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    
The Second Epistle to Timothy 

 

 

 

 

 
学习指南学习指南学习指南学习指南    

————————含介绍含介绍含介绍含介绍、、、、概要概要概要概要、、、、大纲及复习问答大纲及复习问答大纲及复习问答大纲及复习问答    

A Study Guide With Introductory 

Comments, Summaries, Outlines, And 

Review Questions 

 

 

 

MARK A. COPELAND 



 

 

 

 

 

 

 

 

 

 

 

 

 

 

 

 

 

 

 

 

 

 

 

 

 

 

 

 

 

 

 

 

 

 

 

 

 

Executable Outlines, Copyright © Mark A.  Copeland, 2006  

 

Email: MarkCopeland@aol.com 

 

 



 1 

《《《《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使徒保罗，在问安中陈明 (1:11:11:11:1)。从信中体现出的人物特点也更加证实作

者身份，尤其该信的风格与保罗写的其他书信相似。(参见 4:94:94:94:9----12121212；；；；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    

4:74:74:74:7----14141414)。 

收信人收信人收信人收信人:::: 提摩太，保罗“亲爱的儿子”(1:21:21:21:2；；；；参见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 1:2,18 1:2,18 1:2,18 1:2,18)。圣经中

第一词提及提摩太这个人是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16:116:116:116:1----3333，从这些经文中我们得知他的母亲

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从这封书信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他的母亲和外祖母

都是基督的信徒，他们从小培养提摩太学习明白圣经 (1:51:51:51:5；；；；3:143:143:143:14----15151515)。他受到在

路司得和以哥念的弟兄的称赞。保罗要带他同去传福音，为了顺应犹太人以向他们

传福音，保罗就给他行了割礼。 

从此他们便长期一同侍奉主，并且提摩太对保罗如同儿子对父亲一般 (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    

2:192:192:192:19----24242424)。他对保罗的服侍不仅仅在于随同保罗一同旅行，他在保罗需要临时离

开一段时间时，会留守和那些新兴的会众呆在一起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17:1317:1317:1317:13----14141414)，鼓励促

进这些教会的成长 (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 3:1 3:1 3:1 3:1----3333)，同时他还是保罗的使者 (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    

11116:106:106:106:10----11111111；；；；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 2:19 2:19 2:19 2:19----24242424)，并且在保罗写的数封书信中都特别提到了保罗和

他一同的问安 (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 1:1 1:1 1:1 1:1；；；；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腓立比书1:11:11:11:1；；；；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1:11:11:11:1；；；；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

1:11:11:11:1；；；；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1:11:11:11:1)，从这些书信中我们得知提摩太在保罗被囚罗马时和保

罗在一起。看到提摩太如此坚定的信心，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保罗要把他留在以弗所

了 (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1:31:31:31:3)。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提摩太可能仍留在该地。 

写作地点时间写作地点时间写作地点时间写作地点时间:::: 一般认为，保罗第一次被囚罗马之后 (参见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28:16,28:16,28:16,28:16,    30303030----

31313131)，曾获得释放，之后他旅行数年后再次被捕。保罗就是在第二次被捕期间从罗

马写来的这封信（参见1:161:161:161:16----17171717）。信中内容显示他已不指望获释。由于尼禄是在

公元68年被杀，保罗可能在尼禄之前不久死去。因此这封信可能是在公元66-67年

间写的。 

写作目的写作目的写作目的写作目的:::: 这封信充满了保罗对他亲爱的儿子提摩太的激励与教导的话语。保罗

写这封信是因为非常希望能见到提摩太 (1:41:41:41:4)，叫他速到罗马，带上马可，以及

保罗留在特罗亚的那件外衣与一些书和皮卷 (4:94:94:94:9----13131313)。信中保罗最惦念的就是提

摩太的事工。因此他写信给提摩太鼓励他： 

   * * * * 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2: (2: (2: (2:1)1)1)1) 

   * * * * 将保罗教导他的嘱咐给他人将保罗教导他的嘱咐给他人将保罗教导他的嘱咐给他人将保罗教导他的嘱咐给他人 (2:2,14) (2:2,14) (2:2,14) (2:2,14) 

   * * * * 务要传道务要传道务要传道务要传道! (4:! (4:! (4:! (4:2222)))) 

   * * * * 要忍受苦难要忍受苦难要忍受苦难要忍受苦难 (2:3; 4:5) (2:3; 4:5) (2:3; 4:5) (2:3; 4:5) 

   * * * * 尽职作传道的工夫尽职作传道的工夫尽职作传道的工夫尽职作传道的工夫 (4:5) (4:5) (4:5) (4:5) 

主旨主旨主旨主旨:::: 因为信中主要是关于传讲耶稣基督之福音的忠告及教导，因此该信的主旨

可归纳为：         

““““尽职传道尽职传道尽职传道尽职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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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章节重点章节重点章节重点章节:  :  :  :  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 4:5 4:5 4:5 4:5 

““““你却要凡事谨慎你却要凡事谨慎你却要凡事谨慎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忍受苦难忍受苦难忍受苦难，，，，作传道的工夫作传道的工夫作传道的工夫作传道的工夫，，，，尽你的职分尽你的职分尽你的职分尽你的职分。。。。””””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1:1 (1:1 (1:1 (1:1----5)5)5)5) 

I.I.I.I. 劝其劝其劝其劝其坚定侍奉坚定侍奉坚定侍奉坚定侍奉 (1:6 (1:6 (1:6 (1:6----2:26)2:26)2:26)2:26) 

A.A.A.A. 要有热心和勇气要有热心和勇气要有热心和勇气要有热心和勇气 (1:6 (1:6 (1:6 (1:6----12)12)12)12) 

B.B.B.B. 要坚定要坚定要坚定要坚定、、、、忠诚忠诚忠诚忠诚 (1:13 (1:13 (1:13 (1:13----11118)8)8)8) 

C.C.C.C. 把真理教导给他人把真理教导给他人把真理教导给他人把真理教导给他人 (2:1 (2:1 (2:1 (2:1----2)2)2)2) 

D.D.D.D. 忍受苦难忍受苦难忍受苦难忍受苦难 (2:3 (2:3 (2:3 (2:3----13)13)13)13) 

E.E.E.E. 喜乐做神的仆人喜乐做神的仆人喜乐做神的仆人喜乐做神的仆人 (2:14 (2:14 (2:14 (2:14----26)26)26)26) 

II.II.II.II. 劝其坚守正道劝其坚守正道劝其坚守正道劝其坚守正道 (3:1 (3:1 (3:1 (3:1----4:5)4:5)4:5)4:5) 

A.A.A.A. 危险的日子即将到来危险的日子即将到来危险的日子即将到来危险的日子即将到来 (3:1 (3:1 (3:1 (3:1----9)9)9)9) 

B.B.B.B. 记住保罗自身的例子记住保罗自身的例子记住保罗自身的例子记住保罗自身的例子 (3:10 (3:10 (3:10 (3:10----13)13)13)13) 

C.C.C.C. 通过谨守圣经通过谨守圣经通过谨守圣经通过谨守圣经 (3:14 (3:14 (3:14 (3:14----17)17)17)17) 

D.D.D.D. 通过传讲神的话通过传讲神的话通过传讲神的话通过传讲神的话 (4:1 (4:1 (4:1 (4:1----5)5)5)5) 

III.III.III.III. 劝其赶紧到他那里去劝其赶紧到他那里去劝其赶紧到他那里去劝其赶紧到他那里去 (4:6 (4:6 (4:6 (4:6----18)18)18)18) 

A.A.A.A. 保罗离世的时候近了保罗离世的时候近了保罗离世的时候近了保罗离世的时候近了 (4:6 (4:6 (4:6 (4:6----8)8)8)8) 

B.B.B.B. 保罗的境况及请求保罗的境况及请求保罗的境况及请求保罗的境况及请求 (4:9 (4:9 (4:9 (4:9----18)18)18)18) 

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 (4:19 (4:19 (4:19 (4:19----22)22)22)22) 

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关于介绍部分的复习问答 

1) 1) 1) 1) 圣经中第一次提到提摩太是在哪个章节圣经中第一次提到提摩太是在哪个章节圣经中第一次提到提摩太是在哪个章节圣经中第一次提到提摩太是在哪个章节？？？？ 

   - 使徒行传 16:1-3 

2) 2) 2) 2) 他的母亲及外祖母叫什么名字他的母亲及外祖母叫什么名字他的母亲及外祖母叫什么名字他的母亲及外祖母叫什么名字？？？？((((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 1:5) 1:5) 1:5) 1:5) 

   - 罗以 (外祖母) 

   - 友尼基 (母亲) 

3) 3) 3) 3) 保罗充满爱意称呼提摩太为什么保罗充满爱意称呼提摩太为什么保罗充满爱意称呼提摩太为什么保罗充满爱意称呼提摩太为什么？？？？(1:2)(1:2)(1:2)(1:2) 

   - 他亲爱的儿子 

4) 4) 4) 4) 一般认为一般认为一般认为一般认为，，，，保罗写这封信的地点及时间分别是什么保罗写这封信的地点及时间分别是什么保罗写这封信的地点及时间分别是什么保罗写这封信的地点及时间分别是什么？？？？ 

   - 公元66-67年左右，罗马，临终前所写 

 



 3 

5) 5) 5) 5) 保罗在罗马的境况如何保罗在罗马的境况如何保罗在罗马的境况如何保罗在罗马的境况如何？？？？(4:6,10(4:6,10(4:6,10(4:6,10----11)11)11)11) 

   - 快要受刑 

   - 被底马离弃，其他人都已离开，只有路加和他在一起 

6) 6) 6) 6) 保罗写这封信有哪两个目的保罗写这封信有哪两个目的保罗写这封信有哪两个目的保罗写这封信有哪两个目的？？？？ 

   - 要提摩太赶紧到他那里去 

   - 勉励提摩太作传道的工夫 

7) 7) 7) 7) 根据上文介绍根据上文介绍根据上文介绍根据上文介绍，，，，这封书信的主旨是什么这封书信的主旨是什么这封书信的主旨是什么这封书信的主旨是什么？？？？    

   - 要尽职传道  

8) 8) 8) 8) 重点经节是什么重点经节是什么重点经节是什么重点经节是什么？？？？ 

   - 提摩太后书 4:5 

9) 9) 9) 9) 根据上文给出的大纲根据上文给出的大纲根据上文给出的大纲根据上文给出的大纲，，，，这封信有哪些要点这封信有哪些要点这封信有哪些要点这封信有哪些要点？？？？ 

   - 劝其坚定侍奉 

   - 劝其坚守正道 

   - 劝其赶紧到他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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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歌罗西书》》》》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注意到保罗与提摩太之间的深情厚爱 

2) 细看保罗如何勉励提摩太要忠心侍奉 

3) 对比离弃保罗的人与保罗忠实的朋友如阿尼色弗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保罗在这封写给他“亲爱的儿子”的信中，保罗首先祷告求恩惠、怜悯、平安归于

提摩太。他感谢神能让他在祷告的时候昼夜不断想念提摩太，他非常想见到这位年

轻人。因为挂念着提摩太的眼泪和他无伪的信心，保罗希望在此见到他，好使自己

满心快乐 (1111----5555节节节节)。 

保罗写信首先为要就坚定侍奉而真诚勉励提摩太。保罗鼓励他要挑旺神藉保罗按手

所给他的恩赐，不以为主作见证为耻，也不要以保罗为主被囚为耻，并要他藉着住

在他里面的圣灵，牢牢守住他从保罗那听到的纯正话语的规范。保罗提醒提摩太有

些人离弃了保罗，与之对比而言，从阿尼色弗的勇气、殷勤、服侍中看得出，他是

保罗真正的朋友及弟兄 (6666----18181818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介绍介绍介绍介绍 (1 (1 (1 (1----5555节节节节)))) 

A.A.A.A. 问安问安问安问安 (1 (1 (1 (1节节节节----2222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1. 来自保罗，作基督耶稣使徒的(1111节节节节) 

a. 奉神旨意 

b. 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 

2. 写给提摩太，他亲爱的儿子 (2222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3. 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与你 (2222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B.B.B.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3 (3 (3 (3----5555节节节节)))) 

1. 保罗对神献上感恩 (3333节节节节) 

a. 就是他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的神 

b. 因为祈祷的时候，保罗能不住地想念提摩太 

2. 极其想见到提摩太 (4444----5555节节节节) 

a. 因为他记念提摩太的眼泪 

b. 因为保罗想要见他，好叫自己满心快乐 

c. 因为他记得提摩太心里无伪之信 

1) 这信是先在他外祖母罗以和他母亲友尼基心里的 

2) 保罗深信这信也在提摩太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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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II.II. 勉励其要热心刚强勉励其要热心刚强勉励其要热心刚强勉励其要热心刚强 (6 (6 (6 (6----12121212节节节节)))) 

A.A.A.A. 挑旺神的恩赐挑旺神的恩赐挑旺神的恩赐挑旺神的恩赐 (6 (6 (6 (6----7777节节节节)))) 

1. 这恩赐是藉着保罗按手所给他的 (6666节节节节) 

2. 因为神赐下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7777节节节节) 

B.B.B.B. 不以为耻不以为耻不以为耻不以为耻 (8 (8 (8 (8----12121212节节节节)))) 

1. 不要以给我们主作见证为耻，也不要以保罗为主被囚为耻 (8888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要按神的能力，与保罗为福音同受苦难 (8888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12121212节节节节) 

a. 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 (9999----10101010节节节节) 

1)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2) 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a) 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b) 但如今藉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 

1] 基督耶稣已经把死废去 

2] 藉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 

b. 保罗为这福音奉派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师傅 (11111111----12121212节节节节) 

1) 为这缘故，他受苦难 

2) 然而他不以为耻 

a) 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 

b) 也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保罗的，直到那日 

III.III.III.III. 勉励其要坚定忠诚勉励其要坚定忠诚勉励其要坚定忠诚勉励其要坚定忠诚 (13 (13 (13 (13----18181818节节节节)))) 

A.A.A.A. 要坚定要坚定要坚定要坚定 (13 (13 (13 (13----14141414节节节节)))) 

1. 常常守着纯正话语的规范 (13131313节节节节) 

a. 提摩太从保罗那里听到的 

b. 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 

2. 守着善道 (14141414节节节节) 

a. 这善道是从前交托你的 

b. 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B.B.B.B. 要忠诚要忠诚要忠诚要忠诚 (15 (15 (15 (15----18181818节节节节)))) 

1. 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保罗，包括腓吉路和黑摩其尼 (15151515节节节节) 

2. 相比之下，阿尼色弗的例子 (16161616----18181818节节节节) 

a. 愿主怜悯阿尼色弗一家的人 

1) 因为他屡次使保罗畅快 

2) 不以保罗的锁链为耻 

3) 来到罗马，他殷勤地找保罗，并且找着了 

4) 他还在以弗所多多地服侍保罗 

b. 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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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介绍 (1-5节) 

   - 劝勉其要热心刚强 (6-12节) 

   - 劝勉其要坚定忠诚 (13-18节) 

2) 2) 2) 2) 保罗在问安中如何称呼提摩太保罗在问安中如何称呼提摩太保罗在问安中如何称呼提摩太保罗在问安中如何称呼提摩太？？？？(2(2(2(2节节节节)))) 

   - 我亲爱的儿子 

3) 3) 3) 3) 保罗如何侍奉神保罗如何侍奉神保罗如何侍奉神保罗如何侍奉神？？？？(3(3(3(3节节节节)))) 

   - 用清洁的良心，像他的祖先那样 

4) 4) 4) 4) 当保罗想到提摩太时当保罗想到提摩太时当保罗想到提摩太时当保罗想到提摩太时，，，，有哪两件事浮上心头有哪两件事浮上心头有哪两件事浮上心头有哪两件事浮上心头？？？？(4(4(4(4----5555节节节节)))) 

   - 提摩太的眼泪 

   - 提摩太心里无伪之信 

5) 5) 5) 5) 在提摩太以前有哪两位妇人有这种无伪之信在提摩太以前有哪两位妇人有这种无伪之信在提摩太以前有哪两位妇人有这种无伪之信在提摩太以前有哪两位妇人有这种无伪之信？？？？(5(5(5(5节节节节)))) 

   - 他的外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友尼基 

6) 6) 6) 6) 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挑旺什么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挑旺什么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挑旺什么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挑旺什么？？？？(6(6(6(6节节节节)))) 

   - 神藉保罗按手所给提摩太的恩赐 

7) 7) 7) 7) 神给了保罗和提摩太什么恩赐神给了保罗和提摩太什么恩赐神给了保罗和提摩太什么恩赐神给了保罗和提摩太什么恩赐？？？？(7(7(7(7节节节节)))) 

   - 赐给他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8) 8) 8) 8) 保罗希望提保罗希望提保罗希望提保罗希望提摩太不要以哪两件事为耻摩太不要以哪两件事为耻摩太不要以哪两件事为耻摩太不要以哪两件事为耻？？？？(8(8(8(8节节节节)))) 

   - 为我们的主作见证 

   - 保罗为主被囚 

9) 9) 9) 9) 神如何救我们神如何救我们神如何救我们神如何救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以圣召召我们？？？？(10(10(10(10节节节节)))) 

   -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 

10) 10) 10) 10) 什么藉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而表明出来什么藉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而表明出来什么藉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而表明出来什么藉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而表明出来？？？？(10(10(10(10----11111111节节节节)))) 

    - 万古之先，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旨意和恩典 

11) 11) 11) 11) 根据第十节内容根据第十节内容根据第十节内容根据第十节内容，，，，耶稣做了哪两件事情耶稣做了哪两件事情耶稣做了哪两件事情耶稣做了哪两件事情？？？？ 

    - 把死废去 

    - 将不能坏的生命藉着福音彰显出来 

12) 12) 12) 12) 保罗为福音作哪三种事工保罗为福音作哪三种事工保罗为福音作哪三种事工保罗为福音作哪三种事工？？？？(11(11(11(11节节节节)))) 

    - 作传道的，作使徒，作师傅 

13) 13) 13) 13) 尽管保罗受苦尽管保罗受苦尽管保罗受苦尽管保罗受苦，，，，但他为什么不以为耻但他为什么不以为耻但他为什么不以为耻但他为什么不以为耻？？？？(12(12(12(12节节节节)))) 

    - 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 

    - 他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 

14) 14) 14) 14) 提摩太应该常常遵守什么提摩太应该常常遵守什么提摩太应该常常遵守什么提摩太应该常常遵守什么？？？？(13(13(13(13节节节节)))) 

    - 从保罗那里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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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 15) 15) 他应该如何牢牢守着所交托他的善道他应该如何牢牢守着所交托他的善道他应该如何牢牢守着所交托他的善道他应该如何牢牢守着所交托他的善道？？？？(14(14(14(14节节节节)))) 

    - 靠着那住在他里面的圣灵 

16) 16) 16) 16) 谁离弃了保罗谁离弃了保罗谁离弃了保罗谁离弃了保罗？？？？(15(15(15(15节节节节)))) 

    - 凡在亚细亚的人 

    - 包括腓吉路和黑摩其尼 

17) 17) 17) 17) 保罗提到了阿尼色弗的哪四件事保罗提到了阿尼色弗的哪四件事保罗提到了阿尼色弗的哪四件事保罗提到了阿尼色弗的哪四件事？？？？(16(16(16(16----18181818节节节节)))) 

    - 他常使保罗畅快 

    - 他不以保罗的锁链为耻 

    - 当他到了罗马，他殷勤地找保罗直到找到为止 

   - 他在以弗所多多地服侍保罗 

18) 18) 18) 18) 保罗愿主做哪两件事保罗愿主做哪两件事保罗愿主做哪两件事保罗愿主做哪两件事？？？？(16,18(16,18(16,18(16,18节节节节)))) 

    - 愿主怜悯阿尼色弗一家的人 

    - 愿主使阿尼色弗在“那日”得主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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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体会为什么需要忍耐及忠实于基督的意思 

2) 注意有关“世俗的虚谈”、“愚拙无学问的辩论”的警告 

3) 思考主的仆人如何成为尊贵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事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保罗在这一章中继续勉励提摩太，强调忍耐、殷勤。保罗鼓励他在耶稣基督的恩典

上刚强起来，并嘱托他将他学到的交托给那忠心且能将其继续传讲开来的人(1111----2222

节节节节)。 

保罗以士兵、比武的人、农夫为例，勉励提摩太要忍受苦难，信靠神，且努力地服

侍。保罗写到他自己忍受的苦难以强调必须对主忠心 (3333----13131313节节节节)。 

保罗在这一章余下的部分教导提摩太如何能“合乎主用,”不以作主的仆人为耻。

他告诫提摩太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和愚拙无学问的辩论，还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追求

正义、信德、仁爱、和平。他教导提摩太要合宜地运用真道，温柔谦卑地劝诫，这

样他真正是主的仆人，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尤其是在对待那些陷入魔鬼网罗的人，

更是如此 (14141414----26262626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勉励其要向他人传道勉励其要向他人传道勉励其要向他人传道勉励其要向他人传道 (1 (1 (1 (1----2222节节节节)))) 

A.A.A.A. 要刚强要刚强要刚强要刚强 (1 (1 (1 (1节节节节)))) 

1. 把提摩太当作他的儿子来指导 (1111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1111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B.B.B. 把他听到的交托给忠心的人把他听到的交托给忠心的人把他听到的交托给忠心的人把他听到的交托给忠心的人 (2 (2 (2 (2节节节节)))) 

1. 他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保罗所教训的 (2222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2222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II.II.II.II. 勉励其要忍受苦难勉励其要忍受苦难勉励其要忍受苦难勉励其要忍受苦难 (3 (3 (3 (3----13131313节节节节)))) 

A.A.A.A. 好像一名士兵好像一名士兵好像一名士兵好像一名士兵、、、、比武的人比武的人比武的人比武的人、、、、农夫农夫农夫农夫 (3 (3 (3 (3----7777节节节节)))) 

1. 忍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 (3333节节节节) 

a. 不将世务缠身 (4444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4444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好像在场上比武的人，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5555节节节节) 

3. 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 (6666节节节节) 

4. 当他思想保罗所说的话时，愿主赐给他聪明，让他明白 (7777节节节节) 

B.B.B.B. 保罗自身的例子保罗自身的例子保罗自身的例子保罗自身的例子 (8 (8 (8 (8----13131313节节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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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记念耶稣从死里复活，正合乎保罗传的福音 (8888节节节节) 

a. 保罗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 (9999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9999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保罗为选民凡事忍耐 (10101010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a. 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10101010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 有可信的话鼓励我们忍受苦难 (11111111----13131313节节节节) 

1)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作王 

2)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3) 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4)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III.III.III.III. 勉励其要殷勤侍奉主勉励其要殷勤侍奉主勉励其要殷勤侍奉主勉励其要殷勤侍奉主 (14 (14 (14 (14----26262626节节节节)))) 

A.A.A.A. 对其事工的教导对其事工的教导对其事工的教导对其事工的教导 (14 (14 (14 (14----19191919节节节节)))) 

1. 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要他们不为言语争辩 (14141414节节节节) 

a. 这言语是无益的 

b. 只能败坏所听见的人 

2. 当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 (15151515节节节节) 

a. 作无愧的工人 

b. 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3. 远避世俗的虚谈 (16161616----18181818节节节节) 

a. 因为他们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 (16161616节节节节) 

b. 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 (17171717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1) 许米乃和腓理徒就是例子 (17171717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18181818节节节节) 

4. 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 

a.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19191919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远离不义 (19191919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B.B.B. 关于如何合乎主用的教导关于如何合乎主用的教导关于如何合乎主用的教导关于如何合乎主用的教导 (20 (20 (20 (20----26262626节节节节)))) 

1. 在大户人家，有各样器皿，有贵重的和卑贱的 (20202020节节节节) 

2.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21212121节节节节) 

a.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b.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3. 教导如何成为合乎主用的仆人 

a. 逃避少年的私欲 (22222222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b. 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22222222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c. 弃绝愚拙无学问的辩论 (23232323节节节节) 

d. 不为这等事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 (24242424节节节节) 

e. 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 (25252525----26262626节节节节) 

1) 或许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25252525节节节节) 

2) 或许叫那些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26262626节节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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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勉励其要向他人传道 (1-2节) 

   - 勉励其要忍受苦难 (3-13节) 

   - 勉励其要殷勤侍奉主 (14-26节) 

2) 2) 2) 2) 保罗希保罗希保罗希保罗希望提摩太在什么中刚强起来望提摩太在什么中刚强起来望提摩太在什么中刚强起来望提摩太在什么中刚强起来？？？？(1(1(1(1节节节节)))) 

   - 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中 

3333        保罗希望提摩太如何对待他教训给他的话保罗希望提摩太如何对待他教训给他的话保罗希望提摩太如何对待他教训给他的话保罗希望提摩太如何对待他教训给他的话？？？？(2(2(2(2节节节节)))) 

   - 把这些话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4) 4) 4) 4) 保罗在鼓励提摩太要努力做工保罗在鼓励提摩太要努力做工保罗在鼓励提摩太要努力做工保罗在鼓励提摩太要努力做工，，，，忍受苦难时举了哪三个例子来说明忍受苦难时举了哪三个例子来说明忍受苦难时举了哪三个例子来说明忍受苦难时举了哪三个例子来说明？？？？(3(3(3(3----6666节节节节)))) 

   - 士兵、比武的人及农夫的例子 

5) 5) 5) 5) 保罗希望提摩太记住什么保罗希望提摩太记住什么保罗希望提摩太记住什么保罗希望提摩太记住什么？？？？(8(8(8(8节节节节)))) 

   -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6) 6) 6) 6) 保罗为福音受到怎样的苦难保罗为福音受到怎样的苦难保罗为福音受到怎样的苦难保罗为福音受到怎样的苦难？？？？这有碍福音的传播吗这有碍福音的传播吗这有碍福音的传播吗这有碍福音的传播吗？？？？(9(9(9(9节节节节)))) 

   - 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 

   - 没有 

7) 7) 7) 7) 保罗为什么愿意凡事忍耐保罗为什么愿意凡事忍耐保罗为什么愿意凡事忍耐保罗为什么愿意凡事忍耐？？？？(10(10(10(10节节节节)))) 

   - 为了选民，好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8) 8) 8) 8) ““““有可信的话有可信的话有可信的话有可信的话””””是如何鼓励我们的是如何鼓励我们的是如何鼓励我们的是如何鼓励我们的？？？？(11(11(11(11节节节节,12,12,12,12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作王 

    - 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9) 9) 9) 9) ““““有可信的话有可信的话有可信的话有可信的话””””是如何告诫我们的是如何告诫我们的是如何告诫我们的是如何告诫我们的？？？？(12(12(12(12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 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10) 10) 10) 10) 提摩太要嘱咐他人什么事提摩太要嘱咐他人什么事提摩太要嘱咐他人什么事提摩太要嘱咐他人什么事？？？？(14(14(14(14节节节节)))) 

    - 不可为言语无益地争辩 

11) 11) 11) 11) 提摩太应该竭力做什么提摩太应该竭力做什么提摩太应该竭力做什么提摩太应该竭力做什么？？？？(15(15(15(15节节节节)))) 

    - 在神面前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11112) 2) 2) 2) 他应该远避什么他应该远避什么他应该远避什么他应该远避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16(16(16(16节节节节)))) 

    - 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 

13) 13) 13) 13) 哪两个人就是做了这样的坏事哪两个人就是做了这样的坏事哪两个人就是做了这样的坏事哪两个人就是做了这样的坏事？？？？(17(17(17(17节节节节)))) 

    - 许米乃和腓理徒 

14) 14) 14) 14) 他们的教导是什么他们的教导是什么他们的教导是什么他们的教导是什么？？？？这样教导的影响是什么这样教导的影响是什么这样教导的影响是什么这样教导的影响是什么？？？？(18(18(18(18节节节节)))) 

    - 复活的事已过 

    - 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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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 15) 15) 神坚固的根基上面的神坚固的根基上面的神坚固的根基上面的神坚固的根基上面的““““印记印记印记印记””””写着什么写着什么写着什么写着什么？？？？(19(19(19(19节节节节)))) 

    -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 “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远离不义” 

16) 16) 16) 16) ““““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样子？？？？(21(21(21(21节节节节)))) 

    - 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17) 17) 17) 17) 提摩太应该逃避什么提摩太应该逃避什么提摩太应该逃避什么提摩太应该逃避什么？？？？应该追求什么应该追求什么应该追求什么应该追求什么？？？？(22(22(22(22节节节节)))) 

    - 逃避年轻人的私欲 

    - 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18) 18) 18) 18) 他应该弃绝什么他应该弃绝什么他应该弃绝什么他应该弃绝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23(23(23(23节节节节)))) 

    - 愚拙无学问的辩论 

    - 这等事是起争竞的 

19) 19) 19) 19) 什么样的人必须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必须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必须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必须是什么样的人？？？？(24(24(24(24节节节节----25252525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 不争竞 

    - 温温和和地待众人 

    - 善于教导 

    - 存心忍耐 

    - 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 

20) 20) 20) 20) 作主仆人的为什么必须如此对待抵挡的人作主仆人的为什么必须如此对待抵挡的人作主仆人的为什么必须如此对待抵挡的人作主仆人的为什么必须如此对待抵挡的人？？？？(25(25(25(25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22226666节节节节)))) 

    - 或许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  

    - 或许叫那些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12 

《《《《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了解在末世人的道德败坏堕落 

2) 体会整部圣经的意义，包括新约和旧约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继保罗在第一、二章中勉励提摩太要坚定侍奉之后，他在接下来的两章中勉励提摩

太要谨守正道。他告诫说危险的日子要在末世来到，并描述了那时人们的境况。他

提醒提摩太要远离这些人，因为他们和旧约中敌挡摩西的雅尼、佯庇一样 (1111----9999

节节节节)。 

保罗说提摩太深知保罗的教导、品行，并警醒他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

要受到逼迫，而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他劝勉

提摩太要谨守他从前所学的。这里保罗指的是提摩太从小明白的圣经，这圣经能使

人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它可以教导人，叫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10101010----17171717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危险日子的来临危险日子的来临危险日子的来临危险日子的来临 (1 (1 (1 (1----9999节节节节)))) 

A.A.A.A. 对这危险日子的描述对这危险日子的描述对这危险日子的描述对这危险日子的描述 (1 (1 (1 (1节节节节----5555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1. 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1111节节节节) 

2. 这些危险日子的到来是因为人的境况 (2222节节节节----5555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a. 专顾自己，贪爱钱财 

b. 自夸、狂傲、谤渎、违背父母 

c. 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 

d. 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 

e. 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 

f. 爱宴乐不爱神 

g. 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B.B.B.B. 躲开这些危险之人的原因躲开这些危险之人的原因躲开这些危险之人的原因躲开这些危险之人的原因 (5 (5 (5 (5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9999节节节节)))) 

1. 这等人你要躲开 (5555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2. 因为…… (6666----9999节节节节) 

a. 这等人引诱轻信的人误入歧途 

b. 这等人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道 

c. 就像从前雅尼和佯庇敌挡摩西一样…… 

1) 这些敌挡真道的人 

2) 他们的心地败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 

3) 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敌挡，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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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II.II. 以保罗的例子作为提醒以保罗的例子作为提醒以保罗的例子作为提醒以保罗的例子作为提醒 (10 (10 (10 (10----13131313节节节节)))) 

A.A.A.A. 提摩太深知保罗的教训和品行提摩太深知保罗的教训和品行提摩太深知保罗的教训和品行提摩太深知保罗的教训和品行 (10 (10 (10 (10----11111111节节节节)))) 

1. 他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 (11111111节节节节) 

2. 以及他在安提阿、以哥念、路司得，所遭遇的逼迫、苦难 (11111111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3. 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他救出来了 (11111111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B.B.B. 准备好受逼迫准备好受逼迫准备好受逼迫准备好受逼迫 (12 (12 (12 (12----13131313节节节节)))) 

1.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12121212节节节节) 

2. 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 (13131313节节节节) 

III.III.III.III. 勉励其谨守圣经勉励其谨守圣经勉励其谨守圣经勉励其谨守圣经 (14 (14 (14 (14----17171717节节节节)))) 

A.A.A.A. 要继续谨守他以前所学习的要继续谨守他以前所学习的要继续谨守他以前所学习的要继续谨守他以前所学习的 (14 (14 (14 (14----15151515节节节节)))) 

1. 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他知道是跟谁学的 (14141414节节节节) 

2. 尤其是他从小明白的圣经 (15151515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3. 因为这圣经能使他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15151515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B.B.B. 圣经的完备性圣经的完备性圣经的完备性圣经的完备性 (16 (16 (16 (16----17171717节节节节)))) 

1.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16161616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16161616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3.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17171717节节节节) 

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危险日子的来临 (1-9节) 

   - 以保罗的例子作为提醒 (10-13节) 

   - 勉励其谨守圣经 (14-17节) 

2) 2) 2) 2) 危险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危险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危险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危险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到到到到？？？？(1(1(1(1节节节节)))) 

   - 末世 

3) 3) 3) 3) 在这危险的日子里在这危险的日子里在这危险的日子里在这危险的日子里，，，，人会爱哪三件事人会爱哪三件事人会爱哪三件事人会爱哪三件事？？？？(2(2(2(2----4444节节节节)))) 

   - 他们自己、钱财、宴乐 

4) 4) 4) 4) 他们拥有的敬虔是什么样的他们拥有的敬虔是什么样的他们拥有的敬虔是什么样的他们拥有的敬虔是什么样的？？？？(5(5(5(5节节节节)))) 

   - 只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 

5) 5) 5) 5) 这些人是如何得到跟从他们的人的这些人是如何得到跟从他们的人的这些人是如何得到跟从他们的人的这些人是如何得到跟从他们的人的？？？？(6(6(6(6节节节节)))) 

   - 用各样的私欲引诱轻信的妇人偏离真道 

6) 6) 6) 6) 他们的学习结果如何他们的学习结果如何他们的学习结果如何他们的学习结果如何？？？？(7(7(7(7节节节节)))) 

   - 常常学习，终久不能明白真道 

7) 7) 7) 7) 危险日子里的这等人像哪两个人危险日子里的这等人像哪两个人危险日子里的这等人像哪两个人危险日子里的这等人像哪两个人？？？？(8(8(8(8节节节节)))) 

   - 敌挡摩西的雅尼和佯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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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8) 8) 提摩太深知保罗的什么提摩太深知保罗的什么提摩太深知保罗的什么提摩太深知保罗的什么？？？？(10(10(10(10----11111111节节节节)))) 

   - 他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 

9) 9) 9) 9) 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怎样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怎样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怎样保罗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怎样？？？？ 

   - 都要受逼迫 

10) 10) 10) 10) 作恶的和迷惑人的会怎样作恶的和迷惑人的会怎样作恶的和迷惑人的会怎样作恶的和迷惑人的会怎样？？？？(13(13(13(13节节节节)))) 

    - 他们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 

11) 11) 11) 11) 提摩太要谨守哪两件事提摩太要谨守哪两件事提摩太要谨守哪两件事提摩太要谨守哪两件事？？？？(14(14(14(14节节节节)))) 

    - 他所学习的，所确信的 

12) 12) 12) 12) 他在幼年时知道了什么他在幼年时知道了什么他在幼年时知道了什么他在幼年时知道了什么？？？？(15(15(15(15节节节节)))) 

    - 圣经(即旧约) 

13) 13) 13) 13) 他从小明白的圣经有怎样的益处他从小明白的圣经有怎样的益处他从小明白的圣经有怎样的益处他从小明白的圣经有怎样的益处？？？？(15(15(15(15节节节节)))) 

    - 这圣经能使他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14) 14) 14) 14) 关于圣经保罗说了哪两件事关于圣经保罗说了哪两件事关于圣经保罗说了哪两件事关于圣经保罗说了哪两件事？？？？(16(16(16(16节节节节)))) 

    -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15) 15) 15) 15) 写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写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写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写圣经的目的是什么？？？？(17(17(17(17节节节节)))) 

    -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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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本章学习目的 

1) 看到传讲神的话语时应该勤奋努力 

2) 注意到保罗在回顾他对基督的侍奉时感到的满意，以及当他期盼审判之日和天

国时所拥有的信心 

梗概梗概梗概梗概 

最后一章中保罗勉励提摩太总要传道。会有人厌烦纯正的道理，而去跟从一些师傅

听他们说些自己想听到的。因此提摩太应当警醒，忍受可能临到他的苦难，尽职尽

责作传道的事工 (1111----5555节节节节)。 

保罗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近了，表达了对自己的满意，他已经打过那美好的仗，跑

尽了当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他相信主会赐给他公义的冠冕，赐给凡爱慕他显

现的人 (6666----8888节节节节)。 

保罗要提摩太赶紧去他那里，他写这封信时，只有路加在他身旁，因为底马贪爱现

今的世界离弃了他，其它的人也都到别处去了。保罗请求提摩太带马可一同前来，

告诫他要防备铜匠亚历山大，保罗还提及在他第一次申诉的时候离弃他的人们，愿

这罪不归与他们。在此期间惟有主站在他旁边，他坚信主会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

必救他进主的天国 (9999----18181818节节节节)。 

保罗希望提摩太把他问安带给他亲爱的朋友们，并简短地提及以拉都和特罗非，请

求提摩太在冬天之前到保罗那里去。最后保罗送上了来自各方弟兄的问安，并在信

的末尾祈祷主常与提摩太同在 (19191919----22222222节节节节)。 

大纲大纲大纲大纲 

I.I.I.I. 勉励务要传道勉励务要传道勉励务要传道勉励务要传道 (1 (1 (1 (1----5555节节节节)))) 

A.A.A.A. 一份庄严的嘱咐一份庄严的嘱咐一份庄严的嘱咐一份庄严的嘱咐 (1 (1 (1 (1----2222节节节节)))) 

1. 在神和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1111节节节节) 

a. 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 

b.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 

2. 务要传道 (2222节节节节) 

a. 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b. 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c. 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 

B.B.B.B. 如此嘱咐的原因如此嘱咐的原因如此嘱咐的原因如此嘱咐的原因 (3 (3 (3 (3----4444节节节节)))) 

1. 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3333节节节节) 

a. 随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 

b. 因为他们耳朵发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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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们将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 (4444节节节节) 

C.C.C.C. 相关的勉励相关的勉励相关的勉励相关的勉励 (5 (5 (5 (5节节节节)))) 

1. 要凡事谨慎 

2. 忍受苦难 

3. 作传道的工夫 

4. 尽他的职分 

II.II.II.II. 劝其赶紧来劝其赶紧来劝其赶紧来劝其赶紧来 (6 (6 (6 (6----18181818节节节节)))) 

A.A.A.A. 他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离世的时候到了 (6 (6 (6 (6----8888节节节节)))) 

1. 已经如酒浇在祭坛上，他离世的时候到了 (6666节节节节) 

2. 表明他的信心 (7777节节节节) 

a. 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 

b. 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 

c. 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 

3. 他对将来的信心 (8888节节节节) 

a. 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 

b. 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要赐给他的 

1) 到了那日赐给他 (审判的日子) 

2) 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B.B.B.B. 请求他赶紧来请求他赶紧来请求他赶紧来请求他赶紧来 (9 (9 (9 (9----16161616节节节节)))) 

1. 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弃了保罗 (9999节节节节----10101010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2. 革勒士和提多去了不同的地方 (10101010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3. 独有路加在他那里 (11111111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4. 带马可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于保罗有益处 (11111111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5. 他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 (12121212节节节节) 

6. 带衣服和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 (13131313节节节节) 

7. 要防备铜匠亚力山大 (14141414----15151515节节节节) 

8. 保罗初次申诉遭人离弃，但他祷告愿这罪不归与他们 (16161616节节节节) 

C.C.C.C. 主的信实主的信实主的信实主的信实 (17 (17 (17 (17----18181818节节节节))))     

1. 主站在他旁边，加给他力量 (17171717节节节节) 

a. 使福音被他尽都传明给外邦人 

b. 也使他从狮子口里被揪出来 

2. 主必救他 (18181818节节节节) 

a. 主必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 

b. 也必救他进主的天国 

         -- 因为荣耀归给主！ 

III.III.III.III. 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 (19 (19 (19 (19----22222222节节节节)))) 

A.A.A.A. 来自各方的问安以及最后的教导来自各方的问安以及最后的教导来自各方的问安以及最后的教导来自各方的问安以及最后的教导    (19(19(19(19----21212121节节节节)))) 

1. 问百基拉、亚居拉，和阿尼色弗一家的人安 (19191919节节节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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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非摩病了，留在了米利都 (20202020节节节节) 

3. 提摩太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他那里去 (21212121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节前半部分) 

4. 来自友布罗、布田、利奴、革老底亚，和众弟兄的问安 (21212121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节后半部分) 

B.B.B.B. 祝福祝福祝福祝福 (22 (22 (22 (22节节节节)))) 

1. 愿主与提摩太的灵同在 

2. 愿恩惠常与他同在，阿们 

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本章复习问答 

1) 1) 1) 1) 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本章有哪些要点？？？？ 

   - 勉励务要传道 (1-5节) 

   - 劝其赶紧来 (6-18节) 

   - 结束语 (19-22节) 

2) 2) 2) 2) 耶稣什么时候审判活人和死人耶稣什么时候审判活人和死人耶稣什么时候审判活人和死人耶稣什么时候审判活人和死人？？？？ (1 (1 (1 (1节节节节)))) 

   - 在他及他的国度显现时 

3) 3) 3) 3) 提摩太应怎样做才不负提摩太应怎样做才不负提摩太应怎样做才不负提摩太应怎样做才不负““““务要传道务要传道务要传道务要传道””””的嘱托的嘱托的嘱托的嘱托？？？？(2(2(2(2节节节节)))) 

   - 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 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4) 4) 4) 4) 有些人会厌烦什么有些人会厌烦什么有些人会厌烦什么有些人会厌烦什么？？？？相反相反相反相反，，，，他们会去做什么事他们会去做什么事他们会去做什么事他们会去做什么事？？？？(3(3(3(3节节节节)))) 

   -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 随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 

5) 5) 5) 5) 他们会掩耳不听什么他们会掩耳不听什么他们会掩耳不听什么他们会掩耳不听什么？？？？会偏向什么会偏向什么会偏向什么会偏向什么？？？？(4(4(4(4节节节节)))) 

   - 真道 

   - 荒渺的言语 

6) 6) 6) 6) 对于这些将要发生的事对于这些将要发生的事对于这些将要发生的事对于这些将要发生的事，，，，保罗对提摩太提出哪四点忠告保罗对提摩太提出哪四点忠告保罗对提摩太提出哪四点忠告保罗对提摩太提出哪四点忠告？？？？(5(5(5(5节节节节)))) 

   - 要凡事谨慎 

   - 忍受苦难 

   - 作传道的工夫 

   - 尽他的职分 

7) 7) 7) 7) 保罗知道什么日子近了保罗知道什么日子近了保罗知道什么日子近了保罗知道什么日子近了？？？？(6(6(6(6节节节节)))) 

   - 他离世的日子 

8) 8) 8) 8) 保罗用哪三个词组来描述他作为基督徒的生活保罗用哪三个词组来描述他作为基督徒的生活保罗用哪三个词组来描述他作为基督徒的生活保罗用哪三个词组来描述他作为基督徒的生活？？？？(7(7(7(7节节节节)))) 

   - 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 

   - 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 

   - 所信的道他已经守住了 

9) 9) 9) 9) 保罗期望从主那里得着什么保罗期望从主那里得着什么保罗期望从主那里得着什么保罗期望从主那里得着什么？？？？还有谁可以得着还有谁可以得着还有谁可以得着还有谁可以得着？？？？(8(8(8(8节节节节)))) 

   - 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 

   - 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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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 10) 10) 保罗求提摩太一件什么事保罗求提摩太一件什么事保罗求提摩太一件什么事保罗求提摩太一件什么事？？？？(9(9(9(9节节节节)))) 

    - 赶紧去他那里 

11) 11) 11) 11) 谁离弃了保罗谁离弃了保罗谁离弃了保罗谁离弃了保罗，，，，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10(10(10(10节节节节)))) 

    - 底马，因为他贪爱现今的世界 

12) 12) 12) 12) 当保罗写这封信时只有谁在他身边当保罗写这封信时只有谁在他身边当保罗写这封信时只有谁在他身边当保罗写这封信时只有谁在他身边？？？？(11(11(11(11节节节节)))) 

    - 路加 

13) 13) 13) 13) 保罗为什么要提摩太带马可一起去他那里保罗为什么要提摩太带马可一起去他那里保罗为什么要提摩太带马可一起去他那里保罗为什么要提摩太带马可一起去他那里？？？？(11(11(11(11节节节节)))) 

    -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于保罗有益处 

14) 14) 14) 14) 保罗还希望提摩太带些什么保罗还希望提摩太带些什么保罗还希望提摩太带些什么保罗还希望提摩太带些什么？？？？(13(13(13(13节节节节)))) 

    - 留在特罗亚的一件外衣，一些书和皮卷 

15151515) ) ) ) 保罗告诫提摩太要防备谁保罗告诫提摩太要防备谁保罗告诫提摩太要防备谁保罗告诫提摩太要防备谁？？？？(14(14(14(14----15151515节节节节)))) 

    - 铜匠亚历山大 

16) 16) 16) 16) 保罗愿那些在他初次申诉时离弃他的人们怎样保罗愿那些在他初次申诉时离弃他的人们怎样保罗愿那些在他初次申诉时离弃他的人们怎样保罗愿那些在他初次申诉时离弃他的人们怎样？？？？(16(16(16(16节节节节)))) 

    - 愿罪不归与他们 

17) 17) 17) 17) 在保罗初次申诉时谁在他身旁在保罗初次申诉时谁在他身旁在保罗初次申诉时谁在他身旁在保罗初次申诉时谁在他身旁，，，，加给他力量加给他力量加给他力量加给他力量？？？？(17(17(17(17节节节节)))) 

    - 主 

18) 18) 18) 18) 保罗坚信主会为他做哪两件事保罗坚信主会为他做哪两件事保罗坚信主会为他做哪两件事保罗坚信主会为他做哪两件事？？？？(18(18(18(18节节节节)))) 

    - 必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 

    - 必救他进主的天国 

19) 19) 19) 19) 保罗希望提摩太将他的问安转告给谁保罗希望提摩太将他的问安转告给谁保罗希望提摩太将他的问安转告给谁保罗希望提摩太将他的问安转告给谁？？？？(19(19(19(19节节节节)))) 

    - 百基拉、亚居拉，和阿尼色弗一家的人 

20) 20) 20) 20) 保罗希望提摩太什么时候去见他保罗希望提摩太什么时候去见他保罗希望提摩太什么时候去见他保罗希望提摩太什么时候去见他？？？？(21(21(21(21节节节节)))) 

    - 冬天以前 

21) 21) 21) 21) 哪些人通过保罗带去对提摩太的问候哪些人通过保罗带去对提摩太的问候哪些人通过保罗带去对提摩太的问候哪些人通过保罗带去对提摩太的问候？？？？(21(21(21(21节节节节)))) 

    - 友布罗、布田、利奴、革老底亚，和众弟兄 

22) 22) 22) 22) 在这封信的结尾在这封信的结尾在这封信的结尾在这封信的结尾，，，，保罗为提摩太祷告什么保罗为提摩太祷告什么保罗为提摩太祷告什么保罗为提摩太祷告什么？？？？(22(22(22(22节节节节)))) 

    - 愿主与他的灵同在 

    - 愿恩惠常与他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