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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二1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 2 為君王
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的
度日。 3 這是好的，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 4 他願意萬
人得救，明白真道。 5 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
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6 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
價，到了時候，這事必證明出來。 7 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作
使徒，作外邦人的師傅，教導他們相信，學習真道。我說的是真
話，並不是謊言。

論代禱

‧論代禱‧崇拜中男女應有的次序 ‧教會領袖應有的品德

上帝要我們彼此代求，

也為政府的領袖祈禱。

我們懇切的祈禱，

會產生重大的影響力。

雖然神是全能全知的，

祂卻揀選了我們藉著禱告

與祂同工來改變世界；

這工作對我們而言是個奧秘。

‧論代禱‧崇拜中男女應有的次序 ‧教會領袖應有的品德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

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

禱告的範圍 二1-2上

保羅吩咐為君王代求是不尋常的，

當時在位的羅馬君王

是非常殘暴的尼祿王。

羅馬來的逼迫不斷威脅著信徒，

基督徒喪失一些社會權利，

甚至被公開處決，

教會傳統 ─ 保羅就在此時殉道。



‧論代禱‧崇拜中男女應有的次序 ‧教會領袖應有的品德

禱告的目的 二2下-4 當我們能為在上和君王代禱

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

這是好的，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基督徒為所處的時代、環境、國家、社會

代禱，實在是極大的權柄！

「神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不表示所有的人都會得救 ─ 很多人不斷的拒絕基督，

神的愛遍及世界，耶穌基督來到要拯救每一個罪人。

福音是普世性的 ─ 沒有種族、性別、國家、人文的限制

‧論代禱‧崇拜中男女應有的次序 ‧教會領袖應有的品德

福音的普世性 二5-6

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到了時候，這事必證明出來。

排他性 ─ 只有一位中保、除祂以外別無拯救

包容性 ─ 神願意萬人得救，

藉救主恢復與上帝和諧的關係

保羅是傳福音的使者 二7

我為此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師傅，

教導他們相信，學習真道。我說的是真話，並不是謊言。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二8 我願男人無忿怒，無爭論（或作：疑惑），舉起聖潔
的手，隨處禱告。 9 又願女人廉恥、自守，以正派衣裳
為妝飾，不以編髮、黃金、珍珠，和貴價的衣裳為妝飾；
10 只要有善行，這才與自稱是敬神的女人相宜。 11 女人
要沉靜學道，一味的順服。 12 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
她轄管男人，只要沉靜。 13 因為先造的是亞當，後造的
是夏娃； 14 且不是亞當被引誘，乃是女人被引誘，陷在
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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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代禱‧崇拜中男女應有的次序‧教會領袖應有的品德 ‧論代禱‧崇拜中男女應有的次序‧教會領袖應有的品德

男人部份 二8

我願男人無忿怒，無爭論，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

人際關係要與人相和，手潔心清的在敬拜當中達到神面前

內在的忿怒、不平、爭執，會使神不高興、攔阻禱告

耶穌也曾教導

要先與人和好再去敬拜神。

神要我們徹底的順服神，

敬拜中人與神和諧的關係，

使我們毫無攔阻的進到神面前。



‧論代禱‧崇拜中男女應有的次序‧教會領袖應有的品德

女人在公眾場所的裝束 二9 -10

又願女人廉恥、自守，以正派衣裳為妝飾，

不以編髮、黃金、珍珠和貴價的衣裳為妝飾；

只要有善行，這才與自稱是敬神的女人相宜。

女人衣著應正派，應注重個人的德行勝於外表的修飾。

姊妹們粧伴自己，並沒有違反聖經，

只是真正的美麗、善行是源自內心。

保羅並不是禁止姊妹們任何的打扮，

如果要打扮 ─ 請著重內在的打扮

學習看重基督的品格在姊妹生命當中的彰顯

‧論代禱‧崇拜中男女應有的次序‧教會領袖應有的品德

姊妹在教會的位分 二11 -12

女人要沉靜學道，一味地順服。

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她轄管男人，只要沉靜。

當時背景可能許多信主的婦女

在聚會中一反傳統，有隨意發言問題

避免教外人士指責非議，有損教會名聲

異端與假教師，使婦女受了迷惑

婦女受教育有限，多學習以免偏離真理

「沉靜學道」是表達一種沉著安靜的態度；

不是禁止，林前十一 婦女講道、禱告要蒙頭

‧論代禱‧崇拜中男女應有的次序‧教會領袖應有的品德

姊妹在教會裝束、位分的原因：創造的順序 二13 -15

因為先造的是亞當，後造的是夏娃；

且不是亞當被引誘，乃是女人被引誘，陷在罪裡。

1. 男女被造的先後次序反映神對人的心意

2. 夏娃首先被引誘犯罪

以弗所書、歌羅西書 男女雙方在婚姻關係上的次序

提摩太前書 教會、崇拜中的男女的角色及順序

引導、保護以弗所教會中

真理根基還不穩固的姊妹們，

有一個準確的順序。

‧論代禱‧崇拜中男女應有的次序‧教會領袖應有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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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端「禁止嫁娶」使婦女對「生產」有一些退縮；

保羅鼓勵姊妹接受生兒育女的天職。

1. 人犯罪就接受懲罰，女人要受生產之苦；

至終都因相信並跟從耶穌基督而得救

2. 盡了神所安排的責任，就顯出順服神，

做妻子和母親最大任務就是照顧家庭

3. 指耶穌基督的降生，所有人都因祂的降生而蒙拯救

4. 經歷生產痛苦，學習到愛心、信靠、順服、服事的功課

教會歷史「在生產上得救」有多個解釋：



‧論代禱‧崇拜中男女應有的次序‧教會領袖應有的品德

「對姊妹教導」的經文必須分辨

有些針對以弗所教會所面臨處境，給予的指示，

不適合直接套用今日每一個教會

對姊妹服事的經文，須從其他書信平衡的研究

對姊妹或會覺得是限制，另方面也是保護

保羅生平有非常多姊妹同工一同服事：

百基拉、亞居拉夫婦

曾是傳道人亞波羅的指導者

在教會中服事的婦女，

保羅書信中列有不少位

沒有禁止姊妹在教會當中服事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三1 人若想要得監督的職分，就是羨慕善工。這話是可信的。 2 作監督
的，必須無可指責，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有節制，自守，端正，樂意
接待遠人，善於教導； 3 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溫和，不爭競，不
貪財； 4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兒女凡事端莊順服（或作：端端莊莊地
使兒女順服）。 5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會呢？ 6

初入教的不可作監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裡。 7

監督也必須在教外有好名聲，恐怕被人毀謗，落在魔鬼的網羅裡。 8 作
執事的，也是如此：必須端莊，不一口兩舌，不好喝酒，不貪不義之
財； 9 要存清潔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奧祕。 10 這等人也要先受試驗，
若沒有可責之處，然後叫他們作執事。 11 女執事（原文是女人）也是
如此：必須端莊，不說讒言，有節制，凡事忠心。 12 執事只要作一個
婦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兒女和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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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代禱 ‧崇拜中男女應有的次序‧教會領袖應有的品德

‧論代禱 ‧崇拜中男女應有的次序‧教會領袖應有的品德

監督 (長老)、執事 ─ 支持教會生命的基本職份

長老指職份，監督指功能 執事

屬靈上的 事務上的

管理、牧養、教導 服務、協助、執行

責任

一個教會有一位以上，

各有不同角色和責任，
提前五17

善於管理教會的

勞苦傳道教導人的

徒六1-6 教會第一任執事

從工作內容了解，即是

教牧書信中的「執事」

初代教會腓利、司提反，

超過他們所託付的工作

工作

‧論代禱 ‧崇拜中男女應有的次序‧教會領袖應有的品德

長老、執事任命的標準、品格的條件

提摩太前書 三1-13；提多書 一6-9；使徒行傳 六3

我們會著重人的才幹、恩賜，是否能幹、聰明

聖經標準，偏重道德、家庭、屬靈方面的條件

保羅指示

提摩太按立監督、執事，

一同承擔服事、責任

領袖要被建立，對抗異端

執事、監督們，

在當時教會的角色負有重責大任



‧論代禱 ‧崇拜中男女應有的次序‧教會領袖應有的品德

三1 人若想要得監督的職分，就是羨慕善工。這話是可信的。

教會瀰漫「羨慕善工」的氣氛 ─ 都願意出來服事。

監督的工作由長老負責承擔

管理教會 ─ 教導、牧養、懲治

固守真道的奧秘

「被按立為長老」的條件清單 ─

品格、家庭見證，婚姻、親子關係

不適由初入教、剛信主的人擔任

在教外也要有好的名聲

不是只看重工作果效，更渴望生命的見證蒙神悅納。

禱告禱告
親愛的耶穌，你是教會的元首，

親自用你的寶血買贖了教會，

有如明光照耀、能夠成為見證。

感謝你讓我們成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在真理的學習當中，行為舉止都能合乎中道。

不論在任何世代，我們都需要主的話來建立我們，

使我們都能成為世界的光和鹽。

願主信實、真實、可靠的話語，不斷成為我們生命的引導，

我們的內心常在信心和無偽的良心中，更多的信服於你。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二5-6 保羅如何說明福音的普世性？

三1-13 教會領袖應有的品德，

所列之條件側重那三方面的？

click 左下角 可以閱讀解答 問題思想問題思想

二5-6 保羅如何說明福音的普世性？

道德的、家庭的、屬靈的

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

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

到了時候，這事必證明出來。

三1-13 教會領袖應有的品德，

所列之條件側重那三方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