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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書信 (1) 

 

甲. 概略 

 

1. 歷代教會: 具體又實際的教導和指示 

• 牧養方面 

• 治理方面 

 

2. 近代研究 

• 關於作者是否保羅的爭議 (參考附錄一) 

• 婦女在教會應有的角色/位置 (尤其是提前 2:11-15) 

o “12 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她轄管男人，只要沉靜。”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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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於提摩太後書是否保羅的遺書 (尤其是提後 4) 

 

3. 對現代的適切性 

• 捍衛福音真理，維護其純粹 

• 福音真理的承傳  

 

 

乙. 信件方面 

 

1. 寫信人: 使徒保羅 (提前 1:1；提後 1:1；多 1:1) 

• 信中提及保羅的行程與使徒行傳之記載不 [容易] 融合 

• 最可能是保羅在羅馬被囚禁兩年之後得釋放 (使徒行傳 28:16, 30-31: “16 進了羅馬城… 30 保羅在

自己所租的房子裡住了足足兩年。凡來見他的人，他全都接待， 31 放膽傳講神國的道，將主耶

穌基督的事教導人，並沒有人禁止。”) 

• 然後他與提多和提摩太往各地宣教及建立教會 (參考附錄二) 

o 提多留在 克里特島 (Crete): “ 5 我從前留你在克里特…” 多 1:5 

o 提摩太則留在以弗所: “3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 提前 1:3 

• 最後第二次被監禁在羅馬: “17 反倒在羅馬的時候殷勤地找我…” 提後 1:17  

 

2. 受信人 (其一): 提摩太 

• 與保羅的關係 

o “2 寫信給那因信主做我真兒子的提摩太。” 提前 1:2 

o “2 寫信給我親愛的兒子提摩太。” 提後 1:2 

o “17 因此我已打發提摩太到你們那裡去，他在主裡面是我所親愛、有忠心的兒子” 哥林

多前書 4:17 

• 呂高尼區的路司得人 (Lystra): “保羅來到特庇，又到路司得。在那裡有一個門徒名叫提摩太，

是信主之猶太婦人的兒子，他父親卻是希臘人。” 使徒行傳 16:1 

• 可能是保羅在他第一次宣教旅程時帶領信主的 (參考使徒行傳 14章) 

• 母親與祖母都是敬虔的猶太婦人: “5 想到你心裡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

友尼基心裡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裡。” 提後 1:5；自小受到他們的熏陶: “14 但你所學習的、所

確信的，要存在心裡，因為你知道是跟誰學的， 15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

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提後 3:14-15 

• 接受割禮，以能跟隨保羅四處傳道: “3 保羅要帶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猶太人都知道他父親

是希臘人，就給他行了割禮。” 使徒行傳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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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的同伴 (使徒行傳 16:2-4;17:14-15; 18:5; 帖撒羅尼迦前書 1:1; 3:2, 6; 帖撒

羅尼迦後書 1:1); 曾返回帖撒羅尼以幫助當地的教會 

• 也是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的同伴 (使徒行傳 19:22; 20:4; 哥林多後書 1:1, 19); 其間曾被差往哥林

多 (哥林多前書 4:17; 16:10); 後又與保羅同返哥林多 (羅馬書 16:21) 

• 保羅第一次被囚於羅馬，提摩太常在左右 (腓立比書 1:1; 哥羅西書 1:1; 腓利門書 1); 提摩太自

己也曾被囚禁，但情況不詳 (“ 23 你們該知道，我們的兄弟提摩太已經釋放了。他若快來，我必

同他去見你們。” 希伯來書 13:23) 

 

3. 受信人 (其二): 提多 

• 聖經記載 (與提摩太作比較) 不多；是保羅傳福音的果子: “4 現在寫信給提多，就是照著我們共

信之道做我真兒子的。” 多 1:4。又哥林多後書 8:23: “23 論到提多，他是我的同伴，一同為你們

勞碌的” 

• 他是希臘人，不曾接受割禮: “過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並帶著提多同

去。 2 我是奉啟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傳的福音對弟兄們陳說… 3 但與我同去的提多雖

是希臘人，也沒有勉強他受割禮” 加拉太書 2:1-3 

• 關於提多的記載 (提多書除外) 只有哥林多後書 (7:13-15; 8:16, 23) 及 提後(4:10)；或許使我們詫

異的是使徒行傳完全沒有提及提多其人 

 

丙. 寫作目的/宗旨 

 

1. 概論 

• 貫穿這三封書函，亦是最使保羅牽腸掛肚的是福音之: (1) 守護; (2) 承傳 (“神交託我榮耀福音… 
15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 提前 1:11, 15)。 

• 在教牧書信中，保羅採用了一籮筐的詞語來表達福音的各方面: 

o “正道… 合乎敬虔的道理” (提前 1:10; 6:3); “真實的道理… 純正的道理…  言語純全” (多

1:9; 2:1, 8); “純正話語… 純正的道理” (提後 1:13; 4:3) 

o “你要保守所託付你的” (提前 6:20); “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 (提後 1:14) 

o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離棄真道… 明白真道… 背了真道… 離了真道” (提前

2:4; 4:1, 3; 5:8; 6:10); “在真道上純全無疵” (多 1:13); “終久不能明白真道… 所信的道我已

經守住了” (提後 3:8; 4:7) 

o “敬虔” (提前 3:16; 4:7-8; 6:3, 5-6; 多 1:1) 

 

2. 提摩太前書 

• 駁斥離經背道的假教師: “3 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勸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那幾個人不可

傳異教” 1:3 

• 守護正道: “20 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託付你的…” 6:20 

 

3. 提多書 

• 設立長老: “5 我從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將那沒有辦完的事都辦整齊了，又照我所吩咐你

的，在各城設立長老。” 1:5 

• 斥責異端邪說: “所以，你要嚴嚴地責備他們，使他們在真道上純全無疵， 14 不聽猶太人荒渺的

言語和離棄真道之人的誡命。” 1:13b-14 

4. 提摩太後書 

• 守護福音: “14 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你要靠著那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牢牢地守著。” 1:14 

• 福音的承傳: “2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2:2 

• 務要傳福音: “2 務要傳道… 5 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做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 4: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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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誰是教牧書信真正的作者? 

 

1. 立場一: 使徒保羅 

• 內證 (internal evidences) 

o 自我宣示 

 “奉我們救主神和我們的盼望基督耶穌之命，做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提前 1:1 

 “神的僕人、耶穌基督的使徒保羅” 多 1:1a 

 “奉神旨意、照著在基督耶穌裡生命的應許，做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提後 1:1 

o 與收信人的關係 

 保羅書信與使徒行傳均是明證 

 親暱的稱呼: (1) 提摩太是 “真兒子” 及 “親愛的兒子”；(2) 提多為 “真兒子” 

o 歷史背景: 皆有軌跡可查 

 保羅差遣提摩太與提多分別留駐在以弗所及克理特特島以鞏固教會: (1) 斥責假

教師；(2) 設立真教師 (=長老) 

 提後中的保羅被囚禁在羅馬的監牢 

• 外證 (external evidences) 

o 羅馬監督革利免 (Clement of Rome, ~95 A.D.), 安提阿監督依格那丟(Ignatius of Antioch 

~110 A.D.), 士每拿監督波利卡普 (Polycarp of Smyrna, ~117 A.D.) 都曾暗指 (allusions) 教牧

書信; 而愛任紐的巨著 Against Heresies (第二世紀末) 中則直接引述 

o 【穆拉多利殘篇】或稱穆拉多利正典 (Muratorian Fragment/Canon, ~170 A.D.) 以保羅為

教牧書信的作者 

 

2. 立場二: 保羅的跟隨者託名寫成, 其論據如下 (請參閱 Homer Kent, 39-67頁; John Stott, 1 Timothy 

& Titus, 23-34頁; 張永信, 8-34頁): 

• 1) 時間順序方面: 使徒行傳中關於保羅的記載不能容納教牧書信中他的行程 

o 回應: 保羅在羅馬被軟禁兩年 (使徒行傳 28章), 獲釋, 後聯同提摩太等再登宣教之旅。教

會歷史家 Eusebius of Caesarea (第四世紀) 述說保羅被釋放後，與路加分道揚鑣，自己去

西班牙傳道 

• 2) 教會體制的進度: 進度太快了! (竟然已有長老/監督、執事、寡婦登記冊) 

o 回應: 當時的教會沒有後世的 “三重職事” (Three-fold ministry即監督/主教-長老-執事) 的

體制，監督與長老是同一群人 (參考徒 20:17, 28; 多 1:5, 7; 彼前 5:1-2, “長老… 牧養… 照

管”)。提摩太與提多不是主教而是使徒權威的伸延，而因為寡婦的無助，教會有責任照

顧他們。 

• 3) 教義觀點方面: 主張教牧書信中的神學/教義為 post-Pauline (後於保羅) 或甚至是 sub-Pauline 

(次於保羅) 

o 回應: 不同題材的信會有不同的內容。保羅寫信的目的 (提前及提多)不是處理一些關鍵

性的神學問題 (如因信稱義)，而是處理教會內部問題和設定秩序。對提摩太與提多的囑

咐 （如教導純正的道、設立長老、治理教會、信徒間的相處等）都是著重於鞏固教

會。  

• 4) 信中假教師的學說: 指是第二世紀的諾斯底主義，可是保羅已經去世多時 (65-67 A.D.) 

o 然而提前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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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不一定與諾斯底主義有關。再者，一些諾斯底主義的跡象

已在第一世紀抬頭。 

• 5) 用詞與文章風格: 與保羅的主體書信 (Pauline Corpus, 由羅馬書至歌羅西書共七卷) 多有不同之

處。在教牧書信見不到保羅常用的詞語 (如: “在基督裡”)，但其中卻有三百多字沒有在其他保羅

書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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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回應：(1) 題材不同，需要不同，所以用詞也不同 ；(2) 隨著年紀與閱歷的增長，保羅的

思維也有所改變 (“Paul, being a great thinker, has a rather dynamic mind.” John Stott)；(3) 

保羅授意一個伙伴寫成 (秘書代筆); (4) 保羅引用很多先傳的材料 (例: “這話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提前 1:15; 3:1; 4:9; 提後 2:11; 多 3:8) 

 

 

附錄(二) 

從教牧書信推想出的保羅行程 

 

地圖來源: Kent, 21頁 

 

索引: 

 

1. 往克特里傳道，留下提多鞏固島上的教會 (多 1:5) 

 

2. 保羅往馬其頓，提摩太則留守於以弗所 (提前 1:3) 

 

3. 保羅或許完成心願，重到以弗所 (提前 3:14) 

 

4. 保羅在尼哥波立過冬 (多 3:12) 

 

5. 前往米利都，同伴特羅非摩因為病了，故留下 (提後 4:20) 

 

6. 往特羅亞，留下一件外衣及書籍 (提後 4:13) 

 

7. 或許又探訪哥林多 (提後 4:20) 

 

8. 第二次被囚禁在羅馬 (提後 1: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