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補充資料： 

1. 提多書概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Iu528JIKz0 

2. 保羅第一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ImONOvWor4 

3. 保羅第二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Q8Zv50uQLA 

4. 保羅第三次宣教旅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q76jaVS7I 

 

Reference:  

1. ｢簡易版｣聖經綜覽  

2. 漫畫聖經導覽 

 

 

作 者：保羅 

收信者：因保羅傳道而信主的希臘人－提多。 

背 景：提多曾隨保羅和巴拿巴一起旅行。他可能在保羅的第三次旅行佈道期間，和保羅在

以弗所一起服事。從那時起，保羅就派他到哥林多去幫助當地的教會。當保羅從羅

馬首次出獄時，他和提多一起在革哩底島服事。他們發現許多人是叛徒、騙子、懶

人（見多一:12)。保羅要提多留在革哩底，以完成當地的事工，並指派教會的領袖。

保羅寫這封信，是告訴提多在服事時所必須做的事。 

保羅要提多一旦有人到革哩底接替他，就儘速到尼哥波立（希臘的西岸）來與他會

面。之後，提多就在撻馬太（現今南斯拉夫）服事主，請參考提摩太後書四章十節。 

 

 

 

信息重點： 

 提多將要選出行事正直、樂意助人的教會領袖，這些人還必須教導真理。 

 保羅要提摩太教導男女老少，都要作正直的事。 

 人一旦認識了上帝的慈愛及良善，就必須放棄爭辯及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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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 日 

 

提多書 第一章 

 
 
保羅在第三次宣教旅程帶同提多，並留他在革哩底牧養常說謊話、又饞又懶，被人稱為惡獸

的信徒。保羅教導提多要從教會領袖做起，要設立在個人生活、操守、家庭生活和信仰上都

無可指責的屬靈領袖。由於「監督」的職責特殊，是神的管家，所以除了必須有能力管自己

的家之外，還要有更高的道德要求。因為若教會領袖的品格有問題，必成為教會增長及福音

廣傳最大的攔阻。 

 
當時革哩底的信徒，除了說謊，也受假教師的影響，所以保羅認為教會的領袖要為主真實純

正的道，與散播異端者爭辯，阻止異端教訓和世界的思想滲進教會和信徒當中。透過嚴厲地

糾正偏離的信徒，可在真理上再次成為純全。 

 
 

屬靈原則：作領袖或信徒的，只要堅守上帝的真道，總有盼望被改變，重新被建立成

穩固的基督徒。 
 

背誦經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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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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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 

 

提多書 第二章 

 
 
保羅勸提多不單以上帝的真理勸勉，牧養老年人、老年婦人、年輕夫婦、少年人、主人、僕

人，自己也要凡事以身作則，成為善行的榜樣。這樣做法不單討神喜悅，也叫反對的人無可

指責，甚至自覺羞愧。 

 
保羅提醒提多，不要叫人輕看他，反要利用自己的職分和權柄，去宣講上帝的救贖恩典，是

要除去我們不敬虔的心，放棄世俗情慾的渴望，以致我們能夠節制、自守，脫離罪惡，過敬

虔的生活，犧牲自己的權益而熱心行善，等候有福的盼望和主的再來。 

 
 

屬靈原則：上帝的救恩和神的道，使我們在今世能過謹守、正直和敬虔的生活，直到

基督榮耀顯現時。 

 

背誦經文：「因為神救眾人的恩典已經顯明出來，教訓我們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

情慾，在今世自守、公義、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並等候至大的神

和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榮耀顯現。」(多 2: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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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 

 

提多書 第三章 

 
 
保羅勸勉信徒除了個人要活出好行為，在世上也要作美好的榜樣，不單要順服神所按立在位

掌權的，也要以和平、謙讓的態度對待其他人。保羅強調正確的神學知識和信仰會預備信徒

行各樣的善事，在社會上見證主。信徒要避免無知的辯論和家譜的空談，因這些對生活毫無

實際幫助，予人無益。信徒卻要留心作正經事，警誡分門結黨者。 

 
 

屬靈原則：信徒以實際的生活見證，來回應和顯明上帝的恩賜和慈愛。 
 

背誦經文：「你要提醒眾人，叫他們順服作官的、掌權的，遵他的命，預備行各樣的

善事。不要毀謗，不要爭競，總要和平，向眾人大顯溫柔。」(多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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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保羅 

收信者：在以弗所治理教會的年輕人－提摩太。 

背 景：請看提摩太前書的「背景」資料。保羅再度被捕而送往羅馬，這時，保羅不像第一

次被捕，被拘禁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裏。這次，他被拘禁在冷冰冰的地窖裏，他知道

他將不久於人世（見提後四:6）。保羅曾在羅馬皇帝尼祿面前出現過一次，他希望

再次被傳訊。他深知上帝與他同在，要藉著他去傳揚耶穌的福音（見提後四:17-

18）。 

保羅覺得很孤單，因為有許多朋友離開了他。這時只有路加伴隨著他。在這封最後

的書信中，保羅請提摩太儘速帶馬可一起來，也請他帶來他所忘了帶的外衣及皮卷。

保羅並不確定提摩太是否會在他遇害前，到達羅馬。這封信涵蓋了保羅對提摩太的

最後提醒及鼓勵。 
 

 
 

信息重點： 

 謹守真理：保羅提醒提摩太他在年幼時所受的教導，真理就是關於耶穌基督的好消息。 

 作個好工人：保羅鼓勵提摩太，要像個精兵、運動員及農夫一樣－竭力將真理教導別人。 

 在苦難中做個忠於信仰的人：到末日有許多苦難，許多人會背叛上帝的道。每一個追隨

耶穌的人，都會像保羅受逼迫一樣，受到許多迫害。聖經是值得我們信賴的真理之泉源。 

 教導別人：保羅激勵提摩太要將好消息傳給人，又要作神的忠僕。然後，保羅又提到了

自己及友人的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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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5 日 

 

提摩太後書 第一章 

 
 
保羅寫這封書信時正在羅馬獄中，生命快要終結。他知假教訓正滲入以弗所教會，鼓勵提摩

太不要喪膽及懼怕。首先提摩太要面對逆境，對神有信靠之心，要以信心和愛心謹守真道，

並要更多使用恩賜。保羅更提醒他要無懼逼迫，靠聖靈謹守善道，不以福音為恥，忠心傳揚。

保羅也列舉忠心和不忠心的事奉者，來勸勉提摩太要保衛福音的純正性，免得福音變質。 

 
 

屬靈原則：作主的門徒需要為真理的實踐付上代價，我們要願意為福音受苦。 
 

背誦經文：「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總要

按神的能力，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提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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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 日 

 

提摩太後書 第二章 

 
 
保羅教導信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主，作基督的精兵。第一，要作專一的士兵，不被生

活事務纏繞，要討呼召他的神喜悅。第二，要像運動員，持久、嚴謹、自律地裝備自己，以

致得著生命的冠冕。第三，要像農夫辛勞的工作，以致得著生命的回報。 

 
另外信徒事奉神的基本態度，第一，要像無愧的工人正確地講解神的真理，要避免無意義的

爭辯，並要遠離假教師錯謬教導的影響。第二，要作合乎主用、潔淨的器皿，分別為聖。第

三，待人方面要溫和、不爭競，並體恤和忍耐抵擋的人。 

 
 

屬靈原則：信徒要付代價成為主合用的器皿，去傳揚福音見證基督。 

 

背誦經文：「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

信德、仁愛、和平。」(提後 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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