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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
和
切在位的 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 端正 平安无事的
度日。3 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4 他愿意万人
得救，明白真道。5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
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6 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到
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7 我为此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
外邦人的师傅 教导他们相信 学习真道 我说的是真话 并不
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
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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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代祷 ‧崇拜中男女应有的次序‧教会领袖应有的品德
虽然神是全能全知的，
他却拣选了我们借着祷告
与他同工来改变世界；
这 作对我 而言是 奥秘
这工作对我们而言是个奥秘。

上帝要我们彼此代求，
也为政府的领袖祈祷。
也为政府的领袖祈祷
我们恳切的祈祷，
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力。
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力

‧论代祷 ‧崇拜中男女应有的次序‧教会领袖应有的品德
祷告的范围 二1-2上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
祷告 代求 祝谢；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保罗吩咐为君王代求是不寻常的，
当时在位的罗马君王
是非常残暴的尼禄王。
罗马来的逼迫不断威胁着信徒，
基督徒丧失一些社会权利，
甚至被公开处决，
教会传统 ─保罗就在此时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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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告的目的 二2下-4 当我们能为在上和君王代祷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
使我们可以敬虔
端正 平安无事地度日
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
他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基督徒为所处的时代、环境、国家、社会
代祷，实在是极大的权柄！
「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不表示所有的人都会得救 ─ 很多人不断的拒绝基督，
神的爱遍及世界，耶稣基督来到要拯救每一个罪人。
福音是普世性的 ─没有种族、性别、国家、人文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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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的普世性 二5-6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
因为只有
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 位中保，
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排他性 ─ 只有一位中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包容性 ─ 神愿意万人得救，
神愿意万人得救
藉救主恢复与上帝和谐的关系
保罗是传福音的使者
福音
二7
我为此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师傅，
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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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部份二8
我愿男人无忿怒 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
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二8 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论（或作：疑惑），举起圣洁

的手，随处祷告。
的手
随处祷告 9 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
又愿女人廉耻 自守 以正派衣裳为
妆饰，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妆饰；10
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11 女人要沉
静学道，一味的顺服。12 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
男人，只要沉静。13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
14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15
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
上得救。

 人际关系要与人相和，手洁心清的在敬拜当中达到神面前
 内在的忿怒、不平、争执，会使神不高兴、拦阻祷告
耶稣也曾教导
要先与人和好再去敬拜神。
神要我们彻底的顺服神，
神要我们彻底的顺服神
敬拜中人与神和谐的关系，
使我们毫无拦阻的进到神面前。
使我们毫无拦阻的进到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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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在公众场所的装束 二9 -10
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妆饰，
又愿女人廉耻
自守 以正派衣裳为妆饰
不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妆饰；
只要有善行 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
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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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在教会的位分 二11 -12
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
女人要沉静学道
一味地顺服
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
当时背景可能许多信主的妇女
 在聚会中一反传统，有随意发言问题
避免教外人士指责非议，有损教会名声
 异端与假教师，使妇女受了迷惑
妇女受教育有限，多学习以免偏离真理
「沉静学道」是表达一种沉着安静的态度；
」
；
不是禁止，林前十一 妇女讲道、祷告要蒙头

女人衣着应正派，应注重个人的德行胜于外表的修饰。
姊妹们妆伴自己，并没有违反圣经，
只是真正的美丽、善行是源自内心。
保罗并不是禁止姊妹们任何的打扮，
 如果要打扮 ─请着重内在的打扮
 学习看重基督的品格在姊妹生命当中的彰显

‧论代祷 ‧崇拜中男女应有的次序 ‧教会领袖应有的品德

姊妹在教会装束、位分的原因：创造的顺序 二13 -15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
后造的是夏娃；
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
1. 男女被造的先后次序反映神对人的心意
2. 夏娃首先被引诱犯罪
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上的次序
提摩太前书 教会、崇拜中的男女的角色及顺序
引导、保护以弗所教会中
真理根基还不稳固的姊妹们，
有一个准确的顺序。
以弗所书、歌罗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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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5

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
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

异端「禁止嫁娶」使妇女对「生产」有一些退缩；
保罗鼓励姊妹接受生儿育女的天职。
保罗鼓励姊妹接受生儿育女的天职
教会历史「在生产上得救」有多个解释：
1 人犯罪就接受惩罚
1.
人犯罪就接受惩罚，女人要受生产之苦；
女人要受生产之苦
至终都因相信并跟从耶稣基督而得救
2 尽了神所安排的责任，就显出顺服神，
2.
尽了神所安排的责任 就显出顺服神
做妻子和母亲最大任务就是照顾家庭
3. 指耶稣基督的降生，所有人都因他的降生而蒙拯救
指耶稣基督的降生 所有 都因他的降生 蒙拯救
4. 经历生产痛苦，学习到爱心、信靠、顺服、服事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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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姊妹教导」的经文必须分辨
 有些针对以弗所教会所面临处境，给予的指示，
不适合直接套用今日每一个教会
 对姊妹服事的经文，须从其他书信平衡的研究
 对姊妹或会觉得是限制，另方面也是保护
保罗生平有非常多姊妹同工一同服事：
保罗
平有非常多
同服
 百基拉、亚居拉夫妇
曾是传道人亚波罗的指导者
 在教会中服事的妇女，
保罗书信中列有不少位
 没有禁止姊妹在教会当中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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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 (长老)、执事 ─支持教会生命的基本职份
长老指职份 监督指功能
长老指职份，监督指功能

执事

属灵上的

责任

事务上的

管理、牧养、教导

工作

服务、协助、执行

一个教会有一位以上，
各有不同角色和责任，
提前五17

 善于管理教会的
 劳苦传道教导人的

徒六1-6 教会第一任执事
从工作内容了解，即是
教牧书信中的「执事」
初代教会腓利、司提反，
超过他们所托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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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2 作监督的，

必须无可指责，只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
远人 善于教导；3 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
远人，善于教导；
不因酒滋事 不打人 只要温和 不争竞 不贪财；
4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或作：端端庄庄地使儿女
顺服）。5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6 初入教
的不可作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7 监督也
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8 作执事的，
也是如此：必须端庄 不一口两舌
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
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
不好喝酒 不贪不义之财；9 要存
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10 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
处，然后叫他们作执事。11 女执事（原文是女人）也是如此：必须端庄，
不说谗言 有节制 凡事忠心 12 执事只要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
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
执事只要作 个妇人的丈夫 好好管
理儿女和自己的家。13 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
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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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执事任命的标准、品格的条件
提摩太前书 三1-13；提多书 一6-9；使徒行传 六3
 我们会着重人的才干、恩赐，是否能干、聪明
 圣经标准，偏重道德、家庭、属灵方面的条件
保罗指示
 提摩太按立监督、执事，
提摩太按立监督 执事
一同承担服事、责任
 领袖要被建立，对抗异端
领袖要被建立 对抗异端
执事、监督们，
在当时教会的角色负有重责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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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
教会弥漫「羡慕善工」的气氛 ─ 都愿意出来服事。
都愿意出来服事
 监督的工作由长老负责承担
 管理教会 ─教导、牧养、惩治
教导 牧养 惩治
 固守真道的奥秘

亲爱的耶稣，你是教会的元首，
亲自用你的宝血买赎了教会，
有如明光照耀、能够成为见证。
感谢你让我们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在真理的学习当中 行为举止都能合乎中道
在真理的学习当中，行为举止都能合乎中道。

「被按立为长老」的条件清单 ─

不论在任何世代，我们都需要主的话来建立我们，

 品格、家庭见证，婚姻、亲子关系
 不适由初入教、刚信主的人担任
 在教外也要有好的名声

使我们都能成为世界的光和盐。
使我们都能成为世界的光和盐

不是只看重工作果效，更渴望生命的见证蒙神悦纳。

问题思想

祷告

Click 左下角

 二5-6 保罗如何说明福音的普世性？

可以阅读解答

愿主信实、真实、可靠的话语，不断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
我们的内心常在信心和无伪的良心中，更多的信服于你。

问题思想
 二5-6 保罗如何说明福音的普世性？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
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
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三1-13 教会领袖应有的品德，
教会领袖应有的品德
所列之条件侧重那三方面的？

 三1-13 教会领袖应有的品德，
教会领袖应有的品德
所列之条件侧重那三方面的？
 道德的、家庭的、属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