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天主教聖經學院

牧函

 保祿與他的十分密切，稱他為︰兄弟、天主的僕人(得前3:2)；兒
子(斐2:19-23)；親愛和忠信的孩子(格前4:17)；助手(羅16:21)
 共同寫作某些信件︰得前、斐、格前、費、得後、哥
 教會相傳他是厄弗所第一任主教，在厄弗所所殉道
 他的敬禮在1月26日

牧函
什麼是牧函
 弟茂德前書、弟茂德後書、弟鐸書
 主題、神學思想、風格相似
 教會有相同的組織和問題

弟鐸
 希臘人、保祿傳教的得力助手
 耶路撒冷宗徒會議時，保祿帶同他到耶路撒冷(迦2:1-3)

文學類型
 書信︰有收信人、致候詞、祝福等
作者
 保祿
 弟前1:1; 弟後1:1; 鐸1:1
 某些細節顯示作者為保祿(弟前5:23; 弟後3:13)
 不少學者懷疑作者不是保祿
 文字風格、神學思想與保祿其他書信不同
 教會結構較為複雜
 與《宗徒大事錄》的記載不符
 如果不是保祿，他可能是
 保祿弟子、託保祿之名
 延續師傅的思想，應付新的環境
寫作時間及地點
不是保祿
時間
80-110 AD
地點
厄弗所一帶

普及課程






他負責調停保祿與格林多人之間的衝突(格後7:5-16)
代表保祿到格林多收集捐款(格後8:6, 16, 23; 12:17-18 )
教會相傳他是克里特第一任主教，死在克里特
他的敬禮在1月26日

牧函基本內容
《弟茂德前書》
 背景是厄弗所，教會已建立了一段時間
 弟茂德代表保祿到了厄弗所，改革教會

厄弗所

《弟鐸書》
 背景是克里特，教會初成立
 保祿把弟鐸留在那裏管理教會

保祿
62-66 AD
羅馬

《弟茂徒前書》與《弟鐸書》內容差不多
 信中教導他們如何管理教會
 信內有不少教會的生活的指示
 也鼓勵他們盡好自己的本份，忠於基督的
福音，對抗困擾當地教會的「假教師」

弟茂德
 弟茂德是混血兒，母親是猶太人
 保祿在第二次傳教時，在呂斯特辣遇到了弟茂德(宗16:1-5)
 與保祿一起傳教(宗17:14; 18:5; 19:22; 得前3:6)、一起到耶路撒冷
(宗20:4-5)、一起坐牢(哥1:1)
 經常代表保祿探望各地教會

克里特

《弟茂德後書》
 背景是保祿在羅馬因為福音而坐牢，而且即將殉道
 信中勸喻弟茂德要盡忠，學習保祿和基督的榜樣
 《弟後》是保祿的遺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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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友是家人，應有相稱的行為表現

教會狀況
 教會面對著內憂外患
 內憂：「假教師」教導偏離「正統」的信仰
 外患：社會對新興的教會有懷疑，甚至出現迫害

教會組織
 職位︰監督、長老、執事
 當時教會的結構可能是︰
 每個教會都有一群長老負責管理
 長老團其中一人為監督，他是長老之首
 長老之下有執事協助他們
 牧函沒有列出他們的職務，只列出他們應有的品格

假教師
 部份假教師名字︰依默納約(弟前1:20;弟後2:17)、亞歷山大(弟前
1:20)、非肋托(弟後2:17)
 假教師教導的是異端道理(弟前1:3; 6:3)
 相反了「健全的道理」(弟前1:10; 6:3; 弟後1:13; 4:3; 鐸1:9,
13; 2:1-2, 8)
 牧函沒有反駁他們的教導，只是強調甚麼是正確的道理和行為
 也指出他們的品格有問題，例如︰自大、無知、愛辯論(弟前
6:4)；貪婪、貪財(弟前6:6; 鐸1:11)；跟隨魔鬼、埋沒良心(弟
前4:1-2)
 他們教導的內容包括︰
 探求傳說、祖譜(弟前1:3-7)
 猶太人傳說、人的規定(鐸1:10-16)
 禁止嫁娶、戒絕食物(弟前4:1-5)
 復活已經發生了(弟後2:14-21)
 假教師是誰？
 猶太基督徒 [受割損的人(鐸1:6-10)]
 異端「諾斯底主義」(?)
 假教師的教導可能與保祿有關(格前7:7-8; 羅6:4-5,11; 格前8,10)
 他們可能自認是保祿的傳人，教導與牧函作者對保祿的教訓不
同的演繹
 伯多祿也警告人要小心分辨(伯後3:15-16)
 牧函的作者代表真正保祿的教訓，保衛正確的信仰

監督
監督是天主的管家(鐸 1:7)
做監督的條件︰
弟前 3:1-7
 男性、只結婚一次
 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子女
 不是新教友
 無可指摘
 品格良好
 節制、慎重、端莊、溫良
和善、好客
 不嗜酒、不暴戾、不貪愛
錢財
 善於教導
 社會上有好聲望

鐸 1:7-9
 無可指摘
 品格良好
 有節制、慎重、好客
 不嗜酒、不暴戾、不發
怒、不貪污
 堅持那合乎教理的真道
 能以健全的道理勸戒/駁斥人

長老
 教會長老(宗11:30; 15:2, 4, 6, 22-23; 雅5:14)
 鐸1:6列出了做長老的條件
 無可指責
 男性、只結婚一次
 子女都是信徒
 沒有放蕩不覊

牧函中的教會
 天主的家(弟前3:14-16)
 永生天主的教會是天主的家
 真理的柱石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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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崇拜 (弟前2:1-12)
 為所有人祈禱，特別是君王
 理由：得到寧靜平安(2:2)、天主希望所有人得救(2:4)
 男性注意自己的態度，不應發怒和爭吵(2:8)
 女性祈禱時的應有的態度(弟前2:9-12)
 著重內在品格，服飾要端莊(9-10)
 靜默受教、事事服從(11)
 不可施教、要受男人的管轄(12-15)
 牧函作者強調當時社會的價值
 妻子對丈夫的完全服從，並有良好的品格(15)
 婦女的角色是在家中，本份是生兒育女
 要求婦女做好自己的本份，避免教會受到社會的反對

弟前5:17-22處理長老兩問題︰
 長老的回報問題：他們應得到相應的報酬
 犯錯長老的處理：嚴肅對待
 提醒弟茂德要小心按立長老︰經長時間觀察
執事
 服事他人的人、僕人或助手
 一般的稱呼：保祿(羅1:1; 迦1:10; 弗3:7)、弟茂德(弟後2:24)
 一種職務：宗6:2; 21:8
 做執事的資格(弟前3:8-13)
 端莊、不可欺騙、不貪婪、信仰堅定
 只結婚一次、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要先受試驗
 女執事(弟前3:11)？
 羅馬書16:1女執事福依貝
 女性在教會有公開的角色

一般教友
組別
年老男性
(鐸 2:2)

寡婦(弟前5:3-16)
 有家人的寡婦
 由家人照顧
 報答祖先(5:4)、也是天主的要求(5:8)
 真正的寡婦：那些沒有家人的
 無依無靠，由教會照顧
 行為無可指摘(5:6)
 錄用的寡婦(5:9-11)
 在教會內服務？救濟名單內？
 六十歲、結婚一次
 有各種善行︰教育過兒女、款待旅客、為宗徒服務、賙濟有困
難的人
 年輕的寡婦(5:11-15)
 年輕的寡婦行為使人覺得困擾
 解決辨法︰再婚、受男人的管轄
 不給與別人藉口指責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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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訓
 一般的德行：節制、端莊、慎重
 基督徒德行：信德、愛德、忍耐

年老女性
(鐸 2:3-4)

 不毀謗、不醉酒、聖善
 角色：在家中教導子女

年青女性
(鐸 2:4-5)






年青男性
(鐸 2:6-8)

 慎重
 以弟鐸作榜樣

奴隸
(鐸 2:9-10;
弟前 6:1-2)

 忠信、服從、不抗辯、不盜竊、令主人喜悅
(鐸2:9-10)
 尊敬主人 (弟前6:1-2)
 理由︰
 以自己的行為為天主作見證(鐸2:10)
 避免天主被人褻瀆(弟前2:1)

理想婦女：愛丈夫、愛子女
一般德行：慎重、貞節、良善、服從
女主內：善於理家
理由：使福音免於受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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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驕傲、依恃財富





財富是天主的賞賜
如何使用財富︰享用、行善、分享
善用財富的回報：得永生

普及課程

 保祿把所寄託的健全的道理，再傳了給弟茂德(1:13-14)，他要
好好保管
 鼓勵弟茂德和其他人追隨自己的榜樣，跟隨保祿的生活模式，
包括受苦(3:10)
受苦的模範
 弟後2:8-13
 保祿受苦是為了福音和蒙選的人
 福音不會因保祿受苦而受挫
 堅忍的必有賞報
 弟後3:10-13
 受苦是保祿使命的一部份
 基督徒必會受苦，要作好準備(3:12)
 保祿是受苦的榜樣
 弟後4:6-8
 保祿即將殉道
 他已忠信地完成了他使命
 上主會給他賞報
 弟後4:9-18
 保祿雖然受苦，但他對天主仍充滿信心，他相信天主會支持
他、拯救他
 雖然不少人離棄了他，但仍有很多人與保祿同一陣線
 正確的信仰不會隨保祿死亡而消失

社會生活(鐸3:1-7)
 服從執政的官長、自願行各種善事、對眾人極其溫和
 理由
 信徒曾經犯罪，但獲得了天主的恩待，成為永生的承繼人
 從天主身上學到善良和仁慈
牧函中的保祿
身份︰
 宗徒(弟前1:1; 2:7; 弟後1:1, 11; 鐸1:1)
 天主的僕人(鐸1:1)
 宣道者(弟前2:7; 弟後1:11)
 外邦人的教師(弟前2:7)
 導師(弟後1:11)
罪人的模範
 弟前1:12-16
 保祿本為罪人的魁首
 基督對他有豐厚的恩寵
 對他憐憫、堅忍
 基督委託他宣講，給與他權威

對弟茂德的最後訓勉
 他要好好保管這「健全道理」，奉為模範
 把保祿的教導委托給忠信可靠的人(2:2)，把這健全的道理教導
別人，讓信仰可以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弟茂德要堅強(弟後2:1)
 他和所有教會領袖要與保祿一樣受苦(2:3)
 困難的時期必然會來臨(3:1)，基督徒必會受苦，要作好準備
(3:12)
 弟茂德要忠於信仰及聖經的教訓(3:14-17)

基督徒的模範
 弟後1:11-14
 天主立為宣講者、宗徒和導師(弟後1:11-14)
 保祿受天主所寄託︰信仰/健全的道理(1:12)
 他身體力行自己的教訓
 並不以受苦為恥
 他依靠著天主的大能和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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