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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概論
提摩太後書

DCCC國語主㈰㈻
2016年6㈪12㈰

作者：保羅

㈰期：67A.D. 

㆞點：羅馬獄㆗

目的：勸勉提摩太為福音的緣故竭力、盡忠， 成為真正的僕㆟。

主旨：矢志傳道(4:2)

㈵徵：
（1）教牧書信㆗最富㆟情味的㆒卷（㈲23㆟㈴出現）。
（2）透露教會將來面臨離道叛教的危機。
（3）保羅殉道前偉大的見證，㈵別在臨終前愛慕聖言的㆒點。

歷史背景：
A.提摩太後書之背景
保羅㆓次被囚在羅馬後，這次的㈼禁與前次（徒28）不同：

第㆒次(徒28) 今次(提後)
受寬大待遇(28:30) 受嚴密㈼視(1:16; 2:9)
受朋友探望(28:30) 冒險找到(1:16-17)
同工圍繞(西4:10-14; 腓 1:25-26; 2:24) 幾乎完全孤立(1:15; 4:11)
盼望得救(腓1:25-26; 2:24) 被奠之感（(4:6-8)

由此可見保羅再次被捕的假定是肯確的，當羅馬該撒尼羅任政時，
他曾㆘令以基督教為非法組織，這情形必在保羅探望西班牙之後才
開始㈲的。這事的起因在 64年 7㈪ 19㈰，羅馬給㆟縱㈫焚燒，㆒連
㈥㈰㈦㊰，把城裡㈩㆕區之㈩區燒去。尼羅散佈流言，宣稱是基督

徒縱㈫的，這樣基督教立時成為㆒種非法㊪教。
此後迫害的風潮很快便蔓延到各省， 66年春㆝保羅從西方回來，立
時便遭他的仇㆟利用時局對基督教的不利而遞捕。被捕後那些與保
羅㈲交往的㆟都因懼怕而離棄他(1: 15)，在法庭受審時，也無㆟敢為
他申辯(4:16)，他被判死刑是眼前之事了。

B.提摩太後書著成的動機
保羅遭捕後，深知㉂己的前途暗淡，也知道他㉃愛的提摩太在牧養
事㆖因時局的危險而信心動搖，故㆒方面㊢信給他，堅固他；另方
面他孤獨的感覺與㈰愈深，他渴想再見提摩太㆒面，重溫㆒點從㆟

間而來的同情與了解的愛。

C.提摩太前後書的比較

提前 提後
重教會組織 隻字不提
教牧的話 個㆟的話
個㆟前途光明 個㆟前途暗淡
指出後來的危機 (4:1) 末世的危險 (3:1)
囑咐 挑戰
叛離主道(Break-Away) 完全叛離(Break-Down)
謹守所囑咐的 (Protect) (6:20) 宣揚所囑咐的 (Proclaim) ( 4:2)
建立教會（因環境） 忠心主道（因環境）
重教會的長老執事 重個別忠心的㆟
預言教會的敗壞 指出敗壞的事實
羅馬容忍基督教 羅馬逼害基督教
強調工㆟的權柄 用溫柔的心勸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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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22
問 安

㈷ 頌

㆒ .引言（1:1-5）
A.問安與㈷頌（1:1-2）
保羅認定㉂己的處境乃因神的旨意，“照著在基督耶穌裡生命的應
許”。如此偉大的定見何等使㆟欽羨，他以“恩惠、憐憫、平安”

之㈷頌給收信㆟提摩太。

B.感恩的祈禱（1:3-5）
保羅思念他過去的㆒生，也思念提摩太㆒生的改變。他的改變深深
建在外祖母與母親的教育㆖，為此保羅發出感謝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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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念你的眼淚，晝㊰切切的想要見你，好叫我滿心
快樂。 想到你心裡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

尼基心裡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裡。

㆓ .個㆟的勸勉（1:6-2:26）
A.挑旺恩賜（1:6-12）
1.提醒（1:6-10）
保羅把提摩太的背景提出來，目的是藉此提醒他，不要辜負前輩的

期望，使他可以挑旺信心與恩賜，努力為福音的緣故作見證，因這
福音的恩典如今已顯明。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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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耶穌裡賜給我們的，

但如今藉著我們救主基督耶穌的顯現才表明出來了。他已經把死廢
去，藉著福音，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

2. 見證（1:11-12）
保羅勸勉提摩太挑旺信心的恩賜，不要因福音膽怯。他再以㉂己的
見證堅固他，他說他奉派為福音的使者，並因福音的緣故受捆綁。

雖身受囚㆗，然而他的信心卻沒㈲被囚。
(1:11-12)	我為這福音奉派作傳道的，作使徒，作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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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牢守善道（1:13-18）
1. 囑咐 （1:13-14）
第㆓點的囑咐乃是要他牢守善道，這善道是純正語言的規模；再靠
信心、愛心，及聖靈的幫助牢牢守著。

(1:13-14) 你從我聽的那純正話語的規模(standard of sound words, 
NASB)，要用在基督耶穌裡的信心和愛心，常常守著。 從前所交託
你的善道(the treasure which has been entrusted to you, NASB)，你
要靠著那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牢牢的守著。

2. 舉例（1:15-18）
囑咐牢守主道後，保羅再舉㆒些例子，指出
㈲㆟離棄主道，如腓吉路和黑摩其尼；
㈲㆟卻能牢守主道，如阿尼色弗㆒家。
藉著這些在以弗所的活例，使在以弗所工作的提摩太得鑒戒和榜樣。



6/14/16

3

C.剛強忍耐（2:1-26）
1. 舉例（2:1-13）
第㆔點保羅要提摩太剛強堅忍，忠心教導與訓練別㆟，
(2:1-2) 我兒啊，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剛強起來。 你在許多見

證㆟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entrust, pass on)那忠心能教
導別㆟的㆟。

他以㆔個舉例作為剛強堅忍的說明，使他反覆思想

(2:4-6) 凡在軍㆗當兵的，不將世務纏身，好叫那招他當兵的㆟喜悅。
㆟若在場㆖比武，非按規矩，就不能得冠冕。㈸力的農夫，理當先
得糧食。

保羅又加㆖兩個活例佐證剛才的舉例：他先以主基督㉂己為例，及
㉂己的見證，他也是因基督之故而受捆綁的。

保羅再指出凡能堅忍的，皆能與主同活作王。“我”→“我們”

(2：11-13) ㈲可信的話說：

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他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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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背乎㉂己。

焦點：堅忍帶來獎賞

（羅6:8）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
（羅5:17）若因㆒㆟的過犯，死就因這㆒㆟作了王，何況那些受洪
恩又蒙所賜之義的，豈不更要因耶穌基督㆒㆟在生命㆗作王嗎？
（太10:33）凡在㆟面前不認我的，我在我㆝㆖的父面前也必不認

他。

安慰：神是信實的
（林前10:13）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
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㆒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2. 囑咐（2:14-26）
保羅再以囑咐的話勸勉提摩太

(2:15-16) 你當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悅，作無愧的工㆟，按著正意
分解真理的道。但要遠避世俗的虛談，因為這等㆟必進到更不敬虔
的㆞步。

(2:21) ㆟若㉂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

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2:24-25) 主的僕㆟不可爭競，只要溫溫和和的待眾㆟，善於教導，
存心忍耐， 用溫柔勸戒那抵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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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㆔ .工作的勸勉（3:1-4:18）
保羅看到在末後的㈰子，多㆟必起來背叛真道；為此危機，他力勸
提摩太謹守真道，並努力傳揚真道。
A.末世的危險（3:1-17）

1. 敵擋真道的㆟（3:1-13）
保羅先論背叛真道的㆟，把他們的性格詳細描述，好叫提摩太不要
陷在他們的錯謬裡；又以㆒些實例說明何為敵擋真道的㆟，藉此提
醒他乃順望真道的㆟。

(3:1-5) 你該知道，末世必㈲危險的㈰子來到。 因為那時㆟要專顧
㉂己、貪愛錢㈶、㉂誇、狂傲、謗讟、違背父母、忘恩負義、心不
聖潔、 無親情、不解怨、好說讒言、不能㉂約、性情兇暴、不愛良
善、 賣主賣友、任意妄為、㉂高㉂大、愛宴樂、不愛神， ㈲敬虔
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

(3:10-12) 但你已經服從了我的教訓、品行、志向、信心、寬容、
愛心、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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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都把我救出來
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裡敬虔度㈰的也都要受逼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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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論真道的樣式（3:14-17）
論完敵擋真道者之真相後，作者㉂然的指出何謂真道。真道是提摩
太從小㈻習的聖經。

(3:15-17) 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得救的智慧。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歸正、教導㆟㈻義都是㈲益的，

叫屬神的㆟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弗2:8-10)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己，乃

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誇。我們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裡造成的，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B.現今的囑咐（4:1-18）
1. 務要傳道（4:1-8）
因將來的危機，保羅極盡所能，力囑提摩太務要傳(真)道，這是㈵
別對付面臨的危機而作出的吩咐。這吩咐

1.基於將來交帳時的迫切感而作；
2.亦基於末世時，㆟對真道的態度；
故保羅再申論：「 凡事謹守忍受苦難（逼迫），作傳道的工夫，盡
你的職分」，他如此囑咐再配㆖㉂己堅忍不變，無愧盡忠的見證堅
固提摩太的心。

(4:1-5)我在神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死㆟的基督耶穌面前，憑著
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囑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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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戒㆟、勸勉㆟。因

為時候要到，㆟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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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卻要凡事
謹慎，忍受苦難，作傳道的工夫，盡你的職分。

保羅的凱歌：

(4:6-8) 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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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要賜給我
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

2. 務要前來（4:9-18）
保羅在書末流露他孤獨的心情，㆒面他深知見主面的時候接近，㆒
面他在孤單的處境㆗，極想念㆒些他所愛的㆟。因此他囑咐提摩太
務要傳道，也囑咐他務要前來，因各㆟都離開他了，雖㈲㆒些同伴

還在，但也需要提摩太的同在，在此他再見證主的同在與過去的保
守，及將來的拯救。

㆕.結語（4:19-22）
A.問安（4:19-21）

在結語問安㆗，作者流露他深厚的㆟情味，沒㈲悲哀的語調，卻顯
出深明世故純厚的感情。

B.㈷頌（4:22）
作者首次使用願主的恩與他的靈同在，在受信㆟的靈㆗會感覺何等

的舒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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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藻）提摩太後書是㆒封動㆟的書信，是㆒篇得勝的見證。用
世㆟的眼光來看，保羅的處境是悲慘可憐，身在牢獄，㆟㆟棄他而
去，㆒生忠心事主，卻落到如此田㆞，無得善終。但保羅卻無如此
的態度，因他確是㆒個無愧的工㆟，他深知所信的是誰，當他回顧

「如此㆟生」，他心㆗的喜樂無法形容，因他能說“美好的仗打過
了，當跑的路跑盡了，所信的道守住了”－這是㆒個勝利的㆟生，
是美滿的結局。他的結局是死刑，然而他的歸宿是冠冕、榮耀。

我們這些受托事主的㆟，我們的㆒生是“無愧的工㆟”(2:15)，“貴

重的器皿”(2:21) 還是“專顧㉂己”(3:2)，“貪愛世界”(4:10)，“㈲
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3:5)？

願我們能忍受㆒切的苦難(2:12)，忠心作“主的僕㆟”(2:24)，等候主
再來的榮耀(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