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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 6:3-21 

一、 觀察： 

1. 前後文： 

接續前次查經第四章後，第五章閞始保羅提到對待一般會友、寡婦、長老的原則，以

及會友中僕人當如何和主人相處，是對在牧會時遇到各種狀況的提醒。 

這一段是整卷書的最後一部份，從內容看是對提摩太個人的提醒，從整卷書的結構看，

是整卷書的總結。 

 

2. 經文分析 

 

3. 分段： 

I. 傳異教者的特質 (6:3-5) 

(1) 自高自大、一無所知 (6:3-4) 

(2) 心術壞、貪財  (6:5) 

II. 屬神的人應有的特質(6:6-10) 

(1) 敬虔加上知足(6:6) 

(2) 財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6:7-8) 

(3) 貪財導致滅亡(6:9-10) 

III. 提摩太應有的回應(6:11-16) 

(1) 逃避以上事，追求屬靈事(6:11) 

(2) 要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6:12) 

(3) 保羅的囑咐(6:13-16) 

IV. 提醒富有的會友(6:17-19) 

(1) 不要靠錢財，要靠神(6:17) 

(2) 要在好事上富足，預備將來(6:18-19) 

V. 結語(6:20-21) 

 

4. 初步觀察： 

(1) 對比： 

傳正道─傳異教(6:3) 

貪財─知足(6:6-10) 

屬神的人應逃避的─屬神的人應追求的 (6:11) 

(2) 重複 

命令句： flee, pursue, (6:11) fight, take,)6:12) keep,(6:13) command,(6:18, 18), guard, 

turn(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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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解釋： 

1.6:3以「若」開頭，是一個條件子句，它的主要子句在哪裡？ 

中文和合本的翻譯像是這條件子句沒有主要子句，第 4節又是另一個句子，像是「如

果有人傳異教，則…..，有另一批人自高自大，專好問難…..」，第 5 節好像又是講另一批

人。KJV的翻譯也有類似的狀況。 

NIV和 NASB的翻譯比較清楚： 

NIV 

6:3If anyone teaches false doctrines and does not agree to the sound instruction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nd to godly teaching, 

6:4he is conceited and understands nothing. He has an unhealthy interest in controversies and quarrels 

about words that result in envy, strife, malicious talk, evil suspicions 

5and constant friction between men of corrupt mind, who have been robbed of the truth and who think 

that godliness is a means to financial gain. 

從 NIV的翻譯可以看出 6:3是條件子句，主要子句在 6:4的前半。也就是說「若有人

傳異教，不服從我們主耶穌基督純正的話與那合乎敬虔的道理，那他就是自高自大，一無

所知。」「服從」NIV譯作 agree，表示不是指他們的行為是否服從，而是指他們所傳的內

容和耶穌基督的話不合，指出保羅所傳的道最高的權威是從耶穌基督來，任何和耶穌所傳

的道不合，那個人就是自高自大，一無所知。 

從 NIV的翻譯可以看出 6:4的後半是在描述這批人有兩種特性─「專好問難」和「爭

辯言詞」， NIV譯作 unhealthy interest in controversies and quarrels about words，意思是對有

爭議的事，對咬文嚼字特別有興趣，而且這些興趣是不健康的興趣。從這兩種特性就生出

四個結果─嫉妒、紛爭、毀謗、妄疑(evil suspicions邪惡地猜疑)，3:5再加上第五個結果─

爭競。爭競的對象是經常地與壞了心術(corrupt mind)的人，第 5節的後半是在形容這些壞

了心術的人特徵是─失喪真理(robbed of the truth)和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godliness is a 

means to financial gain)。 

 

2.第 6節和合本用「然而」，NIV是以 but開頭，表示一個對比，指的是哪一個對比？ 

在前兩節裡，保羅提出了那些傳異教人的行為有許多特徵，但這裡只找一個對比─貪

財和知足，顯示這是最重要的一項特徵。那些傳異教的人最重要的特質是「貪財」，保羅提

出的對比是「知足」，原因是之一是「財得多了又不能帶走」(6:7-8)，第二個原因是「貪財

會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6:9) 

首先保羅指出他們「貪財」的錯誤，因此提出一個對比是「知足」，6:6的最後提到「他

們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指出那些人想要用「敬虔」來「得利」，而保羅提出的「敬虔」

不應與「得利」放在一起，而是與「知足」在一起，這樣的結果「敬虔」本身就是「大利」，

這裡「大利」和前一節的「得利」是同一個字，因此保羅的意思是「貪財的敬虔」不是得

利，「知足的敬虔」才是得利。 

接下去的 6:7 是解釋為何要「知足」，「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也不能帶什麼

去」，解釋得到多了也帶不走，6:8NIV是用 but開頭，表示是相反的語氣，保羅提出的對比

是「反而應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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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0保羅提出另一個貪財的問題，貪財會使人落在私慾裡，落在敗壞和滅亡中(6:9)，

而且有人因貪敗就離開了真道，得到許多「愁苦」(6:10)。 

（有人引用一些解經書，提到「因為」(hoti）可能是加上去的，而且加得很不自然….，

實際上希臘文聖經中用的字是 ga.r，而不是他所說的 hoti，沒學過希臘文的，可以不必計

較解經書對希臘文的討論，從英文去理解就可以了) 

 

3.第 11節和合本用「但」開頭，NIV又是用 but開頭，提出了哪一個對比？ 

本質上 6:11保羅特別提出「你這屬神的人」對比是「那些傳異教的人」。 

該做的事也是一個對比： 

「要逃避這些事」，「這些事」從前後文可以看出，指的是前面那些傳異教人的特徵─

好問難，好爭辯言詞，當然包括這所引發的嫉妒、紛爭、毀謗、妄疑，保羅特別提到「貪

財」，因此「這些要逃避的事」應該也包括「貪財」。 

「要追求公義、敬虔、信心、愛心、忍耐、溫柔。」(6:11) 

這裡保羅指出提摩太要和那些傳異教的人不同，要逃避對那些對理解真理無益的事，

而要追求對與真理有關的事。 

 

5. 在 12節中「美好的仗」指的是什麼？「持定永生」是什麼意思？ 

在 1:18 也提過「美好的仗」，在第一章就提到要持守真道，打美好的仗，第 6章再提

有人傳異教，而且這些人貪財，在這節的前面保羅提到不要像傳異教的人，後面提到要提

摩太囑咐那些富足的人應如何做，顯示傳異教者的影響不小，相對的提摩太要傳的是真道，

這裡特別提出「要為真道打美好的仗」，因此這場仗的本質應是真道和異教傳播時產生的衝

突。 

「持定」NIV和 NASB都用 take hold of指的「抓住不放」的意思。保羅給提摩太的兩

個指令是「美好的仗」和「持定永生」表示這兩者是有密切關係的，而打美好的仗的重點

在於「傳真道」和「傳異教」的衝突，而傳真道是要抓住永生不放，那傳異教的結果應是

得不到永生。 

 

6. 第 16節要將他顯明出來，他是指誰？ 

中文和合本的標點顯示 14節是一句的結束，15-16節是一句，如此就看不出他指的是

誰。從 NIV的翻譯可以看出 13-16是一個長句： 

主要子句是 I charge you to keep this command我囑咐你要守這命令。 

13節「在叫萬物生活的上帝面前，並在向本丟‧彼拉多作過那美好見證的基督耶穌面

前」是一個副詞子句，形容 charge(囑咐)。 

「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形容「守」 

which God will bring about in his own time(要將他顯明出來。)是形容耶穌，因此他指的

是「耶穌」。 

其他的字如「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就是那獨一不死、住在人

不能靠近的光裏，是人未曾看見、也是不能看見的」都是在形容神。 

這是個長句，保羅用了很長的句子在形容神和耶穌，但最重要的子句是「我囑咐你要

守這命令，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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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囑咐提摩太守這命令後，為何第 17節特別要提摩太囑咐那些富足的人？ 

前文保羅提出那些傳異教的人，很大的問題是貪財，在這裡保羅叫提摩太囑咐那些今

世富足的人要如何，顯示在以弗所的教會中有些有錢的信徒，他們不見得和那些傳異教的

人同夥，但他們也和那些傳異教的人一樣，面臨錢財的誘惑，因此保羅要提摩太提醒這群

人應如何，不要和那些傳異教的人一樣。 

在這裡保羅提出他們不要自高、倚靠錢財。要倚靠神(6:17)、要行善、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捨、樂意供給人。(6:18)為的不是今生，而是永生。(6:19) 

 

8. 第 19節「為自己積成美好的根基，預備將來。」和佛家講的「善有善報，惡有惡

報」的觀念是否相同？ 

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意思是行善，就會得善報，行惡就會得惡報。在這裡保

羅的重點不在因信稱義，但他相信提摩太是懂得「因信稱義」的道理，在這裡要有錢人行

善，並不是說行善他們就得上天堂的報應，不行就得下地獄的報應。是否上天堂的關鍵在

「信」不是在「行善」，而是要提摩太告訴這些有錢人，他們是已經得到永生的一群，但保

羅要提摩太提醒他們，在地上的行為和他們在天上的生命有關，就如馬太福音 19:21 耶穌

對少年人說 

21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

來跟從我。」 

是否進天堂在於他是否要跟從耶穌，但變賣所有的，分給窮人的功能是積財寶在天上，

表示以後在天上，有人是富足的，有人是貧窮的，基督徒的行善，不光是行耶穌的教導，

還有末世的義意。 

 

9. 什麼是「世俗的虛談」和「似是而非的學問」？ 

「世俗的虛談」NIV譯作 godless chatter，KJV作 vain babblings，現代中文譯本作「不

敬虔的空談」，從這些翻譯可以得知保羅指的是「不信神的言論」。 

「似是而非的學問」 

NIV: opposing ideas of what is falsely called knowledge 

KJV:oppositions of science falsely so called: 

NASB:the opposing arguments of what is falsely called "knowledge"— 

新釋本：冒稱是知識的那種反調； 

現代中文譯本：所謂「知識」的荒謬爭論。 

從這些翻譯可得知這裡指的是一些反對(神)的論調，在世俗被稱作「學問」，在 21 節

提到，已經有人自稱有這個「學問」，就因為有了這學問，就偏離了真道，顯示這個被稱作

「學問」的，是不信神的言論，或會使人不信神的言論，保羅提醒提摩太要躲避這些事。 

三、 歸納： 

1. 傳異教的特點是與耶穌教訓不符(1, 10, 20-21) 

2. 屬神的人要追求與永生有關的事。(11, 12, 14, 18-19,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