後，在靈裡是平等的，在基督裡是弟兄姊妹。

對主僕關係所作的教導，有非常好的提醒

努力工作當中，尊重僱主，

反映出對耶穌基督的忠誠與愛心

老闆公平對待屬下，反映出信仰的真實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六3 若有人傳異教，不服從我們主耶穌基督純正的話與那合乎敬虔的道理，
4 他是自高自大，一無所知，專好問難，爭辯言詞，從此就生出嫉妒、紛
爭、毀謗、妄疑， 5 並那壞了心術、失喪真理之人的爭競。他們以敬虔為
得利的門路。 6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7 因為我們沒有帶
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 8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9 但那些
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叫人沉
在敗壞和滅亡中。 10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
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對待老幼、男女 ‧安置寡婦 ‧對待長老 ‧主僕相待‧教牧操守

服事中內在動機的澄清，對比異端、貪財的謬誤

‧對待老幼、男女 ‧安置寡婦 ‧對待長老 ‧主僕相待‧教牧操守

1. 指責傳異端者的不敬虔與貪財：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

異端教師藉教導收費

避開為牟利而傳教，偏離正道、使教會引起紛爭的人

2. 內在動機 ─ 財富的問題：貪財使人離開真道

我們應該敬畏神，把盼望集中在耶穌身上，

神在我們生命中所做的事，就可使我們得到最大的滿足。

「貪財是萬惡之根」：貪戀錢財是罪惡的根源。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六6-8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六11 但你這屬神的人要逃避這些事，追求公義、敬虔、信心、愛心、忍耐、溫
柔。 12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為此被召，也在許多見證人面
前，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見證。 13 我在叫萬物生活的神面前，並在向本丟彼拉多作
過那美好見證的基督耶穌面前囑咐你： 14 要守這命令，毫不玷污，無可指責，直
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 15 到了日期，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萬王之王、萬主
之主，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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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你要囑咐那
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
們享受的神。 18 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或
作：體貼）人， 19 為自己積成美好的根基，預備將來，叫他們持定那真正的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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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已經有人自稱有這學問，就偏離了真道。願恩惠常與你們同在！

‧對待老幼、男女 ‧安置寡婦 ‧對待長老 ‧主僕相待‧教牧操守

3. 追求敬虔並持守真道

‧對待老幼、男女 ‧安置寡婦 ‧對待長老 ‧主僕相待‧教牧操守

3. 追求敬虔並持守真道 六11-12

舊約中稱先知為神人 ─ 像神、有神的性情

屬靈的美德、敬虔的內涵

貪財的事但你這屬神的人要逃避這些事，

追求公義、敬虔、信心、愛心、忍耐、溫柔。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你為此被召，也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見證。

主動有力的詞句「逃避、追求、打仗、持定」描述基督徒的生命

我們的信仰是主動、積極、勇敢的，

在任何環境中都順服神，按著真道而行。



‧對待老幼、男女 ‧安置寡婦 ‧對待長老 ‧主僕相待‧教牧操守

詩歌 六15-16：採自當時會堂頌讚神的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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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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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再來，向世人彰顯榮耀 ─「末世論」的真理

建構教牧人生、基督徒的人生觀

對神的認知、敬拜、順服

對耶穌基督的認知，在救恩中所蒙的恩典

在教會、在末世，影響生命、生活的態度

‧對待老幼、男女 ‧安置寡婦 ‧對待長老 ‧主僕相待‧教牧操守

六17-19 財富的問題 ─ 囑咐有錢人：專心依靠神，樂意賙濟人

以弗所是一個富足的城市，教會也有富有的信徒。

教導那些有錢人去承擔教會內的責任：

防範因錢財而造成的問題

要學習慷慨施與

不因自己是捐獻者而趾高氣揚

別將盼望放在金錢上，忘卻了真正可靠的是永活的神

有錢並不是罪，貪財是萬惡之根，要用得合乎中道，

即使在物質生活上不富足，仍可以在善事上富足。

不論貧窮或是富足，總是可以與人不斷分享。

‧對待老幼、男女 ‧安置寡婦 ‧對待長老 ‧主僕相待‧教牧操守

財富的原則 ─ 向今世富足的人，發出的呼籲：

要敬虔、知足、遠避罪惡、行善

對比永恆的財富與今世財富的關係

金錢絕非快樂之源，但總錯失焦點，以為金錢能帶來快樂。

1. 認識到一切財富有一天都會化為烏有 六7、17

2. 為自己所擁有的感到滿足 六8

3. 監管自己，不要成為金錢的奴隸 六9-10

4. 愛人多於愛錢 六11

5. 愛神的工作多於愛金錢 六11

6. 樂意與人分享自己所有的 六18

‧對待老幼、男女 ‧安置寡婦 ‧對待長老 ‧主僕相待‧教牧操守

旅行者來到埃及

25 歲宣教士
向回教徒宣教，

得病過世

金銀珠寶都不能帶進永恆

永恆中積存了無限珍寶
為上帝所悅納



‧對待老幼、男女 ‧安置寡婦 ‧對待長老 ‧主僕相待‧教牧操守

最後的囑咐及祝福 六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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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全卷書做了結論

願恩惠常與你們同在！

以弗所教會信徒

一起來頌讀

保羅所寫給提摩太的這卷書信

禱告禱告

愛我們的耶穌、謝謝你，

你是教會的元首，

選召愛你的人來服事你。

你也不斷在我們內在的動機裡，

光照、引導、修剪我們。

引導我們總有一個順服的心，在真理裡面自由的順服你；

願意在真理的光中，看見自己需要被你調整的地方。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五1-2 保羅對教會生活倫理的指示，

對待老幼、男女的原則是什麼？

面對傳異端者的不敬虔與貪財，

保羅如何指示提摩太？

click 左下角 可以閱讀解答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五1-2 保羅對教會生活倫理的指示，

對待老幼、男女的原則是什麼？

面對傳異端者的不敬虔與貪財，

保羅如何指示提摩太？

總要清清潔潔的

六6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