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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
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16 大哉，敬虔
的奥秘 无人不以为然 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被圣灵称义
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
（或作：在灵性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
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开始播放

‧教会的性质与使命 ‧异端出自鬼魔‧提摩太的责任
三15 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

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的性质：神的家
对监督职份强调三5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
神的教会呢
呢？」
保罗关心同工要把「家」治理好
教会的使命：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教会为真理作见证
 扺挡假师傅，是护卫真理的「堡垒」
扺挡假师傅 是护卫真理的「堡垒」
 神藉教会传扬福音及坚守真道

‧教会的性质与使命 ‧异端出自鬼魔‧提摩太的责任
全书的中心钥节 三16 教义的诗歌

基督的神性和人性
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 ─ 就是神
福音的核心 成圣的途径
福音的核心，成圣的途径

在肉身显现， 耶稣是人，道成肉身是我们称义的基础
被圣灵称义， 耶稣复活，表明圣灵的能力在他里面
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

我们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生活有完美的典范，
成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荣神益人。

‧教会的性质与使命 ‧异端出自鬼魔‧提摩太的责任
大哉，敬虔的奥秘
基督论

救恩论

教会论

 教会领袖，长执的职份
教会领袖 长执的职份
 教会在地上的使命
 发出赞叹
 因耶稣的救赎，得以进入他的身体 ─教会中
 在神的家中有份，做神忠心的管家
在神的家中有份 做神忠心的管家
 参与福音的广传，是何等荣耀的职份
教会因耶稣基督活出敬虔的状态，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

‧教会的性质与使命 ‧异端出自鬼魔 ‧提摩太的责任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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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
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2 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
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3 他们禁止嫁娶，
又禁戒食物（或作：又叫人戒荤），就是神所造、叫那信
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 4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5 都因神的道和人的
祈求成为圣洁了。

提摩太的使命：当提防异端 作神的好仆人
提摩太的使命：当提防异端，作神的好仆人
错谬教导
是教会所要面对的重要威胁，
是保罗警诫信徒要防避的事。
保罗一贯不变的方法是：
以正确无误的真理
来摧毁虚谎无凭的谬论。
注意力转移在提摩太的使命上，
注意力转移在提摩太的使命上
指示他在以弗所教会的
需要和问题上给予协助 教导
需要和问题上给予协助、教导。

‧教会的性质与使命 ‧异端出自鬼魔 ‧提摩太的责任
四1-2 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这
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
为说谎之人的假
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

无论任何时代，假教师都是教会的威胁。
提摩太所面对的威胁来自教会某些信徒：
 追随希腊哲学，认为肉体是邪恶的，只有灵魂才要紧
承
美善
 拒绝承认创造主的美善
 仍然尊崇耶稣，却不接受耶稣是真实的人

察验：如果作教师所说的与圣经不符，就是
：如果作教师所说的与圣经不符 就是有问题的，
的
要提摩太努力抵挡 ─ 任何使信徒信仰偏差的假教导。

‧教会的性质与使命 ‧异端出自鬼魔 ‧提摩太的责任
四3-5 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

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 若感谢着领受
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
就没有一样可弃的，
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

肯定地指出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善的。创一
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利用 妄用神所造的东西
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利用、妄用神所造的东西，
 妄用食物就会贪嘴好食、妄用爱情就会产生邪情私欲
 罔顾生命主权就会谋恨杀人
 服事神、尊崇主，享用神所赐的一切东西
一切主权从神而来，我们感谢、领受 ─凡事谢恩。

‧教会的性质与使命 ‧异端出自鬼魔‧提摩太的责任

教导信徒提防异端；自己要经常研读和遵守神的话
请自行阅读 列经文后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 角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四6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 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在真道的话语和你

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7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渺的话，
在敬虔上操练自己。8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惟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
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9 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10 我们劳苦努力，
我们劳苦努力
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11 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12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
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13 你要以宣读、劝勉、
教导为念，直等到我来。14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
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15 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
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 并要在此专心 使众
人看出你的长进来。16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
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教会的性质与使命 ‧异端出自鬼魔 ‧提摩太的责任

假教师是说谎之人，诱惑人跟从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模仿真实的事物去欺骗人 ─ 仿冒品。
假教师订立严格的规则要求信徒遵守，
使人觉得自己很圣洁 过公义的生活
使人觉得自己很圣洁、过公义的生活。
对身体的严格限制并不能除去罪恶。
留意察验，根据圣经真理来分辨：
 不要被假教师敬虔的外貌吸引
 要看他如何讲论耶稣基督
高举自己的敬虔、或是高举耶稣基督，是我们分辨的准则。

‧教会的性质与使命 ‧异端出自鬼魔‧提摩太的责任

原则：四16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四6

藉教导（谨慎自己的教训）─
藉教导
谨慎自 的教
指出末世的危险
指出末
的危险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
四7-9

藉榜样（谨慎自己）─ 操练敬虔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渺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话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敬虔，凡事都有益处，
惟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有些事情要弃绝 ─ 特别在话语方面
 积极的操练属灵的生命，使属灵的能力健壮

‧教会的性质与使命 ‧异端出自鬼魔‧提摩太的责任

‧教会的性质与使命 ‧异端出自鬼魔‧提摩太的责任

原则：四16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原则：四16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四6-0

藉教导（谨慎自己的教训）─
教
教
指出末世的危险

四7-9

藉榜样（谨慎自己）─ 操练敬虔

四10-

实际指示

藉教导 谨慎自 的教
藉教导（谨慎自己的教训）

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
一连串命令语句：提醒、吩咐、教导
连 命令语句 提醒 吩咐 教导

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
永生的神 他是万人的救主 更是信徒的救主
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但只有在信靠他的人身上才起作用。
在「基督以外的敬虔」是真的敬虔吗？
 在基督里要劳苦努力、要敬虔，指望在乎永生神
 似是而非的道理好似敬虔，「是否真在基督里」

‧教会的性质与使命 ‧异端出自鬼魔‧提摩太的责任
四13-16

四11

实际指示

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直等到我来。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 并要在此专心 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教会崇拜的项目
宣读 ─ 圣经；使徒、领袖所写的书信
劝勉 ─ 阐明、解释、应用圣经
教导 ─ 教义的引导、指示
恩赐操练和应用，要殷勤、专心，不致被人轻看。

四12

藉榜样（谨慎自己）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
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
提醒提摩太，不论年龄如何，神都要用你！
保罗在全卷书中对提摩太、信徒，是非常实质的指示。

祷告
虽在服事当中有难处，
虽在服事当中有难处
但耶稣已赐下丰富的恩典与真理。
引导我们愿意花功夫，
使生命的根基、教会的根基，
是在真理当中扎根甚稳的。
圣灵引导、建立、提醒、帮助我们，
靠你的恩典，能够殷勤、专心，
不断的有长进，显出这样的榜样。

问题思想

Click 左下角

可以阅读解答

 三16 当保罗以「大哉，敬虔的奥秘」
当保罗以「大哉 敬虔的奥秘」
带出整首教义诗歌时，
所指向是哪三个层次的教义真理？

问题思想
 三16 当保罗以「大哉，敬虔的奥秘」
当保罗以「大哉 敬虔的奥秘」
带出整首教义诗歌时，
所指向是哪三个层次的教义真理？
基督论

 保罗指示提摩太在慎防异端的责任上有何原则？
保罗指示提摩太在慎防异端的责任上有何原则

救恩论

教会论

 保罗指示提摩太在慎防异端的责任上有何原则？
保罗指示提摩太在慎防异端的责任上有何原则
 四16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