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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牧書信 (3) 

提摩太前書 2:1-15 

 

甲. 概略 

 

1. 與第一章的關連 

• 和合本: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 2:1 

• 和修本: “所以，我勸你，首先要為人人祈求、禱告、代求、感謝” 2:1 

 

2. 怎麼樣的關連? 

• 提摩太的差事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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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18 我兒提摩太啊，我照從前指著你的預言，將這命令交託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

的仗” 

• 若然要辦好這差事，就要 “首先要為人人祈求、禱告、代求、感謝”，然後再整頓男、女在公眾

聚會中的言行及作監督和執事的品行等等。而提摩太是要執行保羅的指示，直至他能親身來到

以弗所: “14 我指望快到你那裡去，所以先將這些事寫給你； 15 倘若我耽延日久，你也可以知道

在神的家中當怎樣行。” (3:14-15) 

 

3. 教會的公眾聚會 (2:1-15) 

• 應該是指敬拜聚會 

• 祈禱所佔的地位與重要性 

• 講道與教導早已是敬拜聚會不可缺少的部份 (“11 女人要沉靜學道，一味地順服。 12 我不許女人

講道…” 2:11-12a) 

• 假教師對聚會的壞影響? 

 

 

乙. 經文意義 

 

1. 公眾聚會中的禱告 (2:1-7) 

• 禱告的首要性: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 

o “勸” (exhort): 勉勵，叮囑 

o “第一” 不是指時間而是指優次 

• 禱告的普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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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無事地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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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捨自己做萬人的贖價，到了時候這事必證明出來。” 

o 為誰 (1): “2 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 

 因為: “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 

o 為誰 (2): “為萬人” 

 因為: “4 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因為: “5 因為只有一位神” 

 因為: “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 6 他捨自己做萬

人的贖價，到了時候這事必證明出來。”  甚至於保羅自己的差事也是為此: “7 我

為此奉派做傳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師傅，教導他們相信，學習真道。我

說的是真話，並不是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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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男人在聚會中的言行 (2:8) 

• 態度: “8 我願男人無憤怒，無爭論” 

• 行為: “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 

o 參考: “3 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4 就是手潔心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

詭詐的人。” 詩篇 24:3-4 

 

3. 女人在聚會中的言行 (2:9-15) 

• 態度: “ 9 又願女人廉恥、自守” 

• 行為:  

o 衣著裝飾: “以正派衣裳為裝飾，不以編髮、黃金、珍珠和貴價的衣裳為裝飾”; 比較彼得

前書 3:2-3, “2 這正是因看見你們 [妻子] 有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3 你們不要以外面的

辮頭髮、戴金飾、穿美衣為裝飾， 4 只要以裡面存著長久溫柔、安靜的心為裝飾，這在

神面前是極寶貴的。” 

o 善行為飾: “10 只要有善行，這才與自稱是敬神的女人相宜。” 比較彼得前書 3:4-6, “4 只

要以裡面存著長久溫柔、安靜的心為裝飾，這在神面前是極寶貴的。 5 因為古時仰賴神

的聖潔婦人正是以此為裝飾，順服自己的丈夫， 6 就如撒拉聽從亞伯拉罕，稱他為主。

你們若行善，不因恐嚇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兒了。” 

o 沉靜學道: “11 女人要沉靜學道，一味地順服。”  “沉靜” 不是 “沉默無聲” 而是 “嫻靜的儀

態” (不是 silence 而是 quiet demeanor) 

 “12 我不許女人講道” 這禁令是 narrative? 還是 normative? (Descriptive or 

prescriptive?  Cultural or scriptural?) 

 “也不許她轄管男人，只要沉靜。” 也產生同樣的問題。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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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的理據出自創世記 2:7, 18-25及 3:1-6 (對 2:11-14的

研究/辯論，請參考附錄一) 

• 女人的得救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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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譯: 

“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愛心，又聖潔自守，就必得救於生孩子。” 

o 提前 2:15 是新約中最難明白的經文之一 

o 最經常出現的解釋有如下: 

 (1) “她在生孩子時，必得蒙保守” 。這是將 “得救” 當作 “蒙保守” 的意思 (“will be 

saved” 當作 “will be preserved/kept safe”) 

 (2) “她雖然要生產，仍可得救” 。她 (指夏娃，女人的代表) ，雖然要經歷生孩子

之危險，仍被神所拯救。 

 (3) “她將會通過生這孩子而得救” (“will be saved through the birth of the Child”) 這

樣的解釋是以指女人的後裔將會成就救恩。生孩子被當作為生 “這孩子” (指基

督)。參考創世記 3:15 

 (4) “她將要藉著生養兒女而得救拔” 。這是將生孩子 (child-bearing) 當作為母之

道(即 motherhood) 解釋。就是說女人若專心做母親的責任，便能倖免於陷在罪

裡 (“saved from”)， “罪” 可能是指 11-12節 

 (5) “她將要藉著生養兒女而得救” 。就是說當女人專心做好母親的責任

(motherhood)—而為母之道是神給予女人的位置 proper role—這就是她信靠順服

上帝旨意的明證，而她亦將會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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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姊妹與教會事奉 

 

 

甲. 簡介 

 

1. 面對女性/女權主義 (Feminism) 的沖擊 

• 很多教會跟隨社會文化，採納了男女在一切教會職權/職事上擁有同一樣的權益和機會 

• 面對這問題，福音派教會 (至低限度在理論上) 則試圖從聖經尋找答案: 

o 1) 創世記 1-3 章   創造的設計 (人倫/倫常) 

o 2) 加拉太書 3:26-29   平等 

o 3) 哥林多前書 11:3-16   “頭” 

o 4) 哥林多前書 14:26-40  沉默 

o 5) 以弗所書 5:21-33   順服 

o 6) 提摩太前書 2:8-15   權力 

 

2. 立場 

• 福音派教會 (跟從聖經的教會) 內分為兩個主要的陣營: 

o 1) 主張男主女輔/互輔 (傳統)  COMPLEMENTARIANISM 

o 2) 主張男女平等 (新興)  EGALITARIANISM 

 

 

乙. 提摩太前書 2:11-15 

 

1. E 的進路 (approach) 

• 提前 2:11-15 的教導只純粹針對當時當地的問題，所以對後世的信徒沒有規範性 (normative) 的

作用 

• 關於以弗所: Artemis (Diana) 女神神廟所在 (古代世界七大奇觀之一)，她是大自然的母親，也主

宰生育，這宗教對當地居民有著重大的影響。婦女的地位提高，生活也放浪張揚 (提前 2:9-10

正是針對這種生活形態)，再加上那些假教師 (1:3) 同時成功地蠱惑了一些: “6 那偷進人家，牢籠

無知婦女的，正是這等人。這些婦女擔負罪惡，被各樣的私慾引誘…” (提後 3:6; 又提前 5:6, 

11) 。 因此，保羅在 2:8-15正是對症下藥，所以: 

o “11 女人要沉靜學道，一味地順服” 指教會姊妹們不能去講 “荒渺無憑的話語… 虛浮的

話” ，只要安靜聽從那純正的道。 

o “12 我不許女人講道” 不是禁止婦女作教導的工作，只是禁止她們亂 “傳異教” 

o “也不許她轄管男人，只要沉靜”  。  “轄管” 原文是 αὐθεντέω (Authenteō ) ；英文通常的

翻譯為 assume/exercise authority (NIV, ESV)。字典解釋: (1) Domineer 擅權、跋扈 (2) 

Usurp(篡奪) authority。所以，E派指這經文不是禁止婦女領導教會，而是禁止她們跋扈

奪權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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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派指這是保羅針對 Artemis 的神話: 是女人創造男人和啟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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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們若能 “聖潔

自守”，不被異端邪說所惑，她們將會得救 

o 當時女人的社會地位低下，受教育的程度也低，現在又有人傳異道，所以保羅更加不

放心讓她們做教導的工作 

• E派其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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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加拉太書 3:27-28 才是決定性的經文 (“27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28 並

不分猶太人、希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都成為一

了。”) 

o 經文如哥林多前書 11:3-16，哥林多前書 14:26-40，以弗所書 5:22-24，甚至彼得前書

3:1-6都被評定為難解經文 

o 聖經記載有不少的領袖為女性: 米利暗、底波拉、戶勒大 (Huldah, 王下 22章)、以賽亞

的妻子 (賽 8:3)、亞拿、百基拉、腓利的四個女兒 (徒 21:8-9)、猶尼亞* (羅 16:7)，又 

“28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老年人要做

異夢，少年人要見異象。 29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珥

2:28-29 (彼得在徒 2:17-18引述) 

 

2. C的進路 (approach) 

• 提前 2:11-15 的教導是普及性的，是教會從早期直至二十世紀初所持的觀點，所以對後世的信

徒有著規範性 (normative) 的作用 

• 聖經明白宣示男女不論在本質上 (nature)、價值上 (value)、尊嚴上 (dignity) 都是平等的，因為

男女都是照著神的形象所造的 (創世記 1:26-27)。而 “在基督裡”， 男女也是平等的 (加拉太書

3:27-28。但對於人際關係，神卻明顯地設立了確定的秩序 (order)。以弗所書 5:22-6:9就是好例

子。其中保羅更以基督與教會的關係作為夫妻關係的比喻: “22 你們做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

夫，如同順服主； 23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

主。 24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 

• 第 12節的兩個禁令乃源於上一節 (“11 女人要沉靜學道，一味地順服”)。而哥林多前書 14:34 有

相仿的說法: “34 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像在聖徒的眾教會一樣，因為不准她們說話。她們總

要順服，正如律法所說的” 

• 最有力的論據則是保羅所提供的理由，他沒有明指 (或甚至暗示) 任何現世的 (temporal) 事為依

據，反而指向: 

o 神的創造 (Creation): “13 因為先造的是亞當，後造的是夏娃”。 

o 人的墮落 (The Fall): “14 且不是亞當被引誘，乃是女人被引誘，陷在罪裡”。 

 試問: 有甚麼理由比 Creation 與 The Fall更早? 更基本性? 更普及性 (universal)?   

 有以為保羅是在貶低女性，指女性比男性易受欺騙。其實不是這意思，而是神

設立的秩序 (order) 被逆轉了! 

• 教牧書信中監督 (長老) 負責教導工作 (“ 2 做監督的… 善於教導” 提前 3:2； “7 監督既是神的管

家… 9 堅守所教真實的道理，就能將純正的教訓勸化人，又能把爭辯的人駁倒了。” 多 1:7a, 

9)。而其中的長老皆是男性 

 

3. 思想 

• 你的觀點 

• 我的觀點 (堂上揭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