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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后書》查经聚会之一 
      组长版 
 

敬拜时间: 15-20 min. 

诗歌: 3-4  

祷告: 为小组聚会 

 

背景(主题綱领)簡介: (组长分享): 15-20 min 

读经:默讀/速讀/輪流讀: 提後 1:1-18.     

 

提摩太後書:薪火相傳 
 

寫作時間地點: 

 
AD67/68年寫於羅馬獄中（1:8）.那时保羅第二次在羅馬入獄（1:16-17，2:9），此书是教牧

書信之一, 可能是保羅被処死前最後一卷書信（4:6）.(参考保罗生平表:提摩太前書查经课

一). 

 

宗旨: 

(1) 此书不单给提摩太, 也希望讀给以弗所教会. (4:22) 

(2) 要保守福音的整全性. 

(3) 盼望提摩太趕快來探訪保羅, 因为保羅年事已晚. 

(4) 鼓勵提摩太, 也希望他鼓勵別人: 传承. 

(5) 鼓勵提摩太忍受苦難, 必有公義的冠冕存畄: 盼望. 

 

主題: 

 

四個常用詞: “主”16 次, “神”13次, “耶穌基督”13次, “信心”9次 

 

提摩太後書全书大綱: 
 
1. 1:1-18問安, 寫信目的. 
 

A. 1-2問安 
B. 3-5感謝 
C. 6-14 呼龥收信人忠於保羅和福音 
D. 15-18 忠心與不忠心的例證 

 
2. 2:1-3:9 重要的優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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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1-13为福音剛強 
B. 2:14-3:9 假教師 

 
3. 3:10-4:22结語: 提醒,指示,問候. 
 

A. 3:10-17最後對提摩太的指示 
B. 4:1-15個人的论说 
C. 4:16-22 最後的問安 

 

 

提後 1:1-18 不以福音為恥 
 

綱领: 

 

(1) 1-2 寫信者與受信人的關係: 保羅寫給“親愛的兒子”提摩太 

(2) 1:3-5 薪火相傳: 接續持守祖先所傳的信仰 

(3) 1:6-14 交叉对称架搆: 

  

A（1:6-7）守住保羅傳給提摩太的恩賜, 话語規模，善道 

 B（1:8-12）:不以福音為恥:這是全段的中心思想 （详情见第二课） 

A’（1:13-14）守住保羅傳給提摩太的恩賜, 话語規模，善道 
 

分组时间: 45 min 

(可分組討論下列題目, 按時間許可每組分别討論 1, 2或 3, 4, 5, 6, 7, 8，etc大題, 45

分鈡後合組報告與討論; 若不分組則可用 60分鈡把下列大題全部一起討論, 省去合組時間, 

由領查经者作簡短總結.) (請領查經者 copy 問題部份印發組員, 答案部份可供合組討論時作

參考, *自由犮揮)？ 

 

经文讨论:  

 

1:1-2 寫信人，收信人，關係. 設下全书腔调 
 

Q1.保羅如何看他自己? 

 

“照着在基督耶穌裏生命的應許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 保羅的意思是說他是耶穌基督付

上生命代價, 換來一個應許, 就是我們有新生命，而保羅是憑著耶穌基督这應許作使徒的. 
 

Q2.保羅與提摩太的關係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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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和提摩太有關係,也是因為基督耶穌與父神. 保羅待提摩太如同親兒子，保羅憑耶穌基督

和神祝福提摩太，保羅對提摩太的祝福是恩惠，憐憫，平安，全是神所賜，並非保羅所能赐. 

 

1:3-5 薪火相傳: 保羅與提摩太的信心都是由先祖所传承  
 

Q3. 保羅祖先是何許人?祖先如何事奉神? 保羅如何事奉神?  

 

保羅的祖先是猶太法利赛人傳統(徒 22:3，罗 11:1, 加 1:13-15)，保羅在此正面地描寫他的

祖先所事奉的神; 清潔良心事奉, 是指這猶太人事奉, 包括保羅和他的祖先. 清潔良心是指

道德. 猶太人的道德標準甚高. (罗 11:3，加 2:8) 

 

1:6-7, 1:13-14 
 

Q4.保羅如何以自己的信仰連結於提摩太的信仰? 

 

同樣是承接祖先猶太人所信的神. 

 

Q5. 提摩太的信仰根基是什麼? 

 

外祖母→母親→提摩太, 都相信这神. 

這信是無偽的信, 所以提摩太有很好的傳承.(提摩太父親是外邦人, 母親卻是猶太人) 

 

Q6. 保羅與提摩太作為父子的關係如何表達出來? v3-4. 

 

保羅在禱告中紀念提摩太, 切切想見他面, 甚至流淚想念, 見到後滿心快樂.  

  

1:6-7, 1:13-14 保羅给提摩太個人的勸勉和鼓励. 
 

Q7. 按手与恩赐有何關連? 屬靈的恩賜与天生的才幹有何分別?  

 

v6所說的恩賜應該是屬靈恩賜, 既是按手賜下應該是後天的恩賜, 与加 5:22的聖靈果子类

同, 牧者是分別為聖, 由牧長按手登职, 他们接受神的呼召, 神賜下牧養恩賜, 籍着按手禮

傳授給專职的牧者, 外在禮儀是內在圣灵工作的表彰.  

這些屬靈恩賜与天生的才幹有所不同,不過天生才幹如音樂, 言語或治事等等天才, 經過獻身

為神所用, 也可以成為屬靈的恩賜. (加 5:22) 

按手禮成全舊約利未人獻上為神所用的规条(民 8:10, 27:18, 徒 6:6, 提前 4:14) 

 

Q8. v7對 v6所說的恩賜有何更詳盡的啟示? 恩賜應如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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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7說明神所賜的恩賜包括: （1）刚强，（2）仁愛，（3）謹守的心.  

 

（1）刚强:不受威迫利誘，不与杈势财力妥協（意志上--意） 

（2）仁愛:是愛神愛人，強中有溫柔, 愛心, 體貼人（感情上--情） 

（3）謹守:是持守信仰和真道（理性, 信心上--知） 

 

這些都是神所賜，也應是 v6所說籍着按手禮賜下的特殊恩賜, v9留意這是白白領受的恩典,

並非人的工作. 

 

恩賜需要操練:如火挑旺. 沒有賜下無重操練. 

 

Q9. v13-14 与 v6-7時在词彙和內容上有何異同？（A 对比 A’） 

 

同的重點: 

賜下給你→交託你 

謹守→牢牢守著 

 

不同的重點: 

v13-14 重點在神话語:善道 

v6-7重點在恩賜能力 

 

二者都是由上(神)而下(人)，都是要守衛交讬（提后 2:2） 

 

Q10. “纯正话語的規模”是指什麼（v13，提前 1:16）? 要用什麼來守著, 為什麼（v14）? 

 

“纯正话語的規模”是指耶穌基督的榜樣，聖經, 保羅的教訓（提前 1:16，提後 2:2），要

用耶穌基督裏的信心和愛心守著， 用信心守著顯而易見，必須要先信聖經才能守著聖經的

話，用愛心守著，可能特別指聖經的規模 model or practice，有應用聖經的意思: 就要用愛

心（愛神愛人），不能硬守軟守. 

 

Q11.“善道”要靠什麼來守著？怎樣守著？(v14，v12) 

 

要靠住在我們裏面的聖靈來守著, 聖靈在新约裏是與我們同住，“住在”我們裏面的，經常

同在. 

（“守”与第 12節“保全”同原文），神能夠保守我們，我們也應靠著聖靈來保守这道. 

约 16: 13-15真理的聖靈引導我們明白一切真理. 約 14:16,26聖靈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叫基

督徒想起耶穌基督的話，所以人要听聖靈的話和引领, 来明白並顺從耶穌基督的教訓，聖經

的話語是靠著聖靈来光照人, 使人明白的. 

 

提後 1:8-12 不以福音為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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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不以福音為恥為福音受苦 

 B（1:9-11）:福音: 這是這段的中心思想 

A’（1:12）不以福音為恥 

 

Q12. “不以福音為恥”,及“福音”兩個詞語經常出現, 一共幾多次? 

 

“不以福音為恥”: 三次, v8,12. “福音”: 三次, v8,10,11, 符合了上述架構, 㝍明这段

兩個中心思想: (1)什麼是福音. (2)不以福音為恥. 

 

Q13. a.什麼是福音? b.基於什麼? c.如何實現? d.何時實現? (v8-10) 

 

(a) 福音本身是把死廢去, 將不能朽坏的生命彰顯出来(v10). 

 

(b) 神的恩典聖召我們: 基於神恩(v8). 

 

(c) 这恩典藉著耶穌基督顯現表明出来 (第一次顯現, v10). 

 

(d) 这恩典老早在萬古之先, 己命定賜給我們(v9). 

 

    這恩典使我們有现在得救, 藉著耶穌基督第二次再來完成, 全然得救身体得贖(v10). 

 

Q14. a.保羅如何維護這福音? b.他與福音有何關係? (v8-10) 

 

（a）受苦被囚（v8）. 

 

（b）籍着福音得救，為福音受差，去传福音，作使徒，作師傅（v10-11）. 

 

Q15. 是什麼東西支持保羅不恥於這福音? (v12) 

 

因他知道所信的是誰, 深信祂能保存所交付祂的，直到那日. 这就是他对神的信心.  

 

對神的信心可以有幾種解釋:  

(1）我交付祂的直到那日.（2）或祂所交付我的. 

 

(1)的解釋可能是保罗交付祂的一生（4:18），但（2）的解釋可能性更高. 因為 14節聖

靈助我們守住交託我們的善道，雖然保羅被殺，神的道仍蒙保守，傳遍羅馬帝國，現在

和將來，直到地極. 

 

個人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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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認識神是誰. 

（2）信靠神能做大事. 

 

圣诗:惟我深知所信的是誰（For I know whom I have believed） 

 

提後 1:15-18 
 

Q16.保羅如何形容反對他和支持他的人? 他如何對待這些人? 我們可学习到什麼榜樣？ 

 

保羅要知道何人離棄他， 如腓吉路和黑摩其尼. 

 

保羅求主憐憫阿尼色弗一家, 他殷勤到羅馬在牢中寻找保羅的，而且他在以弗所多多服事保

羅，保羅要人知道這些善行榜樣: 

 

明辨教會中何人離開神，何人忠心服侍，求神憐憫忠仆. 

 

合組總結: 15 min 

(各組報告討論結果, 分享補充, 由領查經者參閱提示部份,作整体性總結) 

 

分组祷告: 15 min为查经应用, 组员需要等代祷 


