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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书  

 我，保罗，基督耶稣的使徒   *  ，奉 
 我们的救世主上帝和我们的希望  

 基督耶稣之命，  2  写信给在信仰里成 
 为我真正的儿子的提摩太。 

 愿来自父上帝和我们的主基督耶  
 稣的恩典、怜悯与和平属于你。 

 对假教义的警告  
3 我在去马其顿的路上告诉过你， 

 请你留在以弗所，以便能够命令某些 
 人停止传授假教义，  4  不要再专注传  
 说和无休止的家谱，这些事情只能引 
 起争吵，而不会有助于上帝的工作。 
 上帝的工作是靠信仰完成的。  5  这命 
 令的目的是爱，是发自纯洁的心，是 
 发自清白的良心和真诚的信仰。  6  有  
 些人背离了这些教导，而去听信毫无 
 价值的谈论。  7  他们想成为律法师，  
 可是却不明白自己所说的话，甚至连 
 自己极力主张的事情都不能理解。 

8 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人们运用律 
 法得当，它是有益的。  9  我们要意识 
 到律法不是为义人制定的，而是为违 
 法者、反叛者、不虔诚者、罪人、不 
 圣洁、没有信仰、杀害父母的人制定 
 的，  10  是针对杀人犯、性行为不道德 
 者、同性恋者、剥削者、撒谎者、作 
 伪证者及做任何其它反对健全教义的 
 人而制定的。 11 这健全的教义与荣耀  
 的福音是一致的。这福音来自受到祝 
 福的上帝，我受托去传播它。 

 使徒：受耶稣所选来用特殊的方式代表他的人。  

1  感谢上帝的仁慈  
12 我感谢基督耶稣，我们的主。他 

 赋予我力量，因为他信任我，并指定 
 我来侍奉他。 13 尽管我亵渎、迫害、  
 并且做过伤害他的事情，但是，上帝 
 赐给了我怜悯，因为那时我没有信  
 仰，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14 但是  
 我们的主赐给了我浩荡恩典，伴随这 
 恩典的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仰与爱。 

15 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 
 拯救罪人，而我是这些罪人中最坏的 
 一个。这是实话，值得完全接受。 16 然 
 而，这正是基督耶稣怜悯我的原因， 
 以便基督耶稣对我这个最恶劣的罪人 
 表现出他充分的耐心，把我作为以后 
 信仰他并获得永生的人的榜样。  17 愿 
 尊贵、荣耀永远属于这位永恒的君  
 王，他是不朽的、看不见的和唯一的 
 上帝。阿们。 

18 提摩太，我的儿子，根据很久以 
 前对你所做的预言，我把这命令托付 
 给你，以便你能用它们打好这场仗。 
19 要继续保持信仰和清白的良心。有 
 些人抛弃了清白的良知，结果信仰遭 
 到了毁灭。 20  许米乃和亚力山大就在 
 其中，我已经把他们交给了撒旦，以 
 便让他们知道停止诽谤上帝。 

 男人和女人的戒律  
 首先，我敦促你为所有的人祈  
 求、祷告请求并且表达感激之  

 情， 2  尤其是要为统治者和当权者祈 
 祷，以便我们可以过上安宁与和平的 
 生活－即充满对上帝的崇拜和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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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 3 这样的祈祷是好的，会令我们 
 的救世主上帝喜悦。 4  他要所有的人都 
 获得拯救，并能认识真理。 5 因为只有 
 一个上帝，在上帝和人之间只有一位 
 中介，那就是基督耶稣。  6  他牺牲自  
 己，为全人类赎了罪，这证明了在适 
 当的时候，上帝要所有的人都得救。 
7 为此，我被选派来传播福音，并成为 
 使徒。（我说的都是实话，没有撒  
 谎。）我还被指定为外族人的教师， 
 教导他们相信并认识真理。 

8 我要各地的男人虔诚地举起双手 
 祈祷，没有愤怒，没有争论。 

9 同样，我希望女人穿着得体，谦 
 虚，自律，不应该用奇异的发型、  
 金饰珠宝或昂贵的服装来装饰自  
 己， 10  而要用善行来表示对上帝的敬 
 拜，这才是女人应该做的事。 

11 女人应该默默地学习，完全顺  
 从。 12 我不允许女子教授，或者管辖男 
 人。相反，她必须保持沉默。 13 我这么 
 说是因为先有亚当， 14 后有夏娃。受骗 
 的不是亚当，而是那女人上当受骗，  
 陷入罪恶。 15 不过如果女人尽了养育子 
 女的义务，恪守信仰、爱心、保持圣  
 洁和恰当的自律，就会得救。 

 教会领袖  
 如果一个人有成为教会长老的抱 
 负，他是在向往着一项美好的工 

 作。这话是可信的。 2  长老   *  的生活必  
 须无可指责，他只能有一个妻子。他 
 必须冷静、谨慎、可敬并且热情好  
 客   ；   他必须是称职的老师   ；  3  不酗  
 酒，不好斗，温和与爱好和平，不贪 
 图钱财   ；  4  他必须治家有方，他的子  
 女孝顺并尊重他。（  5  如果一个人连  
 自己的家务都不会处理，又怎么能管 
 理好上帝的教会呢？）  6  他不应该是 
 新信徒，免得他骄傲自满，陷魔鬼之 

 长老：直译监督者。受选来领导教会的人。也称  
 他们为牧师，他做照顾上帝子民的工作。  

 覆辙而被定罪。  7  另外，他在教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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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的人面前也要有好的名声，免得受 
 人指责，陷入魔鬼的圈套。 

 教会里的助手  
8 同样，执事也应该是值得敬佩的 

 人，他们讲话要令人信任，他们不能 
 酗酒，不能贪图不义之财。 9  他们要  
 凭清白的良知坚持我们信仰的真理。 
10 这些人和教会的领袖一样，首先要 
 接受考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他们 
 才可成为执事。 11  同样，妇女   *  也必须 
 是值得尊敬的人，她们不应该说闲  
 话，而应该性情温和，事事诚实可  
 靠。  12  执事只能有一位妻子，她应治 
 家管教孩子有方。 13 称职的执事为自  
 己在基督耶稣之中赢得一席之地，并 
 对基督有坚定的信仰。 

 我们生命的奥秘  
14  尽管我希望很快就到你们那里  

 去，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们写这些事 
 情。  15  这样如果我耽误了，你们也知 
 道一个人在上帝的家庭   *  里应该怎样  
 行  事，上帝的  家庭就是活生生的上帝 
 的教会，是真理的支柱和基础。  16 勿 
 庸置疑，我们宗教（上帝向我们展示 
 的真理）的奥秘是非常伟大的： 

 他以人的形体出现， 
 圣灵证明了他是正确的。 
 天使能看见他， 

 他的福音已传播给了各国（非犹  
 太人）， 

 世人信仰他， 
 他在荣耀中被升入天堂。 

 对假教师的警告  
 圣灵清楚地表明，日后会有人放 
 弃信仰，去跟随骗人的邪灵和魔 

 妇女：可指执事之妻子，但也有可能是女执事或  
 特殊的助手，《罗马人书》16:1。  

 家庭：可为上帝的子民就象上帝的大殿一样。  

 鬼的教义。 2  这些教义是出自虚  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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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子，这些人不能辨别是非，他们  
 的良心就象被热铁打上了烙印。 3 他 
 们禁止婚嫁，告诉人们避免吃某些食 
 物，而上帝创造这些食物，是为了让 
 信仰者和认识真理的人带着感恩之心 
 来领受的。 4  上帝创造的一切都是好  
 的，都不应该拒绝，要带着感恩之心 
 来接受。  5  因为上帝的话和人的祈告  
 使一切都变得圣洁了。 

 做基督耶稣的好仆人  
6 如果你们把这些事向兄弟们指出  

 来，你们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仆人，是在 
 你们信仰的真理和遵循的有益教导的熏 
 陶下成长起来的。 7 不要听老妇人般的 
 世俗之谈，要为侍奉上帝而坚持锻练自 
 己。 8 体力锻炼的益处是有限的，但为 
 上帝服务对各方面都有益处，因为它在 
 今生和来世都把祝福应许给你。 9 我说 
 的是实话，值得完全接受。 10 我们之所 
 以辛劳与奋斗，是因为我们把希望寄托 
 于活生生的上帝，他是全人类、尤其是 
 信仰他的人的救世主。 

11 命令和教授这些事情吧。 12 你们  
 虽然年轻，但不要叫人轻视你，相反 
 你要用言行、用爱心、用信仰和你过 
 的纯洁生活，为信徒们树立榜样。 13 你 
 要继续致力于公开宣读《经  》   *  ，鼓 
 励、教导他们，直到我来临。 14 不要  
 忽视得到你的恩赐，这恩赐是长老们 
 把手按在你身上  *  时，通过先知的预言 
 赐给你的。 15 你要继续全神贯注于这 
 些事，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你的进  
 步。  16  你在生活和教导中要小心，对 
 此要持之以恒，这样你既能拯救自  
 己，又能拯救那些听从你的人。 

 与人相处的原则  
 不可斥责老年人，对长辈讲话要 

 经：圣作－旧约。  

 手按在你身上：表示授予他上帝的特殊使命。  

 象对父亲讲话一样  ；  对待年青的 5

 男人要如同兄弟。 2  对待年长的妇女  
 要象对待母亲一样   ；  对待年轻的妇女 
 要怀着一颗纯洁的心，象待姐妹一  
 样。 

3 要关心真正在守寡的妇女。 4  如果 
 寡妇有儿女子孙，这些后辈首先应该 
 学会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报答父母和 
 祖辈，使他们的宗教信仰付诸于   实  
 践，因为   这会使上帝喜悦。 5  真正守  
 寡无人照顾的妇女会把希望寄托于上 
 帝，日日夜夜地祈求与祷告  ；  6  沉醉 
 于享乐的寡妇虽生犹死。  7  你要把这  
 些指示告诉给她们，免得让人批评她 
 们。 8  人若不帮助自己的亲戚，尤其  
 是直系亲属，他就否定了信仰，比不 
 信的人还糟糕。 

9 六十岁以上的妇女才能被列入寡 
 妇的名单，她们必须只结过一次  
 婚，  10  她们必须有行善的名声，诸  
 如：养育子女、热情好客、为上帝  
 的子民洗脚，帮助身处逆境的人，  
 并且致力行善。  

11 但是，不要把年轻的寡妇列入这 
 名单。因为，当她们的肉欲超过对基 
 督的奉献时，她们就会想再婚。  12 她 
 们要受到谴责，因为她们违背了最初 
 的诺言。  13  而且，她们还养成了懒惰 
 的毛病，走家串户，不仅变得懒惰， 
 而且搬弄闲话，管别人的事，说不该 
 说的话。  14  所以我希望年轻寡妇再  
 嫁，养育孩子，操持家务，不让我们 
 的敌人找到指责我们的借口。 15 我这  
 么说是因为已经有一些寡妇越轨去追 
 随撒旦了。 

16 如果哪位女信徒家里有寡妇，她 
 应该帮助她。  *  不要给教会增加负担。 
 以便使教会能够帮助孤独的寡妇。 

17 善于领导教会的长老们应该配得 
 上加倍的荣誉，特别是既当教师又传 

 十六节：一些希腊古本为“如果一个男信徒或女  
 信徒家里有寡妇，他/她应该帮助她们. �

 教的人。 18 因为《经》上说：“牛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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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脱粒时，不要给它套上嚼子。” *  还 
 有“工作的人有权获得报酬。” 

19  除非有两三个人作证，否则不  
 要听信对长老的指责。  20  要当众斥责 
 那些坚持犯罪的人，使其他人得到  
 警告。  

21 在上帝、基督耶稣和受选的天使 
 面前，我郑重地吩咐你们：要不存偏 
 见地遵守这些教导，做任何事情都要 
 一视同仁。 

22 在给人行按手礼任命长老之前， 
 一定要认真考虑。不要参与他人的罪 
 孽，要洁身自好。 

23 因为你们身体常生病，所以不要 
 只喝水，也应该稍微喝一点酒，以助 
 消化。 

24 有些人的罪恶是显而易见的，他 
 们要受到审判  ；  而有些人的罪后来才 
 会暴露出来。 25 同样，善良的行为也  
 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不明显，也是隐 
 藏不住的。 

 作奴隶  的，应该  尊重主人。以免 
 上帝的名字和我们的教导受到亵 

 渎。 2  如果主人是信徒，奴隶不应该  
 因为他们是兄弟而对他们缺少敬意， 
 而是要更加殷勤地服侍他们，因为受 
 益的人是他们所爱的信徒。 

 虚   假的教义和丰富的真理  
 你一定要教育、鼓励大家做这些  

 事。 3  如果有人传授的教义与我们主  
 基督健全的教义和侍奉上帝的真理之 
 道不相符合，  4  他就是骄傲自满、无  
 知的人。他们有好争、挑字眼的毛  
 病。从这些事里会滋生出嫉妒、纷  
 争、诽谤和疑惑， 5  还会引起精神上  
 堕落以及丧失了真理的人们的无休止 
 的争吵。他们以为上帝服务作为发财 
 致富的手段。 

6 人若满足于现状，侍奉上帝就会 

 十八节：旧约《申命记》25:4.还有“工作的人有 
 权获得报酬. �  参看《路加福音》10:7 

 使他富有。 7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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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带来什么，当我们死去时，也不 
 会带走什么。  8  我们有吃有穿，就该  
 知足。  9 但是，那些想发财的人却落 
 入了诱惑和陷井里，落入了愚蠢和有 
 害的欲望之中，这会使人陷入毁灭。 
10 因为贪图钱财是万恶之源，有些人  
 在这种欲望中已经背离了信仰，使自 
 己饱尝痛苦。 

 你们不应该忘记的事  
11  作为上帝子民的你，要远避这  

 些   事。要追求正义的生活，侍奉上  
 帝，要追求信仰、爱、坚韧、和温  
 和。 12  要在你们信仰所要求的高贵的 
 竞赛中，坚持斗争，争取获得那永  
 恒的生命。你是为此而受到召唤  
 的，你已经当着许多人的面作了这  
 美好的声明。 13 我在赋生命于万物的 
 上帝和在本丢彼拉多面前用美好声  
 明作过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命令  
 你：  14  遵守给   你的命令，以便一尘  
 不染，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  
 稣基督出现。  15  在适当的时刻，那  
 位受到祝福的独一无二的主宰、王  
 中之王和主上之主的上帝会使这一  
 切发生，  16  他是唯一不朽的，他生活 
 在不可接近的光芒中，没人看见过  
 他，也没有人能够看得见他。愿荣  
 誉和永恒的力量归于他。阿们。 17 要 
 命令今世的富人不要得意，不要把  
 希望寄托在靠不住的钱财上，而要  
 把希望寄托在上帝的身上，他会为  
 我们的享受丰盛地提供一切。 18  告诉  
 他们要行善，多做好事，要慷慨，  
 乐于与人分享自己的所有。  19  这样， 
 他们才会在天堂为自己存贮财富，  
 这财富为未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使他们能把握住那真正的生命。 

20 提摩太，要保护好托付给你的一 
 切，要避免世俗的空谈和所谓知识的 
 争论。 21 有些人自称有“知识”，但  
 实际上已背弃了信仰。 

 愿上帝的恩典与你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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