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9 天【提摩太前書】第一章  
大綱 
1. 問安      (㇐ 1-2） 
2. 錯誤和異端   (㇐ 3-7） 
3. 律法的功用          (㇐ 8-11) 
4. 保羅的見証          (㇐ 12-17) 
5. 勸勉提摩太打美好的仗(㇐ 18-20) 
 
 
經 文 

 

 

 開始先為
香港政制
發展及中
港矛盾問
題禱告 

1 奉我們救主神和我們的盼望基督耶穌之命，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
羅， 2 寫信給那因信主作我真兒子的提摩太：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
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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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也不可聽從荒渺無憑的話語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生辯論，
並不發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 5 但命令的總歸就是愛，這愛是從清潔的
心和無虧的良心、無偽的信心生出來的。 6 有人偏離這些，反去講虛浮的
話， 7 想要作教法師，卻不明白自己所講說的、所論定的。 
 

8 我們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 9 因為律法不是為義人
設立的，乃是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誠和犯罪的，不聖潔和戀世俗的，弒
父母和殺人的， 10 行淫和親男色的，搶人口和說謊話的，並起假誓的，
或是為別樣敵正道的事設立的。 11 這是照着可稱頌之神交託我榮耀福音
說的。 
 

12 我感謝那給我力量的我們主基督耶穌，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事
他。 13 我從前是褻瀆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還蒙了憐憫，
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時候而做的。 14 並且我主的恩是格外豐盛，使我
在基督耶穌裏有信心和愛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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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 16 然而我蒙了憐
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切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永
生的人作榜樣。 17 但願尊貴、榮耀歸與那不能朽壞、不能看見、永世的
君王、獨㇐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18 我兒提摩太啊，我照從前指着你的預言，將這命令交託你，叫你因
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19 常存信心和無虧的良心；有人丟棄良心，就在
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般。 20 其中有許米乃和亞歷山大，我已經把他們
交給撒但，使他們受責罰，就不再謗瀆了。 

 



 

第 30 天【提摩太前書】第二章  
大綱 
1. 要為萬人及在位的禱告(二 1-7） 
2. 婦女當廉恥自守      (二 8-15) 
 
 
經 文 

 

 

 開始先為
香港青少
年打遊戲
機問題  
禱告 

1 我勸你第㇐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 2 為君王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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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
穌。 6 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到了時候，這事必證明出來。 7 我為此
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外邦人的師傅，教導他們相信，學習真道。
我說的是真話，並不是謊言。 

8 我願男人無忿怒，無爭論*，舉起聖潔的手，隨處禱告。9 又願女
人廉恥、自守，以正派衣裳為妝飾，不以編髮、黃金、珍珠和貴價的衣
裳為妝飾； 10 只要有善行，這才與自稱是敬神的女人相宜。 11 女人要
沉靜學道，㇐味地順服。 12 我不許女人講道，也不許她轄管男人，只要
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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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在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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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1 天【提摩太前書】第三章  
大綱 
1. 監督的資格 (三 1-7） 
2. 執事的資格 (三 8-13） 
3. 敬虔的奧秘 (三 14-16） 

 
 
經 文 

 

 

 開始先為
香港法治
及廉潔的
精神禱告 

 

1 「人如果嚮往監督的職分，他就是渴慕美好的工作。」這話是可信
的。 2 所以*監督必須無可指摘，只作㇐個婦人的丈夫，*節制，自律，
*端正，*樂意款待客旅，善於教導， 3 不酗酒，不打人，倒是謙和的，
不好鬥，不貪財， 4 善於治理自己的家，*使兒女順服，完全*莊重── 5 人
如果不曉得治理自己的家，怎能照顧神的教會呢？── 6 監督*不能是剛
信主的人，以免他自高自大，落入魔鬼所受的刑罰裏。 7 監督還必須*
在教外有好名聲，以免遭人辱罵，落入魔鬼的網羅。 

8 同樣，*執事也必須莊重，不㇐口兩舌，*不酗酒，不貪圖不義的收
益， 9 以清潔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奧秘。 10 他們也要先接受考驗*，若是
無可指摘，才可讓他們擔任執事。 11 同樣，*他們的妻子*也必須莊重*，
不惡意毀謗，節制，事事忠心。 12 執事只應該*作㇐個婦人的丈夫，*善
於管教*兒女和治理自己的家。 13 其實，*人做好了執事的職分，就為自
己取得美好的地位，*並在基督耶穌裏的信仰上大有膽量。 

14 *儘管我盼望*很快就到你那裏去，還得把這些事寫給你。 15 即使
我來遲了，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裏應當怎樣做。這個家就是永活神的
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16 無可置疑，*這敬虔信仰*的奧秘實在偉
大：他以肉身顯現，在聖靈裏稱義，*被眾天使看見，被傳到外族，為世
人所信奉，被接到榮耀裏。 



 

第 32 天【提摩太前書】第四章  
大綱 
1. 預言有人離棄信仰 (四 1-5) 
2. 基督耶穌的好僕役 (四 6-16) 
 
經 文 

 

 

 開始先為
香港言論
及宗教自
由禱告 

1 *聖靈明確地說，在末後的時期，必定有人離棄信仰*，專注於騙
人的邪靈和鬼魔的教導。 2 這些教導是出於說謊者的弄虛作假；這些
說謊者*的良心被熱鐵烙慣了*。 3 他們禁止嫁娶，要人避開某些食物；
食物都是神所造的，讓相信主又*認識真理的人懷着感謝的心*領受
的。 4 因為*神所造的㇐切都是好的，人只要懷着感謝的心領受，就沒
有甚麼要拒絕了， 5 因為*藉着神的話語和人的祈求，這些都成為聖潔
了。 

6 你若把這些事指示弟兄們，就是基督耶穌的好僕役*，常常在信
仰的真理*和你素常所依從的美善教義上得到栽培。 7 但*那些世俗的
*、老婦的無稽傳說*，你不要聽取*；你倒*要在敬虔方面操練自己； 8 因
為操練身體益處有限，但敬虔*在各個方面都有益處，有今生和來生的
應許。 9 這話是可信的，值得完全接受。 10 事實上，*我們正是為此
勞苦，奮鬥不懈，*因為*我們把盼望寄託在永活神身上。他是萬人的
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11 你要吩咐人、教導人這些事。* 12 不要讓人小看你年輕，反而要在
言語、行為、愛心、信心、純潔等各方面，作信徒的榜樣。 13 你要專
心*宣讀聖經、勸勉、教導，直等到我來。14 不要忽略你已有的恩賜*，
就是藉着預言，在眾⾧老按手在你身上的時候賜給你的。 15 這些事*
你要思想*，要全心投入，*讓大家看出你的⾧進*來。 16 你要留意自
己，也要留意自己的教導。要在這兩件事上*堅持不懈，因為*這樣做，
既可以救你自己，也可以救那些聽你的人。 

 



 

第 33 天【提摩太前書】第五章  
大綱 
1. 當如何規勸老幼男女  (五 1-8） 
2. 寡婦登冊的原則   (五 9-16） 
3. 當敬奉⾧老    (五 17-25） 
 
 
經 文 

 

 

 開始先為
全球暖化
環保問題
禱告 

1 不可嚴責老年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勸少年人如同弟兄； 2 勸老
年婦女如同母親；勸少年婦女如同姐妹；總要清清潔潔的。3 要尊敬那真
為寡婦的。 4 若寡婦有兒女，或有孫子、孫女，便叫他們先在自己家中
學着行孝，報答親恩，因為這在神面前是可悅納的。 5 那獨居無靠真為
寡婦的，是仰賴神，晝夜不住地祈求禱告。 6 但那好宴樂的寡婦，正活
着的時候也是死的。 7 這些事你要囑咐她們，叫她們無可指責。 8 人若
不看顧親屬，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還不好。不看顧自己家裏的人
更是如此。 

9 寡婦記在冊子上，必須年紀到六十歲，從來只作㇐個丈夫的妻
子， 10 又有行善的名聲，就如養育兒女，接待遠人，洗聖徒的腳，救濟
遭難的人，竭力行各樣善事。11 至於年輕的寡婦，就可以辭她，因為她
們的情慾發動，違背基督的時候，就想要嫁人。 12 她們被定罪，是因廢
棄了當初所許的願， 13 並且她們又習慣懶惰，挨家閒遊；不但是懶惰，
又說⾧道短，好管閒事，說些不當說的話。 14 所以我願意年輕的寡婦嫁
人，生養兒女，治理家務，不給敵人辱罵的把柄，15 因為已經有轉去隨
從撒但的。16 信主的婦女，若家中有寡婦，自己就當救濟她們，不可累
着教會，好使教會能救濟那真無倚靠的寡婦。 
 

17 那善於管理教會的⾧老，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勞苦傳道教
導人的，更當如此。 18 因為經上說：「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
牠的嘴。」又說：「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 19 控告⾧老的呈子，非有
兩三個見證就不要收。 20 犯罪的人，當在眾人面前責備他，叫其餘的人
也可以懼怕。21 我在神和基督耶穌並蒙揀選的天使面前囑咐你：要遵守
這些話，不可存成見，行事也不可有偏心。 22 給人行按手的禮，不可急
促；不要在別人的罪上有分，要保守自己清潔。23 因你胃口不清，屢次
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點酒。24 有些人的罪是明顯的，如
同先到審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隨後跟了去的。 25 這樣，善行也有明顯
的；那不明顯的也不能隱藏。 



 

第 34 天【提摩太前書】第六章  
大綱 
1. 僕人當恭敬主人   (六 1-2） 
2. 要有敬虔加知足的心  (六 3-5） 
3. 貪財是萬惡之根   (六 6-10） 
4. 當持定永生    (六 11-16） 
5. 勸人在好事上富足  (六 17-21） 
 
經 文 

 

 

 開始先為
未信主的
家人及親
戚禱告 

1 凡在軛下作僕人的，當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
道理被人褻瀆。 2 僕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為與他是弟兄就輕看他；更
要加意服事他，因為得服事之益處的，是信道蒙愛的。你要以此教訓人、
勸勉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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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他是自高自大，㇐無所知，專好問難，爭辯言詞，從此就生出嫉妒、
紛爭、毀謗、妄疑， 5 並那壞了心術、失喪真理之人的爭競。他們以敬虔
為得利的門路。 
 

6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7 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
上來，也不能帶甚麼去， 8 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9 但那些想要發財
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裏，叫人沉在敗壞和
滅亡中。 10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
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11 但你這屬神的人要逃避這些事，追求公義、敬虔、信心、愛心、忍
耐、溫柔。 12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為此被召，也在
許多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見證。 13 我在叫萬物生活的神面前，
並在向本丟彼拉多作過那美好見證的基督耶穌面前囑咐你： 14 要守這命
令，毫不玷污，無可指責，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 15 到了日期，
那可稱頌、獨有權能的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16 就是那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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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他顯明出來。
但願尊貴和永遠的權能都歸給他。阿們！ 
 

17 你要囑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無定的錢財；
只要倚靠那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的神。 18 又要囑咐他們行善，在好事上
富足，甘心施捨，樂意供給人*， 19 為自己積成美好的根基，預備將來，
叫他們持定那真正的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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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已經有人自稱有這學問，就
偏離了真道。願恩惠常與你們同在！ 



 

第 35 天【提摩太後書】第一章  
大綱 
1. 當興旺從神來的恩賜 (㇐ 3-7） 
2. 為福音受苦不以為恥 (㇐ 8-14） 
3. 稱讚阿尼色弗   (㇐ 15-17） 
 
 
經 文 

 

 

 開始先為
未信主的
朋友同學
及同事 
禱告 

1 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穌裏生命的應許，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
羅， 2 寫信給我親愛的兒子提摩太：願恩惠、憐憫、平安從父神和我們
主基督耶穌歸與你！ 

3 我感謝神，就是我接續祖先用清潔的良心所事奉的神。祈禱的時
候，不住地想念你， 4 記念你的眼淚，晝夜切切地想要見你，好叫我滿
心快樂。 5 想到你心裏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
妮基心裏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裏。 6 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
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 7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
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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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神救了我們，以聖召召我們，
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
耶穌裏賜給我們的。 10 但如今藉着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才表明出
來了。他已經把死廢去，藉着福音，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 11 我為
這福音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師傅。 12 為這緣故，我也受這些苦難，
然而我不以為恥。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
的*，直到那日。 13 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要用在基督耶穌裏
的信心和愛心，常常守着。 14 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
們裏面的聖靈牢牢地守着。 

15 凡在亞西亞的人都離棄我，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吉路和黑摩
其尼。 16 願主憐憫阿尼色弗㇐家的人，因他屢次使我暢快，不以我的鎖
鏈為恥， 17 反倒在羅馬的時候殷勤地找我，並且找着了。 18 願主使他
在那日得主的憐憫。他在以弗所怎樣多多地服事我，是你明明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