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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後書簡介】 

一、著者、著時︰使徒保羅。 

 《提摩太後書》是保羅於他再次被捕之後，約在主後六十七年為主殉道之前，寫於羅

馬監獄。當時，保羅預知自己大難將臨(提後四 6)，乃寫本書信有意將他的事工移交給提

摩太，又叫提摩太知人善任，囑咐他經歷基督精兵的種種爭戰。 

 受書者提摩太係路司得人，他的父親是希臘人，母親是猶太人；母親與外祖母均信

主，且極其虔誠，自幼教他讀舊約聖經(提後一 5；三 15)。提摩太大部分時間跟隨保羅事

奉主，與他同行、同工、同勞(參徒十七 14~15；十八 5；十九 22；二十 1~6)。保羅寫《哥

林多後書》、《腓立比書》、《歌羅西書》、《帖撒羅尼迦前後書》、《腓利門書》時都

與提摩太一同列名；提摩太確是保羅一生得意的助手。 

二、主題︰作主無愧的工人 

 提摩太前書、後書與提多書合稱為教牧書信，因其顯著的內容乃是論教會的管理與牧

養。寫《前書》時的教會是神的家，是真理的柱石和根基(提前三 15)；寫《後書》時的教

會成了大戶人家，內中有了貴重和卑賤器皿的分別(提後二 20)。寫《前書》時環境順利，

沒有阻礙逼迫，所以注重工人建造教會；寫《後書》時有逼迫患難，所以注重工人自身的

忠心守道。《前書》說要在敬虔上操練自己；《後書》說凡敬虔度日的人都要遭遇逼迫。

《前書》強調工人的權柄叫人順服；《後書》是工人用溫柔的心勸勉眾人。 

三、鑰節︰ 

 「你當竭力，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理的道。」(提後

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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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備行各樣
的善事。」(提後二 21)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了；當跑的路我已經跑盡了；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了；從此
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留，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了那日要賜給我的；不但賜給
我，也賜給凡愛慕祂顯現的人。」(提後四 7~8) 

四、鑰字︰「想念」、「苦難」、「守」、「忠心」、「真道」 

五、寫作背景︰  

 保羅因在旅行佈道途中突然被捕，再度繫獄羅馬，自知在世時日無多(提後四 6)，被迫

簡要地將最後幾件重要的事，寫信作為交託，故含有臨死移交事工的意味。 

六、主旨要義︰ 

 勸勉提摩太為福音的緣故竭力（2：15）、盡忠（4：2），如作者保羅一般（4：7），

成為真正的僕人（2：24）。提摩太後書為「保羅的凱歌」，是一個得勝的回憶，是忠實

的勸告，是臨終的囑咐。 

一、無愧工人的精神：為主福音，不怕苦難(一章) 
二、無愧工人的努力：作主精兵，正解真道(二章) 
三、無愧工人的生活：敬虔度日，忍受逼迫(三章) 
四、無愧工人的工作：得時與否，盡職傳道(四章) 



提摩太後書第一章 

內容綱要：                          為福音剛強站立忠心不渝   

一、引言(1-2) 
﹙一﹚寫書者－奉神旨意照著在基督耶穌裏生命的應許、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羅 
約 10:10 我來了、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更豐盛。 
(「生命的應許」是保羅殉道的力量，雖然他寫本書時，已知道自己殉道的時候近了，但卻仍憑這

生命的應許來作使徒。在艱難逼迫的環境中，持定生命的應許，乃是為主站穩到底的根基。) 
﹙二﹚受書者－寫信給我親愛的兒子提摩太(尊重神) 

﹙三﹚祝福的話－願恩惠憐憫平安、從父神和我們主基督耶穌、歸與你 

二、使徒的感謝、稱讚與題醒(3-7) 
﹙一﹚感謝 
  1. 我感謝神、就是我接續祖先、用清潔的良心所事奉的神 
提前 3:9 要存清潔的良心(pure or clear conscience)、固守真道的奧祕。 
  2. 祈禱的時候、不住的想念你 
  3. 記念你的眼淚、晝夜切切的想要見你、好叫我滿心快樂 
﹙二﹚稱讚提摩太無偽之信 
  1. 想到你心裏無偽之信 
   －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羅以、和你母親友尼基心裏的 
  2. 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裏 
(提摩太的外祖母和母親所引領提摩太走的信心道路，是真實沒有虛假的信心。羅以的信心怎樣影

響了友尼基，友尼基又怎樣影響了提摩太，可見父母的信心對兒女的影響是何等重要。) 

﹙三﹚題醒要挑旺恩賜 
  1. 為此我題醒你、使你將神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來 
提前 4:14 你不要輕忽所得的恩賜、就是從前藉著豫言、在眾長老按手的時候、賜給你的。 
  2. 因為神賜給我們、不是膽怯的心(懦弱、膽怯的靈) 
   －乃是剛強(Power)、仁愛(Love)、謹守(Discipline)的心(靈) 

三、不以為福音受苦為恥(8-14) 
﹙一﹚要為福音同受苦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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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總要按神的能力、與我為福音同受苦難(與這福音的苦難一同有份) 
﹙二﹚神以聖召召我們的恩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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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這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裏賜給我們的 
  3. 但如今藉著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纔表明出來了 
   －他已經把死廢去、藉著福音、將不能壞的生命彰顯出來 
(神有一個思想，這一個思想是從萬古之先，在世界還沒有創造之先，就起頭的，就是要藉著耶穌

基督賜恩典給我們。這恩典等到主耶穌來了才表明出來，就取消了行為與行為的結局，使我們因

信能看見、領會並享受。) 



﹙三﹚保羅不以為福音受苦為恥的榜樣 
  1. 我為這福音奉派作傳道的(herald)、作使徒(apostle)、作師傅(teac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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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前 1:5 你們這因信蒙 神能力保守的人、必能得著所豫備、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主只能保守那已經交託祂的人，我們如果相信神能保守，我們就應該交託給祂。) 

﹙四﹚用信和愛持守純正話語 
  1. 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logos)的規模(pattern) 
   －要用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心和愛心、常常守著 
(另譯：你從我所聽見的健全言論，你要用那在基督耶穌裏的信心和愛心奉為規範。) 
  2. 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good deposit) 
   －你要靠著那住在我們裏面的聖靈、牢牢的守著 
(聖靈不但引導我們明白真理，且要賜我們能力，使我們能以持守真理。) 

四、忠心不渝(15-18) 
﹙一﹚亞西亞人離棄保羅 
  1. 凡在亞西亞的人都離棄我、這是你知道的 
  2. 其中有腓吉路和黑摩其尼 
﹙二﹚阿尼色弗不以保羅的鎖鍊為恥 
  1. 願主憐憫阿尼色弗一家的人 
   －因他屢次使我暢快、不以我的鎖鍊為恥 
   －反倒在羅馬的時候、殷勤的找我、並且找著了 
  2. 願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憐憫 
  3. 他在以弗所怎樣多多的服事我、是你明明知道的 
提後 4:19 問百基拉、亞居拉、和阿尼色弗一家的人安。 
 
 

問題討論： 

一、提摩太的外祖母和母親留給提摩太的寶貴遺產是什麼？對我們有何教訓？ 

二、為什麼提摩太的恩賜要再「挑旺」？如何「挑旺」恩賜？ 

三、試按 9-10 節歸納出福音的要點有幾項？ 

 1. 這福音使『神救了我們』(9 節上) 

 2. 這福音『呼召我們』歸主(9 節中) 

 3. 這福音乃是『按祂的旨意』賜給我們的(9 節中) 

 4. 這福音乃是根據祂的『恩典』在基督裏賜給我們的(9 節下) 

 5. 這福音使人看見『救主基督耶穌』(10 節上) 

 6. 這福音將那『不能壞的生命』彰顯出來(10 節下) 

四、保羅對福音的態度和信心上，給予我們什麼榜樣？他要提摩太如何固守真道？ 

五、阿尼色弗一家的人給予我們什麼榜樣？ 



提摩太後書第二章 

內容綱要：                     基督精兵與無愧工人   

一、基督耶穌的精兵(1-7) 
﹙一﹚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中剛強 
  1. 我兒阿、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裏)剛強起來 
  2. 你在許多見證人面前聽見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太 24:45 誰是忠心有見識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理家裏的人、按時分糧給他們呢。 

﹙二﹚事奉者的身分與特徵 
  1.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精兵 
   －凡在軍中當兵的、不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 
(基督精兵的三項特徵：(1)有受苦的心志；(2)專心於事奉；(3)討主喜悅。) 
  2. 人若在場上比武、非按規矩、就不能得冠冕 
(比武者需按規矩，合於神的旨意並屬靈的原則，不可使用人意並肉體的方法。) 
  3. 勞力的農夫、理當先得糧食 
(農夫需勞苦，沒有勞力就沒有收成。忠心勤勞的人必要從主得著獎賞，自己先有享受與飽足。) 
  4. 我所說的話你要思想．因為凡事主必給你聰明(悟性) 

二、基督精兵榮耀的盼望(8-13) 
﹙一﹚雖受苦難神的道卻不被捆綁 
  1. 你要記念耶穌基督乃是大衛的後裔 
   －他從死裏復活、正合乎我所傳的福音 
羅 1:3 論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說、是從大後裔生的、 
羅 1:4 按聖善的靈說、因從死裏復活、以大能顯明是 神的兒子。 
  2. 我為這福音受苦難、甚至被捆綁、像犯人一樣 
   －然而神的道、卻不被捆綁 
  3. 所以我為選民(蒙揀選的人)凡事忍耐 
   －叫他們也可以得著那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 
﹙二﹚與基督同死同活、同忍耐同作王 
  1. 有可信的話說、我們若與基督同死、也必與他同活 
羅 6:5  我們若在他死的形狀上與他聯合、也要在他復活的形狀上與他聯合． 
  2. 我們若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們若不認他、他也必不認我們 
羅 8:17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太 10:33 凡在人面前不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不認他。 
  3. 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不能背乎自己 
(主的信實乃根據祂自己的本性，並不是根據我們人是否可信而更改；祂永遠不能否定祂自己。) 

三、作主無愧的工人(14-19) 
﹙一﹚不為言語爭辦 
  1. 你要使眾人回想這些事、在主面前囑咐他們、不可為言語爭辯． 
  2. 這是沒有益處的、只能敗壞聽見的人 



﹙二﹚按著正意分解真理的道﹙將真道直直的剖開﹚ 
  1. 你當竭力、在神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理的道 
  2. 但要遠避世俗的虛談．因為這等人必進到更不敬虔的地步 
  3. 他們的話如同毒瘡、越爛越大．其中有許米乃(提前一 20)和腓理徒 
  4. 他們偏離了真道、說復活的事已過、就敗壞好些人的信心 
林前 15:17 基督若沒有復活、你們的信便是徒然．你們仍在罪裏。 
林前 15:20 但基督已經從死裏復活、成為睡了之人初熟的果子。 

﹙三﹚總要離開不義 
  1. 然而神堅固的根基立住了．上面有這印記說、主認識誰是他的人 
  2. 又說、凡稱呼主名的人、總要離開不義 
(教會的第一個屬性乃是生命的聯結，所以主認識祂的羊，羊也認識主；教會的第二個屬性乃是生

命的見證，稱呼主名的人裏面那聖別的生命，有能力使他們離開不義。) 

四、作貴重的器皿(20-26) 
﹙一﹚神的家好比大戶人家 
  1. 在大戶人家、不但有金器銀器、也有木器瓦器 
  2. 有作為貴重的、有作為卑賤的 
(神所看重的乃是貴重與卑賤的問題，並不是用處的問題。神所看重的器皿是那一種貴重，並不是

那一種用處更大。神乃是重價值，不是重用處。神乃是重品質，不是重大小。) 

﹙二﹚如何作貴重的器皿 
  1. 人若自潔、脫離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 
  2. 成為聖潔、合乎主用(useful to the Master) 、豫備行各樣的善事 
  3. 你要逃避少年的私慾(youthful lusts 血氣和情慾) 
  4. 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righteousness)、信德(faith)、仁愛(love)、和平(peace) 
  5. 惟有那愚拙無學問的辯論、總要棄絕．因為知道這等事是起爭競的 
﹙三﹚如何待眾人與那抵擋的人 
  1. 然而主的僕人不可爭競、只要溫溫和和的待眾人、善於教導、存心忍耐 
  2. 用溫柔勸戒那抵擋的人．或者神給他們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叫他們這已經被魔鬼任意擄去的、可以醒悟、脫離他的網羅 
太 12:18 看哪、我的僕人、我所揀選、所親愛、心裏所喜悅的、我要將我的靈賜給他、他必將公

理傳給外邦。19 他不爭競、不喧嚷．街上也沒有人聽見他的聲音。 
太 12:20 壓傷的蘆葦、他不折斷．將殘的燈火、他不吹滅．等他施行公理、叫公理得勝． 
 

問題討論： 

一、我們在精兵、比武者、勞力的農夫的比喻上學了什麼？我們是否能忠於所託？ 

二、請分享基督精兵的榮耀盼望？我們是否與基督同死？是否能忍耐？ 

三、請由本章列舉我們應當避談的話語(v.14,16,18,23)？ 

四、如何做一個無愧的工人？（在積極和消極方面各需怎麼作？） 

五、貴重器皿的特性是什麼？怎樣作神貴重的器皿？ 



提摩太後書第三章 

內容綱要：                      面對末世危險的日子   

一、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來到(1-9) 
﹙一﹚危險日子道德墮落的情形 
 1.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來到、因為那時人要 
    1) 專顧自己(專愛自己)  2) 貪愛錢財    3) 自誇  
    4) 狂傲(高抬自己)   5) 謗讟(毀謗褻瀆)   6) 違背父母  
    7) 忘恩負義(不感恩)  8) 心不聖潔    9) 無親情  
   10) 不解怨(不肯和解) 11) 好說讒言(惡言中傷) 12) 不能自約  
   13) 性情兇暴   14) 不愛良善   15) 賣主賣友  
   16) 任意妄為   17) 自高自大   18) 愛宴樂 
   19) 不愛神 
 (你愛的方向，定規了你的一生。你的心若是愛所不當愛的，你就有危險的日子來到。─ 倪柝聲) 
太 6:24 一個人不能事奉兩個主．不是惡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不能又事奉 神、

又事奉瑪門。［瑪門是財利的意思］ 

﹙二﹚危險日子外貌敬虔敵擋真道的情形 
  1. 有敬虔的外貌、卻背了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躲開 
羅 16:17 弟兄們、那些離間你們、叫你們跌倒、背乎所學之道的人、我勸你們要留意躲避他們。 
  2. 那偷進人家、牢籠無知婦女的、正是這等人 
   －這些婦女擔負罪惡、被各樣的私慾引誘．常常學習、終久不能明白真道 
  3. 從前雅尼和佯庇怎樣敵擋摩西、這等人也怎樣敵擋真道 
   －他們的心地壞了、在真道上是可廢棄的 
(據猶太人傳說，從前在法老宮中用邪術敵擋摩西的那兩個術士是「雅尼和佯庇」。他們兩人怎樣

曾經用邪術照樣而行變杖作蛇等奇事，敵擋摩西，現在這些假師傅也照樣敵擋神的真道。) 
  4. 然而他們不能再這樣敵擋 
   －因為他們的愚昧、必在眾人面前顯露出來、像那二人一樣 

二、如何面對危險的日子(10-17) 
﹙一﹚服從並學習使徒的教訓 
  1. 但你已經服從了我的教訓、品行、志向、信心、寬容、愛心、忍耐 
  2. 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念、路司得、所遭遇的逼迫、苦難 
   －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 
   －但從這一切苦難中、主都把我救出來了 
徒 14:19 但有些猶太人、從安提阿和以哥念來、挑唆眾人、就用石頭打保羅、以為他是死了、便

拖到城外。 
徒 14:20 門徒正圍他、他就起來、走進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庇去、 
  3. 不但如此、凡立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度日的、也都要受逼迫 
約 15:20 你們要記念我從前對你們所說的話、僕人不能大於主人。他們若逼迫了我、也要逼迫你

們．若遵守了我的話、也要遵守你們的話。 
  4. 只是作惡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惡、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 



  5. 但你所學習的、所確信的、要存在心裏．因為你知道是跟誰學的 
(毫無逼迫的基督徒必定是無意於在基督耶穌裏敬虔度日的，否則，逼迫是無可避免的。所以有一

個信徒說：「最屬靈的信徒都是帶著傷痕的，殉道者的冠冕都是閃著火花的。」《荒漠甘泉》） 

﹙二﹚明白神所默示的聖經 
  1.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 
   －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2. 聖經都是神所默示的(聖經是神的呼出)、［或作凡神所默示的聖經］ 
   －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都是有益的 
   －叫屬神的人得以完全、豫備行各樣的善事。 
彼後 1:20 第一要緊的、該知道經上所有的豫言、沒有可隨私意解說的． 
彼後 1:21 因為豫言從來沒有出於人意的、乃是人被聖靈感動說出 神的話來。 
(既然在末世時候，人心這樣敗壞、異端這樣猖狂，一個真理戰士就應該對神的話有更大的信心，

絕對尊重神話語的權威和能力，才能叫這悖逆彎曲世代的人來相信神的話。) 
 
問題討論： 

一、末世危險的日子，那時人的特性是什麼？這些特性在今日社會上存在嗎？ 

二、末世的人有哪三個愛和兩個不愛？ 
 1. 專愛自己(2 節原文) 
 2. 貪愛錢財(2 節) 
 3. 不愛良善(3 節) 
 4. 愛宴樂(4 節) 
 5. 不愛神(4 節) 

三、面對末世危險的日子，保羅給提摩太的榜樣和激勵是什麼？ 
四、若敬虔度日，我們預期會怎樣？要如何面對？ 
五、聖經對提摩太的影響如何？聖經的本質與功效為何？ 
 



提摩太後書第四章 

內容綱要：                          最後美好的見證   

一、最後的勸告(1-5) 
﹙一﹚嚴重的囑咐 
 1. 我在神面前(表示在神面前負責，鄭重嚴肅地按著神所給的權柄說話。) 
 2. 並在將來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基督耶穌」是神所立定作審判活、死人的主) 
 3. 憑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度囑咐你(以主再來的顯現與國度的獎賞為激勵與吸引) 
﹙二﹚務要傳道 
 1. 務要傳道．無論得時不得時、總要專心﹙預備好 prepared﹚ 
 2. 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 
  －責備人(改正錯謬)、警戒人(使人醒覺)、勸勉人(鼓勵引導) 
 3. 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理 
  －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 
  －並且掩耳不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 
﹙三﹚傳道者的盡職 
 1. 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在消極方面) 
 2. 作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在積極方面) 

二、得勝的凱歌(6-8) 
﹙一﹚已過的 
 1. 我現在被澆奠、我離世的時候到了 
民 15:5 無論是燔祭、是平安祭、你要為每隻綿羊羔、一同豫備奠祭的酒、一欣四分之一。 
 2.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了(參與屬靈的爭戰) 
提前 6:12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 
 3. 當跑的路我已經跑盡了(奔跑屬天的道路) 
來 12:1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見證人、如同雲彩圍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易纏累我們

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路程、 
 4. 所信的道(the faith)我已經守住了(持守所交付的信仰) 
猶 3 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道、竭力的爭辯。 

﹙二﹚將來的 
 1.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留 
  －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了那日要賜給我的 
 2. 不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來 11:40  因為 神給我們豫備了更美的事、叫他們若不與我們同得、就不能完全。 

三、最後的安排(9-15) 
﹙一﹚離開羅馬的同工 
 1. 因為底馬貪愛現今的世界、就離棄我往帖撒羅尼迦去了 
 2. 革勒士往加拉太去．提多往撻馬太去．獨有路加在我這裏 
 3. 我已經打發推基古往以弗所去 



﹙二﹚對提摩太的要求 
 1. 你要趕緊的到我這裏來(v.9) 
 2. 你要趕緊在冬天以前到我這裏來(v.21) 
 3. 你來的時候要把馬可帶來．因為他在傳道［服事我］的事上於我有益處 
徒 15:37 巴拿巴有意、要帶稱呼馬可的約翰同去．38 但保羅、因為馬可從前在旁非利亞離開他

們、不和他們同去作工、就以為不可帶他去。 
 4. 我在特羅亞留於加布的那件外衣、你來的時候可以帶來 
 5. 那些書(蒲草紙製的各類書卷)也要帶來．更要緊的是那些皮卷(抄寫在羊皮上的經卷) 
﹙三﹚警告防備銅匠亞力山大 
 1. 銅匠亞力山大(提前一 20)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行的報應他 
 2. 你也要防備他．因為他極力敵擋了我們的話 

四、進國度的把握(16-18) 
﹙一﹚初次申訴的情形 
 1. 我初次申訴、沒有人前來幫助、竟都離棄我 
 2. 但願這罪不歸與他們 
路 23:34 當下耶穌說、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不曉得。 
徒 7:59  他們正用石頭打的時候、司提反呼籲主說、求主耶穌接收我的靈魂。60 又跪下大聲喊

說、主阿、不要將這罪歸於他們。說了這話、就睡了．掃羅也喜悅他被害。 

﹙二﹚見證主的同在 
 1. 惟有主站在我旁邊、加給我力量 
  －使福音被我盡都傳明、叫外邦人都聽見 
  －我也從獅子口裏被救出來 
 2. 主必救我脫離諸般的兇惡、也必救我進他的天國 
 3. 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五、結語問安(19-22) 
﹙一﹚問安 
 1. 問百基拉、亞居拉、和阿尼色弗一家的人安 
 2. 以拉都(羅十六 24)在哥林多住下了。特羅非摩(徒二十 4)病了、我就留他在米利都 
 3. 有友布羅、布田、利奴、革老底亞、和眾弟兄、都問你安 
﹙二﹚祝福 
 1. 願主與你的靈同在 
 2. 願恩惠常與你們同在 
 
問題討論： 

一、保羅囑咐提摩太傳道的權柄在那裡？ 

二、按保羅「務要傳道」的教訓，我們該怎樣傳道盡職？ 

三、保羅臨終的凱歌是什麼？這帶給我們怎樣的激勵？ 
四、保羅最後對提摩太有什麼要求？ 
五、保羅在被離棄時如何表現？與誰相像？ 



提摩太後書總結 

忠心執事的見證 

一、引言(1:1-5) 
提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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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住的想念

你、 
提後 1:4 記念你的眼淚、晝夜切切的想要見你、好叫我滿心快樂． 
提後 1:5 想到你心裏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羅以、和你母親友尼基心裏的．我深信也在

你的心裏。 

二、個人的勸勉－因現今的逼迫(1:6-2:26) 

﹙一﹚挑旺恩賜(一 6-7) 
提後 1:6 為此我題醒你、使你將 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來。 
提後 1:7 因為 神賜給我們、不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二﹚為福音同受苦難(一 8-12) 
提後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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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後 1:11 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師傅。 
提後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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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他所交託我的］直到那日。 

﹙三﹚固守真道(一 13-18) 
提後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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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守著。 
提後 1:14 從前所交託你的善道、你要靠著那住在我們裏面的聖靈、牢牢的守著。 

﹙四﹚作基督耶穌的精兵、場上的運動員、勞力的農夫(二 1-10) 
提後 2:1 我兒阿、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來。 
提後 2:2 你在許多見證人面前聽見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 
提後 2:3 你要和我同受苦難、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 
提後 2:4 凡在軍中當兵的、不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他當兵的人喜悅。 
提後 2:5 人若在場上比武、非按規矩、就不能得冠冕。 
提後 2:6 勞力的農夫、理當先得糧食。 

﹙五﹚作主無愧的工人(二 11-19) 
提後 2:11 有可信的話說、我們若與基督同死、也必與他同活． 
提後 2:12 我們若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們若不認他、他也必不認我們． 
提後 2:13 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不能背乎自己。 
提後 2:14 你要使眾人回想這些事、在主面前囑咐他們、不可為言語爭辯．這是沒有益處的、只能

敗壞聽見的人。 
提後 2:15 你當竭力、在 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分解真理的道。 

﹙六﹚作貴重的器皿(二 20-26) 
提後 2:20 在大戶人家、不但有金器銀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為貴重的、有作為卑賤的。 
提後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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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備行各樣的善

事。 
提後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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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作的勸勉－因將來的背道(3:1-4:15) 

﹙一﹚末世的危險 

  1.  敵擋真道的人(三 1－13) 
提後 3:1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來到。 
提後 3:2 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不聖

潔、 
提後 3:3 無親情、不解怨、好說讒言、不能自約、性情兇暴、不愛良善、 
提後 3:4 賣主賣友、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樂不愛 神． 
提後 3:5 有敬虔的外貌、卻背了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躲開。 

  2.  論真道的樣式(三 14－17) 
提後 3:14 但你所學習的、所確信的、要存在心裏．因為你知道是跟誰學的． 
提後 3:15 並且知道你是從小明白聖經．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 
提後 3:16 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或作凡 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

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提後 3:17 叫屬 神的人得以完全、豫備行各樣的善事。 

﹙二﹚現今的囑咐 

  1.  務要傳道 
提後 4:1 我在 神面前、並在將來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憑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度囑咐

你． 
提後 4:2 務要傳道．無論得時不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

人、勸勉人。 
提後 4:3 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理．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 
提後 4:4 並且掩耳不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 
提後 4:5 你卻要凡事謹慎、忍受苦難、作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 

  2.  得勝的宣告 
提後 4:6 我現在被澆奠、我離世的時候到了。 
提後 4:7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了．當跑的路我已經跑盡了．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了． 
提後 4:8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留、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了那日要賜給我的．不但

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3.  務要前來 
提後 4:9 你要趕緊的到我這裏來。 
提後 4:13 我在特羅亞留於加布的那件外衣、你來的時候可以帶來．那些書也要帶來．更要緊的是

那些皮卷。 

四、結語(4:16-22) 
提後 4:16 我初次申訴、沒有人前來幫助、竟都離棄我．但願這罪不歸與他們。 
提後 4:17 惟有主站在我旁邊、加給我力量、使福音被我盡都傳明、叫外邦人都聽見．我也從獅子

口裏被救出來。 
提後 4:18 主必救我脫離諸般的兇惡、也必救我進他的天國。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

們。 
提後 4:22 願主與你的靈同在。願恩惠常與你們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